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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董事未出席名单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赵曙明 出国 黄丽洁 

1.4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世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肖忠祥

声明：保证中期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2  2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苏宁电器 

股票代码 002024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 

姓名 任峻 韩枫 任峻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68号 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68号 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68号 

电话 025-84418888-888155 025-84418888-888122 025-84418888-888155 

传真 025-84467008 025-84467008 025-84467008 

电子信箱 stock@chinadq.com stock@chinadq.com stock@chinad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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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 6,721,737,957.28 3,859,048,189.91 74.18%

流动负债 4,514,370,184.75 3,086,529,006.32 46.26%

总资产 7,223,896,599.69 4,327,207,780.88 66.9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2,621,076,472.82 1,169,047,137.93 124.21%

每股净资产 7.27 3.49 108.31%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6.51 2.69 142.01%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257,009,334.89 122,958,493.51 109.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56,763,891.73 125,997,185.17 103.79%

每股收益 0.71 0.66 7.58%

每股收益（注） 0.71 - - 

净资产收益率 9.81% 13.02% -3.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543,379.34 135,002,844.44 84.84%

 

注: 上年度期末（2005年12月31日）相关指标以股本33,537.6万股计算；上年同期（2005年1-6月）相关指标以股本

18,632万股计算；本报告期末（2006年6月30日）及本报告期（2006年1-6月）相关指标以公司200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股本36,037.6万股计算。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2,113,771.47 

补贴收入 2,630,798.46 

企业所得税及少数股东

权益影响额 
271,583.83 

合计 245,4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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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222,876,000 66.46% 25,000,000 0 0 025,000,000247,876,000 68.78%

1、国家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2、国有法人持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其他内资持

股 
222,876,000 66.46% 25,000,000 0 0 025,000,000247,876,000 68.78%

  其中：          

  境内法人持

股 
55,719,000 16.61% 25,000,000 0 0 025,000,000 80,719,000 22.40%

  境内自然人

持股 
167,157,000 49.84% 0 0 0 0 0167,157,000 46.38%

4、外资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其中：          

  境外法人持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境外自然人

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2,500,000 33.54% 0 0 0 0 0112,500,000 31.22%

1、人民币普通

股 
112,500,000 33.54% 0 0 0 0 0112,500,000 31.22%

2、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 0 0 0 0 0.00%

三、股份总数 335,376,000 100.00% 25,000,000 0 0 025,000,000360,376,000 100.00%

注：境内法人持股含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3.2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81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近东 其他 29.69% 106,980,480 106,980,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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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其他 15.46% 55,719,000 55,719,000 0

陈金凤 其他 7.42% 26,745,120 26,745,120 0

赵蓓 其他 4.33% 15,601,320 15,601,32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策略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 7,703,809 1,000,000 0

蒋勇 其他 1.86% 6,686,280 6,686,280 0

金明 其他 1.86% 6,686,280 6,686,28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中

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 

其他 1.63% 5,883,711 2,250,000 0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9% 5,000,000 5,000,00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平稳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4,929,600 1,1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银行－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6,703,809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3,829,600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中小企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3,633,711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3,500,000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3,489,108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3,273,965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57,035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151,828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巴黎盛利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3,000,000人民币普通股 

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张近东同时还持有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28%的股权，陈金凤

持有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12%的股权。张近东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构成关联股东关系，陈金凤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构成关联股东关

系，除此之外，未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

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投资者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6月21日-－200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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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4  4  4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5  5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简要分析 

（一）重大事件回顾 

1、年初公司召开 2006年度春季工作规划与部署会议，全面规划并部署公司 2006年具

体工作；公司将以连锁、营销为工作中心，以信息平台的全面升级应用为管理基础，以成

本费用控制为重要手段，快速、稳健的推进发展目标； 

2、组织架构调整 

� 整合总部管理中心，成立营销、连锁发展、服务和财务管理总部； 

� 增设地区管理总部，试点成立华北、华东二区地区管理总部； 

� 整合区域资源，经营重心贴近市场；细分大区、整合子公司，大区职能定位升级为

“区域范围内全面经营管理的利润中心”； 

3、按照公司物流布局规划，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公司全面完成三级市场物流平台整合，

