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3888

公司简称：新华网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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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新华网

股票代码
603888

董事会秘书
杨庆兵
010-88050888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xxpl@xinhuanet.com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证券事务代表
宋波
010-88050888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
xxpl@xinhuane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3,649,374,806.30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3,760,046,635.79
-2.94

2,722,044,831.87

2,729,190,530.5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上年同期

-0.2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0,777,392.69

24,994,517.28

-263.15

592,218,145.73

562,845,159.71

5.22

110,623,240.85

107,056,605.82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77,728,263.40

74,817,149.27

3.89

3.98

4.41

减少0.43个百分点

0.2131

0.2063

3.30

0.2131

0.206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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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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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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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9

310,302,420

310,302,420

无

国有法
人

2.48

12,847,925

11,418,780

无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18

11,288,890

11,288,890

无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4

9,549,290

9,549,290

无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5

7,525,928

无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5

7,525,927

无

陈惠忠

境内自
然人

1.13

5,879,223

未知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国有法
人

0.93

4,839,473

无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信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9

4,626,413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之信 28 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6

3,965,090

未知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新华通讯社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通讯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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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新闻报道亮点频出，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持续增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对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勤勉、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8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中，新
华网排名第 18 位，连续三年进入前 20 强，持续居于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首位。
（一）网络宣传主阵地职能进一步巩固加强
1、重大主题报道引领网络舆论。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博鳌亚洲论坛、512 汶川地震十周年、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多场直播报道，品牌公信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
两会期间，新华网总计完成直播报道 48 场，其中 19 场独家担纲唯一文字出口，直播专题总访问
量达 3,420 万，成为两会报道网上传播的主信源、主渠道。新华网发挥“一次采集、N 次加工、
多元生成”优势，推出“通道‘新语’”栏目，对“部长通道”
“代表通道”
“委员通道”内容进行
碎片化再加工、再传播，编发《通道“新语”|部长们的 2018“新”目标》等稿件。
《部长之声》
单场专访最高总传播人数超过 5,000 万，获广大网友网民点赞，传播效果显著。
2、媒体融合创新产品发展良好。原创视频类产品成绩颇丰，两会期间，原创产品在互联网上
产生刷屏效应，反响强烈。其中，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推出的独家创意短视频《跃然纸上看报告》
，
为受众带来了全新阅读体验，总访问量超 1.05 亿，转载量超八百家；《人民的通道》
，从“通道”
本身意义着手，讲述“通道”所承载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新时代的中国两会更加开放、透明、
从容、自信的主题，总访问量达 6,253 万，转载量超四百家；
《“更懂你”是什么感觉，答案在这
里》是首次将情感交互技术与报道融合，深度挖掘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同频共振”的瞬间，生
产出的国内首条生理传感新闻（SGC）
，总访问量达 2,230 万，转载量超二百家。
3、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显著提升。报道精品化，多语种版微视频《新时代，博鳌再出发！》以
习近平在历次博鳌上的讲话贯穿全文，尽显中国魅力，被 300 余家国内主流媒体网站转载，主要
渠道总访问量突破 3,000 万。多语种版微视频《上合，风好正扬帆！》推出后呈“霸屏”之效，多
端口累计播放量过亿，转载量超千家，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同时，多语种版系列微视
频产品被推送到数百家海外主流媒体，取得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海外分网优化升级。欧洲分网

英、法文版已完成改版并上线。非洲分网的英、法文版已完成改版。海外分网通过改版，增强内
容针对性、改进网页版式、提高技术支撑水平，进一步打通了多层次海外传播渠道。上半年，高
端访谈栏目邀请巴拿马总统夫人卡斯蒂略及包括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在内的 20 多位驻华大使和联
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外交部拉美司司长赵本堂在内的数十位资深外交官和专家学者。
4、移动阵地规模稳步扩张。新华网微信、法人微博、手机新华网、手机报，近半年的发展稳
步有升。新华网微信“一字标题”系列、
“这就是”系列，在社会中产生良好效应。法人微博也在
积极探索，运用短视频等手段，制作“一起走过毕业季”等互动活动，提升自身影响力。新华网
微信粉丝数达 652 万；新华网法人微博粉丝数超 4 千万。
5、高端智库建设成效显著。
“思客”平台高频举办高端智库活动，推出 2018 博鳌亚洲论坛思
客会，在博鳌论坛前方，推出“思客带你看博鳌”短视频海报产品，带网友领略博鳌精彩现场；
开辟“知识产品线”
，推出交互知识问答产品“思客问答”
、轻松活泼的音频产品“听到”
，全力打
磨系列融视频产品“直播联合国”
。合作策划“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线下高端智库活动与主题报
道。
6、
“共产党员”微信易信公众号在重大报道和热点宣传中亮点频出，两会期间，公号隆重推
出两会专题，共推送稿件近 180 余篇，其中 55 篇阅读量达 10 万+；在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国家主
席和国务院总理选举产生的重要时间节点推送 10 期增刊和快讯；做好政府工作报告和机构改革的
解读。
（二）经营工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主营业务发展势头向好，加快打造互联网化拳头产品。互联网广告业务以“平台思维”推进
营销策略升级，紧抓大客户，中小客户逐步实现增量拓展牢牢抓住产品建设“牛鼻子”，聚焦“科
技、资本、人才与传媒深度融合”规划自身业务，对重点经营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形成经营发展
“动车组”
。优化升级“前店后厂”模式，重点打造智慧党建、大数据舆情、数字影视、数字视觉
艺术、溯源中国等创新型业务和产品。产品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以“5G 入口”为核心的移动增
值和融合通信业务持续增长，打造《直播联合国》新型内容产品，创新内容传播推广手段和变现
模式；在线教育学习平台技术、内容协同创新发展；景德镇陶溪川倒焰窑视觉体验秀项目等数字
视觉艺术项目引起热烈反响；
“壹基金青少年与末来防灾体验馆 VR/AR 项目”实现首例展览展示类
项目签单；发布新华睿思数据云图分析平台（睿思•舆情大数据平台 3.0），标志着公司在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领域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智慧党建业务在甘肃、河南、江苏、青海、安徽等落地；医
保药品鉴证核查平台服务已在武汉、阜新、聊城等地已上线使用。
公司组建雄安项目组战略部署雄安新区业务。公司承接的“中国雄安”官网正式上线运营，
官方微信、微博已经开通，现已成为雄安新区对内对外宣传的主要窗口。雄安项目组扎根雄安新
区，现已成为新区建设者中的一支生力军，舆论引导力不断提升。
（三）大力推动技术建设平台化转型，技术引领成效显著
技术应用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平台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支撑内容建设、经营拓展的能力进
一步增强。基于新华云平台，不断丰富云产品和服务，打通各技术系统壁垒，形成高效的云服务
平台。加速推进新华网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智能化、年轻化的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大力推
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等领域的技术跟踪和应用开发。进一步强化新华网技术基
础设施建设，增强技术运维和安全防御能力。

（四）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增强“四个自信”，
真正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活动。
全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扎实做好监督执纪工作，为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坚强保证。公司坚持以教育为主，突出抓好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和公司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干
部职工廉政意识。在公司树立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坚决杜绝对问题困难视而不见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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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会【2017】13 号）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15 号）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按照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
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
（财会【2017】15 号）
，
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已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进行列示项目调整；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即 2017 年 6 月 12 日）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项目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
“其他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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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