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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20-02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千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70,314,574 244,956,573 10.35% 

营业利润 16,143,914 13,658,550 18.20% 

利润总额 16,147,094 13,945,455 1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16,310 13,327,559 -17.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 1.44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4% 16.83% -3.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38,417,085 199,467,202 1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8,726,600 80,917,098 9.65% 

股本 9,310,040 9,310,04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9.53 8.69 9.67% 

注 1：2019 年 6 月末公司完成了苏宁小店的股权转让，公司持有苏宁小店

35%的股权，自 2019 年 7 月起苏宁小店按权益法核算，但 2019 年 1-6 月苏宁小

店利润表和现金流表仍在公司报表中体现。 

2019 年 9 月末公司实施完成家乐福中国 80%股份的交割，家乐福中国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9月末苏宁金服完成了C轮增资扩股工作，公司持有苏宁金服41.15%

的股权，苏宁金服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苏宁金服



2 
 

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 2019 年 1-9 月苏宁金服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仍在公司报表中体现。 

2019 年四季度日本 LAOX 完成了增资扩股工作，公司持有 LAOX 29.77%的

股权，LAOX 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LAOX 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 2019 年 1-11 月

LAOX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仍在公司相关报表内予以体现。 

注 2：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填列。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

股收益扣减了报告期因实施股份回购减少的股份数 113,710,321 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企业外部环境来看，2019年消费整体增速下行，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增速同比下降3.3%，通讯器材类增速仅增长1.4%，增速持续放缓。行

业竞争激烈，企业发展外部环境承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线下持续优化店面网络布局，推进门店互联网

化升级，打造门店社群运营能力；快速拓展零售云加盟店，进一步渗透低线市场；

线上聚焦社交、社群、内容电商能力提升，持续完善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商户引

进，丰富商品品类；四季度大力推动家乐福中国的收购整合，通过加强团队激励，

优化运营管理，推进采购供应链整合，门店数字化改造升级等举措，取得阶段性

的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实现稳定增长，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3.15亿

元，同比增长10.35%。整体来看，2019年公司商品销售规模（含税，区域上涵盖

中国大陆、香港及日本市场，包括线上线下自营及开放平台，以及提供物流、金

融、售后等服务，下同）为3,796.73亿元，同比增长12.74%。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实施商品价格日常管控，提高日销毛利；推进商品结构调

整，聚焦自主产品建设，持续优化商品供应链改善毛利水平。开放平台、物流业

务方面的增值服务收入增加，有助于毛利提升。综合来看，公司综合毛利率较同

期增加0.43%。运营费率方面，由于苏宁小店处于运营优化和模式优化阶段，阶

段性亏损；同店下滑带来租金费用率增加；为配套支持新业务开展，人员、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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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等费用投入增加。 

四季度公司积极主动调整商品经营策略，注重价格敏感单品的价格管理，为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部分品类加快开放运营，此外由于外部环境承压的影响，

公司可比门店销售有所下降，对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影响，但毛利率水平有

所提升。整体来看，四季度公司经营业绩企稳，经营性现金流环比改善明显；此

外家乐福中国业务的整合效应初有成效，实现了家乐福中国四季度扭亏为盈。 

此外，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苏宁小店、苏宁金服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苏宁

深创投-云享仓储物流基金完成收购佛山、宁波等5个物流项目，以及日本LAOX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等业务带来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为161.44亿元、161.47

亿元，同比增长18.20%、15.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16亿元，

同期公司出售了部分阿里巴巴股份相应净利润增加，受此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7.34%。 

 

 零售业务 

公司始终贯彻推进全场景、全品类、全客群覆盖，进一步提升面向用户的服

务能力。 

 渠道运营 

线下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快店面调整，深化店面业态升级和融合，推进苏

宁极物、苏鲜生布局，加强商超合作赋能输出专业供应链能力，报告期内新开商

超电器店218家。低线市场网络覆盖快速推进，报告期内零售云加盟店新开2,731

家；完成万达百货及家乐福中国的收购，零售业态进一步丰富。截至2019年12

月31日公司拥有各类自营店面3,630家，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4,586家。 