并开始着手对部分二级城市试点进行物流平台整合； 

4、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升级 

� 4月 1日，公司成功进行 SAP/ERP系统切换，创下零售业 SAP实施规模最大、实

施周期最短两项记录；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SAP/ERP系统未来将对公司

管理控制能力的加强、管理效率的提升将起到深远的影响； 

� 随着信息系统的全面升级，4 月 11 日起，公司会员制度全面改版，苏宁电器实现

全会员销售； 

5、非公开发行股票 

� 2006年 5 月 24日，公司召开 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0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2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以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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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证券投资基金等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36,037.6 万股。 

（二）连锁发展情况 

2006 年 1-6 月，公司新进 17 个地级以上城市，新开连锁店 65 家，置换连锁店 3 家，

连锁网络稳步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全国 78 个地级以上城市拥有连锁店 286 家，

连锁店经营面积达到 108.41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61.93%。 

（三）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经营质量为原则，稳步推进连锁网络发展，实施 SAP/ERP 系统

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组织管理体系整合，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优

化和规范，终端销售与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本报告期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177,678,627.09 元、主营业务利润 1,038,070,447.45 元、净利润

257,009,334.89 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57.51%、67.32%、109.02%。 

（四）经营成果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报告期（2006 年 1-6 月） 去年同期（2005 年 1-6 月） 增减率（％） 

主营业务收入 11,177,678,627.09 7,096,516,052.93 57.51% 

主营业务利润 1,038,070,447.45 620,408,750.30 67.32% 

其他业务利润 607,525,097.60 365,414,929.40 66.26% 

营业费用 1,021,905,618.50 626,620,658.13 63.08% 

管理费用 194,793,992.02 131,509,313.76 48.12% 

财务费用 25,194,475.02 10,583,851.31 138.05% 

营业利润 403,701,459.51 217,109,856.50 85.94% 

利润总额 403,762,423.48 212,068,376.75 90.39% 

净利润 257,009,334.89 122,958,493.51 109.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543,379.34 135,002,844.44 84.84% 

1、2006 年 1-6 月份，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继续稳步推进各

项经营管理工作；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连锁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7.51%； 

2、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工商关系进一步融洽，供应链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 0.57 个百分点； 

3、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三项费用和主营业务收入基本保持同比增长，因此，公司主营

业务毛利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带来公司净利润相比主营业务收入更快的增长，实现公司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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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状况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增减情况 
项目 

2006 年 6 月 3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 6,721,737,957.28 3,859,048,189.91 2,862,689,767.37 74.18% 

流动负债 4,514,370,184.75 3,086,529,006.32 1,427,841,178.43 46.26% 

总资产 7,223,896,599.69 4,327,207,780.88 2,896,688,818.81 66.9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2,621,076,472.82 1,169,047,137.93 1,452,029,334.89 124.21%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都比上年度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连锁店数量的增加、连锁网络规模的扩大、以及应对空调涨价

及空调销售旺季的备货，相应的预付账款、库存商品余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报告期公司适当增加了以银行承兑汇票与供应商结算货款的比重，因此应付票据余

额和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也有所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向证券投资基金等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2500 万股募集资金

到位。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

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零售业 1,117,767.86 1,012,089.91 9.45% 57.51% 56.51% 0.5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空调器 221,920.07 201,495.92 9.20% 27.49% 24.40% 2.25% 

黑色电器 287,349.63 267,027.23 7.07% 73.91% 73.36% 0.29% 

通讯 198,188.19 181,831.38 8.25% 63.61% 58.70% 2.84% 

白色电器 167,235.86 150,451.21 10.04% 66.46% 67.18% -0.38% 

小家电及其他 124,028.53 106,354.24 14.25% 52.99% 53.56% -0.32% 

数码、IT 108,359.19 101,307.42 6.51% 88.62% 85.58% 1.54% 

安装维修业务 10,686.39 3,622.50 66.10% 4.51% 63.10% -12.18%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5.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东一区 338,011.85 25.49% 

