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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网 6038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庆兵 宋波 

电话 010-88050888 010-880508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电子信箱 xxpl@xinhuanet.com xxpl@xinhuane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046,034,716.99 4,198,106,499.50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57,682,758.04 2,963,556,480.83 -3.5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402,764.39 -149,544,822.24 56.93 

营业收入 443,247,774.36 598,541,364.60 -2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53,495.47 116,235,309.83 -9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952,073.96 40,317,639.80 -19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2 4.04 减少3.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68 0.2239 -96.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68 0.2239 -96.9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4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华通讯社 
国有 

法人 
51.00 264,679,740 0 无 

  

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8.79 45,622,680 0 无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63 8,477,190 0 无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38 7,170,800 0 无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74 3,835,390 0 无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0.73 3,763,228 0 无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73 3,762,965 0 无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2 3,224,450 0 未知 

  

茹鹏鹏 
境内自

然人 
0.59 3,055,060 0 未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其他 0.50 2,595,248 0 未知   



保基金 16021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通讯社、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经济信息

社有限公司及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其他企业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考验面前，公司围绕年度工作目标，牢牢把握报道和经营两条

生命线，报道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呈现了新亮点；经营工作克服困难，疫情防控和各项工作平稳

有序。 

一是核心报道浓墨重彩。充分发挥“第一工作组”策划统筹作用，以“学习进行时”专栏为

主体，累计推出原创报道 300 余个，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重要讲话进行全方位梳理、多层次

解读。重磅微视频，《人民战“疫”》《非常日历》等近 20 个作品传播量过亿；核心评论体现

“快”“深”“融”，25 组 136 篇网评以权威声音抢占舆论高地；创新表达形式，交互 H5 产品《这 10

道题，习近平给出同一个答案》等充分体现轻量化、交互化新趋势。 

二是抗疫报道奏响强音。全面发挥网络主流媒体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作用，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营造良好网络氛围。打造网上全媒体信息总汇，及时发布

权威内容，率先推出融媒体专题《我们在一起，打赢这一仗》。原创报道持续发出正面强音，“新

华网连线武汉”系列访谈展现疫情一线热点，微纪录片《新•生》、抗疫 MV《侠之大者》等记录

普通人的故事，“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系列网评凸显深度和温度。信息服务满足社会多元需求，“新

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可视化呈现疫情数据，“卫星知识局”太空鸟瞰武汉变化，“思客数理话”

地图展现疫情发展，基于大型网络调查形成的分析报告被《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报告》采用，用数

据和知识为公众疏解焦虑、为决策提供洞察。 

三是外宣报道亮点纷呈。对内对外报道一体化策划、差异化制作、本土化传播，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实现新进展。下大力气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推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9 个语种专题，



制作《中国答卷》等 4 个微视频，系列锐评有力驳斥西方国家的抹黑和甩锅。创新表达方式，优

化“大使看中国”品牌栏目，推出《中国 100 秒》系列微视频，同步推送至 20 余家海外媒体网站。

敢于亮剑发声，“止暴制乱 守护香港”专题传递爱国爱港力量，“不吐不快”系列网评阐释涉港国安

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重要性，累计转载量近千家。 

四是移动化转型迈向深入。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理顺业务流程，夯实“掌上”舆论引导主阵

地。客户端下载量、月活数均同比增长，“内容中台+智能推荐”的业务生态初步形成，承载全网移

动化转型的能力显著增强。20 余个资讯和垂类信息频道、31 个地方频道陆续上线，“新华号”入驻

用户突破上千家，“新华云直播”平台月播能力达到百余场，“新华云上学”先期引入课程两百余门，

视频化、知识化、直播态产品在疫情期间表现亮眼。移动矩阵用户数和活跃度均有提升，创新短

视频、海报、长图、交互条漫等适合移动传播的内容形态，抖音号粉丝猛增，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超过 10 万次的稿件千余篇。 

五是各项经营工作逐步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相关业务也受到一定影

响，公司上下在压力中奋力开拓业务，安全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网络广告方面，公司有效增

强 PC 端、移动端内容传播力、品牌影响力，全面建立两端融合发展新优势；信息服务方面，公司

对舆情监测、大数据、新华睿思等持续优化，推出多款新产品，设计并研发自媒体账号分析平台

V1.0，规划新华睿思数据云图分析平台 V5.0 版本，同步升级睿思•舆情 APP V5.0；移动互联网方

面，发挥 5G 富媒体实验室研发优势，加快 5G 等前沿科技带来新场景的布局，党建阵地建设项目

有效拓展；网络技术服务方面，推进视频云、混合云技术专项建设，支撑智能化、视频化、移动

化技术生态体系；数字内容方面，受疫情影响公司数字展览等活动由线下转为线上，新华 5G 云

展业务正式上线，布局发展“线上”IP 业务产品线。 

六是技术创新充分赋能。积极推动技术和业务深度融合，技术支撑和引领更加有力。持续保

持内容创新活力，《指尖上的报告》融合“生物感官模拟”等交互手段，《掌声里的“共振时刻”》

采用“5G+AI 声像分析技术”，依托睿思大数据平台构建《睿思一刻》系列大数据内容产品矩阵。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出 5G 云展服务平台 3.0 版。提升采编智能化水平，贯通新华云海、新华云

创、新华云桥等子系统核心流程，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新华智媒助理”，为采编人员提供更多智能

辅助。切实夯实基础能力，推进视频云、混合云技术专项建设，加强基础算法和数据服务支撑，

完善适应智能化、视频化、移动化需求的技术平台。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及审批程序等具体内容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影响内容说明 

在新收入准则下，不再区分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的收入确

认模型确认收入，并且对很多具体的交易和安排提

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包

括：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首次执行本准则

的企业，应当根据首

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

影响数，调整首次执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

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

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会议（2020 年

第一次）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 月 11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新华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3）。 

行准则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没有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田舒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