公司持续强化互联网门店的建设和升级，加强全场景的融合运营。深化开展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个性化营销手段，通过对用户、商品、基础运营、广告资源开

展数字化管理，提高店面的经营效率；基于公司完善的线下渠道网络，赋能店员

苏宁推客、苏宁拓客、苏小团、门店小程序以及门店直播等互联网社交工具，提

升店员用户经营能力。2019年来门店的苏宁推客订单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实现超

3倍的增长。公司将持续推进门店数字化、场景化的建设，将向零售云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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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超市店进行赋能输出，进一步强化全场景的融合运营。 

线上紧抓用户社交化、社群化、内容化的消费特点，大力发展苏宁推客、苏

宁拼购、苏小团等社交矩阵，打造“门店直播+网红直播”组合模式；苏宁国际

海外购加强新品、潮品的引进，线上SKU及品牌丰富度持续提升；强化家乐福中

国的互联网化运营能力建设，加快发展到家业务；深度融合家乐福中国、产业生

态会员，加大场景会员、联合会员推广力度，带来公司会员数量的增长。 

截至12月31日公司注册会员数量为5.55亿，2019年12月苏宁易购移动端订单

数量占线上整体比例达到94.27%。公司年度活跃用户数规模同比增长20.52%，

整体用户复购频次也有所增加，全场景融合运营取得一定的成效。 

整体来看，2019 年公司实现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为 2,387.53 亿元（含税），

同比增长 14.59%，其中自营商品销售规模 1,584.39 亿元（含税），同比增长 5.77%，

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 803.14 亿元（含税），同比增长 37.14%。 

 商品经营 

公司进一步巩固家电3C供应链优势，基于全渠道布局优势，建立与上游品

牌商更加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 

发挥公司服务优势，通过开展以旧换新、送装一体等服务，依托零售云迅速

渗透低线市场，提升销量的同时下沉配套服务；加快搭建完善泛自主产品生态链

建设。 

大快消品类，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万达百货、家乐福中国，在快消、日用

百货类目的发展上实现了突破。万达百货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升级为苏宁易购

广场，打造城市生活服务中心。随着家乐福中国的逐步融合，公司已经形成了线

上苏宁超市、线下家乐福超市、苏鲜生超市、苏宁小店全覆盖的渠道网络，在发

挥规模采购优势的同时，构建苏宁小店及家乐福店仓一体化的快消品供应链履约

模式，全场景、高时效、低成本的推动快消品类到店、到家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开放平台商户的引进，持续赋能商户，向商户开放会员、

流量资源共享营销，提供直播、苏宁拼购、苏宁推客等工具，加快仓配服务能力

的开放，报告期内公司开放平台非电器品类商户占比提升至85.53%，商户数量及

活跃度也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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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业务 