华东二区 212,359.14 44.84% 

华北地区 170,294.96 54.84% 

华南地区 185,492.90 75.13% 

西部地区 83,995.03 134.72% 

东北地区 73,998.80 274.93% 

华中地区 53,615.19 140.87% 

合计 1,117,767.87 57.51% 

5.4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5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8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5.9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9.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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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609.50 
募集资金总额 39,460.2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5,571.50 

承诺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原计划投入

总额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累计已投入

金额 

实际投资进

度（%） 

报告期内实

现的收益

（以利润总

额计算） 

项目建成时

间或预计建

成时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南京新街口店扩

建 
是 9,963.20 0.00 0.00 0.00% 0.00 0 否 否 是 

增资北京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 
否 3,750.00 0.00 3,750.00 100.00% 168.03 已完成 是 是 否 

增资浙江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 
否 4,000.00 0.00 3,507.01 87.68% 1,019.68 2006年 是 是 否 

增资上海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原

名上海虹口苏宁

电器有限公司） 

否 3,750.00 0.00 3,573.31 95.29% 283.21 2006年 是 是 否 

物流配送系统一

期扩建项目 
否 8,000.00 660.17 6,644.33 83.05% 0.00 2006年 是 是 否 

商业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否 9,989.44 2,245.60 9,989.44 100.00% 0.00 2006年 是 是 否 

六地区连锁店建

设项目 
否 0.00 2,703.73 8,107.41 81.37% 210.32 2006年 是 是 否 

合计 - 39,452.64 5,609.50 35,571.50 90.16% 1,681.24 - - - - 

分项目说明未达

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因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挂牌出让时其实际的出让面积、出让政策、规划用地性质等与原募集资金项目

规划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公司原计划拟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的建

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联合实施项目建设会对公司运作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公司而

言，项目建成周期长且项目管理、控制难度较大。鉴于上述情况，本着为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同上 

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项目先

期投入及弥补情

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

用情况 
无 

5.9.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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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投资项目的资金总额 9,963.20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金额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累计已投入

金额 

实际投资进

度（%） 

报告期内实

现的收益

（以利润总

额计算） 

项目建成时

间或预计建

成时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六地区连锁店

建设项目 

南京新街口

店扩建项目 
9,963.20 2,703.73 8,107.41 81.37% 210.32 2006年是 是 否 

合计 - 9,963.20 2,703.73 8,107.41 81.37% 210.32 - - - - 

分项目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程序 

因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挂牌出让时其实际的出让面积、出让政策、规划用地性质

等与原募集资金项目规划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公司原计划拟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联合进行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的建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联合实施项目

建设会对公司运作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公司而言，项目建成周期长且项目

管理、控制难度较大。鉴于上述情况，本着为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5.9.3  200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06 年 6 月 20 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证券投资基金等特定投资者

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119,502 万元已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到

位，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该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未发生实际投入。 

（2）由于本次募集承诺项目之一――100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采用公司联合其他股东向

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由控股子公司开设连锁店的方式具体实施，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以

募集资金向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增资 1350 万元，该笔资金存放于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验资账户，当地工商变更手续尚在办理当中，募集资金未发生实际投入。 

5.10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1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 扭亏                □ 亏损 业绩预告情况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积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0%以上。 

业绩预告的说明 

由于公司连锁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预计2006年1-9月累计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50%-100%。上年同期净利润213,747,285.85元，每股收益1.15元（按总股本

186,320,0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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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3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6  6  6  重要事项重要事项重要事项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

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署日）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0.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53,760.0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50,76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50,76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9.3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

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 0.0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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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要求，认真作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1、指定董事会秘书作为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安排专人作好投资者来访接待工作，并作好各次接待的

资料存档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待投资者来访32次，接待人数达70人次； 

2、通过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电话、电子信箱、传真、巨潮资讯网站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加强沟通，

能够做到有信必复，并尽可能解答投资者的疑问； 

3、2006年3月2日，公司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展示平台举行了公司2005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

长张近东先生、总裁孙为民先生、董事会秘书任峻先生、财务负责人陈世清先生以及保荐机构代表人参

加了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并在线回答了投资者的咨询，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交流，使广大

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公司的各项情况。 

  二、2006年度中期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06年度中期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2006年度中

期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360,37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360,376,000 股增加至 720,752,000 股，公司资本公积金由

1,296,767,423.76 元减少为 936,391,423.76 元。 

 

6.6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江苏苏宁银河国际

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法人 其他 93.00 100.00% 

6.7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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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履约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 

张近东 

1、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若其他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发生被质押、冻

结等情形而无法向流通股支付对价股份的情况，张近东将代其支付因质押、冻结

而无法支付给流通股的对价股份； 

2、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挂牌向社会公众出售所持公司股份；二十四个月至三十六个月之间，若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出售苏宁电器的股份，则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27.78元（如果自非流通股获得流

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

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3、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4、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若苏宁电器股票

二级市场价格低于每股人民币25.80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则张近东和江苏苏宁将在二级市

场上增持苏宁电器社会公众股股份，增持数量合计不超过500万股； 

5、鉴于公司股东钟金顺已亡故，本公司控股股东张近东承诺，若钟金顺的

合法继承人不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代钟金顺支付其应支付给流通股股

东的对价股份并承担相应义务。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江苏苏宁电器有

限公司 

1、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挂牌向社会公众出售所持公司股份；二十四个月至三十六个月之间，若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出售苏宁电器的股份，则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27.78元（如果自非流通股获得流

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

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2、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3、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若苏宁电器股票

二级市场价格低于每股人民币25.80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则张近东和江苏苏宁将在二级市

场上增持苏宁电器社会公众股股份，增持数量合计不超过500万股。 

履约中 履行承诺 

金明 
1、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履约中 履行承诺 

蒋勇 
1、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履约中 履行承诺 

丁遥 
1、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履约中 履行承诺 

陈世清 
1、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苏宁电器的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履约中 履行承诺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8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 5 

董事姓名 职务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张近东 董事长 5 0 0 否 

孙为民 董事、总裁 5 0 0 否 

金明 董事、副总裁 4 1 0 否 

孟祥胜 董事、副总裁 5 0 0 否 

任峻 董事、董秘 5 0 0 否 

谢俊元 董事 5 0 0 否 

赵曙明 独立董事 4 1 0 否 

吴远 独立董事 5 0 0 否 

黄丽洁 独立董事 5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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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标意见 

审计意见全文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合并资产负债表及2006年1-6月的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2006年1-6月的现金流量表、合并现金流量表。这些会计报表

的编制是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报表

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据，评价管理当局在编制会计报表时采用

的会计政策和作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体反映。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及2006年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余瑞玉 

                                 

            中国·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澳 

 

2006年8月27日 

 

7.2  财务报表 

7.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6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177,678,627.09 6,335,695,911.72 7,096,516,052.93 2,785,121,708.69 

  减：主营业务成本 10,120,899,138.14 6,060,418,079.11 6,466,450,520.66 2,601,462,815.54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8,709,041.50 3,401,357.03 9,656,781.97 3,936,450.5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038,070,447.45 271,876,475.58 620,408,750.30 179,722,442.65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607,525,097.60 123,706,062.81 365,414,929.40 105,870,479.54 

  减：营业费用 1,021,905,618.50 114,541,561.53 626,620,658.13 102,760,990.28 

      管理费用 194,793,992.02 56,915,628.67 131,509,313.76 60,737,5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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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25,194,475.02 3,499,467.65 10,583,851.31 1,178,153.62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403,701,459.51 220,625,880.54 217,109,856.50 120,916,181.02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550,483.45 116,041,582.67 -557,281.21 30,537,526.54 