苏宁物流是国内领先的物流基础设施提供商，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综合物

流解决方案。 

苏宁物流拥有零售行业领先的自建物流设施网络，截至2019年12月苏宁物流

拥有仓储及相关配套面积1,210万平方米，快递网点25,881个。报告期内苏宁物流

新增、扩建13个物流基地，完成13个物流基地的建设，加快物流仓储用地储备，

摘牌合肥、重庆、南宁、济南、贵阳、沈阳等20个城市物流仓储用地，截至12

月31日公司已在44个城市投入运营57个物流基地，在16个城市有18个物流基地在

建、扩建。借助家乐福中国在全国拥有8个中心仓，覆盖全国53个城市，完善了

大快消品类全国供应链仓储配送网络的建设。苏宁物流地产基金的投资运作，形

成了公司仓储物业“开发-运营-基金运作”这一良性资产运营模式。 

苏宁物流持续优化运营模式和提升资源效率，依托公司广泛布局的终端店面，

有效整合家乐福超市门店仓，进一步优化前置仓的部署，为用户提供“30分钟达”、

“1小时达”即时配服务和门店自提服务，同时“准时达”、“半日达”、“次日达”等物

流时效快递产品覆盖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报告期内苏宁物流加强售后服务能力建

设，“送装一体”覆盖城市数量增加至318个城市；以苏宁小店为载体，为社区居

民提供家电、家装、快递等售后服务；在县域市场完成1,500个苏宁帮客县级服

务中心建设，为县、镇、村的用户提供配送、安装、维修、清洗等一站无忧的商

品服务，满足低线市场“24小时送装”需求。 

基于具有成本优势的自建仓储网络，依托多样化、高效率的经济交付履约能

力，苏宁物流将持续加大仓配资源开放，进一步提供社会化、定制化供应链履约

方案。 

 

 公司店面网络的建设情况 

 苏宁易购广场 

公司通过“租、建、购、并、联”的开发策略，推进苏宁易购广场的建设，2019

年公司新增储备 6 个苏宁易购广场项目，新开 1 个苏宁易购广场；完成对 37 家

万达百货的收购，并更名升级改造为苏宁易购广场，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数字

化、场景化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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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易购零售云门店 

公司加强对于低线市场商户的赋能，持续推进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的开设，

并对加盟店强化考核管理，2019 年新开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 2,731 家，关闭

216 家。公司结合当地市场情况以及店面经营质量对直营店进行置换、关闭、升

级改造、直营转加盟等调整，审慎推进直营店开设，2019 年新开苏宁易购零售

云直营店 222 家，关闭 1,757 家。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苏宁易购零售云门店总数 5,419 家，其中直营

店 833 家、加盟店 4,586 家，2020 年公司将持续加快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的开

设，进一步抢占低线市场。 

 家电 3C 家居生活专业店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一二级市场的空白商圈以及优质购物中心进行布局，

探索店面形态的升级优化，融合苏宁极物，打造标杆店面，继续推进与商超的合

作。2019 年新开家电 3C 家居生活专业店合计 327 家，其中商超门店 218 家。有

效应对市场及商圈的变化，加快调整关闭，报告期内置换、关闭店面 125 家。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家电 3C 家居生活专业店 2,307 家。 

 家乐福超市门店 

9 月末公司完成对家乐福中国 80%股份收购，四季度公司新开家乐福便利店

1 家，关闭家乐福超市和便利店 3 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家乐福

超市店面 209 家，家乐福便利店 24 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全场景业态布局。 

 苏宁红孩子母婴店 

公司继续专注于购物中心开设红孩子母婴店，2019 年公司新开门店 44 家，

关闭店面 26 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苏宁红孩子母婴店 175 家。 

 苏鲜生超市 

公司围绕 O2O 精品超市定位，稳步推进店面开设，2019 年新开苏鲜生超市

9 家，关闭 2 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苏鲜生超市 15 家。 

 香港地区 

公司在香港地区保持稳健的店面经营策略，2019 年公司在香港地区新开门

店 3 家，关闭门店 1 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香港地区拥有 30 家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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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各类自营店面 3,630 家1，门店

物业面积 818.28 万平方米，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 4,586 家。 

 

 可比门店经营质量 

受外部市场环境较弱的影响，2019 年公司家电 3C 家居生活专业店可比门店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及之前开设的店面，不含香港店面，下同）线下零售销售

收入同比下降 9.25%。一方面，公司将加强互联网化营销工具的运用，通过社交、

社群等营销，提升门店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丰富店面经营业态，加快

苏宁极物等业态布局，提高到店客流及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红孩子母婴专业店经营稳定，可比门店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 7.75%。 

苏宁易购零售云直营店可比门店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下降7.02%，一方面，

公司将进一步挖掘当地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积极优化店面布局，加

快加盟店的开设。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0年1月23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

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4 日 

                                                             
1
苏宁易购广场除百货业态外，其他开设的业态店面已分别计入各业态店面中，故不包括苏宁易购广场数量

和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