      补贴收入 2,630,798.46  885,787.53 163,338.00 

      营业外收入 3,355,467.37 340,205.43 2,984,606.10 526,117.72 

  减：营业外支出 5,374,818.41 33,439.19 8,354,592.17 3,677,202.94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403,762,423.48 336,974,229.45 212,068,376.75 148,465,960.34 

  减：所得税 134,529,783.03 70,809,944.85 83,064,717.53 45,961,326.00 

      少数股东损益 12,223,305.56  6,045,165.71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57,009,334.89 266,164,284.60 122,958,493.51 102,504,634.34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523,364,645.70 537,319,580.86 280,932,387.27 282,881,078.10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780,373,980.59 803,483,865.46 403,890,880.78 385,385,712.44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780,373,980.59 803,483,865.46 403,890,880.78 385,385,712.44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9,316,000.00 9,316,000.00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780,373,980.59 803,483,865.46 394,574,880.78 376,069,712.44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50,000.00 -50,000.00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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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张近东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陈世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忠祥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

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投资设立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1）2006年1月16日，本公司子公司—泉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泉州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泉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为90%；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2006年1月27日，本公司子公司—镇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镇江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镇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

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3）2006年2月7日，本公司子公司—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厦门福厦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厦门福厦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

权比例为10%；厦门福厦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 

（4）2006年2月16日，本公司子公司—扬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扬州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扬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

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5）2006年2月24日，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包头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内蒙古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

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6）2006年2月27日，本公司子公司—哈尔滨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齐齐哈尔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哈尔滨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

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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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6年2月28日，本公司与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新

疆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所占股权比例为10%。 

（8）2006年2月28日，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呼和浩特市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内蒙古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9）2006年3月3日，本公司子公司—岳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岳阳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岳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90%；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0）2006年3月7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大连沈大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鞍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沈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80%；

大连沈大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20%。 

（11）2006年3月8日，本公司子公司—肇庆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肇庆市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肇庆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

权比例为90%；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2）2006年3月8日，本公司子公司—东莞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东莞市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东莞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

权比例为90%；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3）2006年3月20日，本公司子公司—甘肃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兰州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甘肃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

比例为90%；陕西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4）2006年3月21日，本公司子公司—湘潭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湘潭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湘潭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为90%；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5）2006年3月22日，本公司子公司—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中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80%；

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20%。 

（16）2006年3月30日，本公司子公司—河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漯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河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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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6年3月31日，本公司子公司—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岳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衡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岳

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8）2006年4月5日，本公司子公司—浙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金华市江浙苏宁家用电器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舟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浙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

例为90%；金华市江浙苏宁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19）2006年4月6日，本公司与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贵

阳东方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商业地铁管理有限

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0）2006年4月6日，本公司子公司—安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马鞍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黄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安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

马鞍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1）2006年4月11日，本公司子公司—长春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吉林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通辽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长春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

吉林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2）2006年4月17日，本公司与宝应县首信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宝应苏宁电器有限

公司，其中：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60%；宝应县首信商贸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40%。 

（23）2006年4月21日，本公司与子公司—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西

宁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商业地铁管理有限公司

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4）2006年5月9日，本公司子公司—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汕头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

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5）2006年5月12日，本公司子公司—新疆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乌鲁木齐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新疆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所占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6）2006年5月12日，本公司子公司—哈尔滨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齐齐哈尔苏宁电器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牡丹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中：哈尔滨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

例为90%；齐齐哈尔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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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06年5月18日，本公司子公司—贵阳东方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和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贵阳东方苏宁电器售后服务有限公司，其中：贵阳东方苏宁电器

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90%；江苏苏宁地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 

（28）2006年6月5日，本公司子公司—中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出资组建中山苏宁电器售后

服务有限公司，中山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00%。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