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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4-019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股票简称 苏宁云商 股票代码 0020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  峻 韩  枫 

电话 025-84418888-888122/888480 

传真 025-84418888-2-888480 

电子信箱 stock@cnsun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千元) 

 2013年 201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年 

营业收入 105,292,229  98,357,161  7.05% 93,888,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770  2,676,119  -86.11% 4,820,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725  2,515,093  -87.80% 4,623,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8,484  5,299,441  -57.76% 6,588,5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7 -86.49%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7 -86.49%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10.61% -9.30% 23.68% 

 2013年末 201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1年末 

总资产 82,251,671  76,161,501  8.00% 59,786,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69,258  28,459,130  -0.32% 22,328,334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期末股东总

数 
395,5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427,63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近东 
境内自

然人 
26.44% 1,951,811,430 0 

1,951,811,430

（注 3） 
0 质押 

604,000,000

（注 6） 

苏宁电器集 境内非 14.73% 1,087,341,951 74,708,896 0 1,087,341,951 质押 6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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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注 2） （注 6） 

 

苏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注 1）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0% 309,730,551 
21,664,703

（注 2） 

288,065,848

（注 3） 
21,664,703 质押 

288,065,848

（注 6） 

陈金凤 
境内自

然人 
2.66% 196,132,370 0 0 196,132,370 质押 

196,000,000

（注 6） 

金明 
境内自

然人 
1.69% 125,001,165 1,893,758 

93,750,874 

（注 4） 
31,250,291 质押 

30,000,000

（注 6） 

北京弘毅贰

零壹零股权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4% 98,765,436 0 
98,765,436 

（注 5） 
0   

蒋勇 
境内自

然人 
0.79% 58,064,580 0 0 58,064,580 质押 

56,200,000

（注 6） 

 

中国民生银

行－银华深

证 100 指数

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6% 49,046,038 0 0 49,046,038   

南方东英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南方

富 时 中 国

A50ETF 

境外法

人 
0.50% 36,632,756 0 0 36,632,756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

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8% 35,595,021 0 0 35,595,021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

法人因配售新股成

为前 10名股东的情

况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张近东先生持有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张近东先生与苏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张近东先生持有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39.75%股权，为其第二大股东，张近东先生

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前十名主要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注 1：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南京润东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控制的全资

子公司； 

注 2：报告期内，基于对公司长远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之全资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21,664,703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9%；公司第二大股东苏

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数 74,708,896 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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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认购公司 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出

具了相关《承诺函》，承诺其拥有的全部苏宁云商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12 年 7 月 10 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注 4：报告期内，董事金明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1,893,758 股，作为公司董事，金明先生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锁定； 

注 5：北京弘毅贰零壹零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公司 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该部分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2012年 7月 10日）起限售三十六个月； 

注 6：公司股东股票质押主要原因为张近东先生为其全资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公司 2011年

非公开发行股份进行融资等相关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保；为协助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加快店面建设，以

配合我司推进自建店开发。2014年 1月，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陈金凤、金明及蒋勇所质押股份已

经全部解除质押。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国内外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零售行业继续承压，据中华全国商业信

息中心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速较上年放缓1.9个百分点，连续两年

增速下滑。零售行业面临消费复苏缓慢、渠道竞争激烈等难题，行业景气度仍在低位运行。为实现新发展，

零售行业加快转型探索，越来越多的实体零售商纷纷开始了线上线下全渠道打通的尝试。 

苏宁作为零售行业转型的先行者，过去五年一直在积极探索传统零售企业转型互联网零售企业的方法

和路径，2011年我们明确了面向未来十年的战略规划，以“科技转型、智慧升级”为核心，围绕连锁发展、

电子商务、营销创新、服务升级推进转型，经过两年的实践摸索，2013年苏宁进入了转型提速的深化阶段，

更名“苏宁云商”，全面转型“云商”发展模式，明确了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打造O2O的全渠道经营和

线上线下的开放平台的“一体两翼互联网零售路线图”。围绕互联网零售转型，2013年公司做了很多战略

布局，2月份再造组织架构，实现了双线渠道的全面融合、资源的全面共享；6月份推出线上线下同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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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全渠道经营打破价格壁垒；9月份启动开放平台，全面开放公司能力，实现全品类经营；同时还探

索互联网化门店模式，统一线上线下购物体验；年底还推进苏宁互联网文化的再造工作。随着各项工作的

持续推进，公司互联网转型路径越来越清晰，布局也日益完善。 

综上，2013年外部环境不甚乐观，公司积极应对加快转型进程，探索建立新型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加大在市场推广、人员储备、物流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进行超前储备，短期来看对公司运营效益带来

影响，但长期来看有助于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客户体验和降低企业成本，为公司实现互联网零售转型奠

定基础。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92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7.05%，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比下降95.55%、86.11%。 

（一）连锁发展基本情况 

（1）大陆市场 

2013年，公司在持续推进连锁纵深发展的同时，继续加大店面调整，优化店面布局。报告期内，公司

新进6个地级以上城市，19个县级城市，新开店面97家，其中二三级市场开发力度持续加大，新开店数量

占比达到72.16%；继续贯彻旗舰店策略，升级改造EXPO旗舰店、地区旗舰店，同时通过设立综合服务专

区、易购直销区、易购体验区等方式丰富门店功能，在北京、无锡尝试推进“红孩子”实体店面建设，积

极探索苏宁店面的品类升级、体验升级和服务升级；对于店面密度较大的一级市场的部分低效社区店以及

一些不符合公司连锁发展规划标准的门店加快主动调整，年内共计关闭各类店面176家。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在大陆地区已进入277个地级以上城市，拥有连锁店面1,585家，其中常规

店（旗舰店、中心店、社区店）1,495家，县镇店76家，乐购仕店12家，红孩子店面2家，连锁店面积合计

667.49万平方米，其中购置店面38家，自行开发店面4家，合作开发长期租赁店面8家，另公司位于北京、

上海、杭州、西安等地的自建店项目正在建设中，公司通过购置、自建，与大型地产商合作开发方式拥有

较多优质店面资源。 

（2）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在香港地区新开店面3家，关闭店面4家；在日本市场新开店面2家，关闭店面1家，海

外市场发展相对稳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香港地区拥有连锁店面29家，在日本市场拥有连锁店面12家。 

综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日本市场拥有连锁店面1,626家。 

（二）经营结果及原因概述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105,292,229  98,357,161  7.05% 

营业成本 89,279,061  80,884,646  10.38% 

销售费用 12,739,711  11,810,941  7.86% 

管理费用 2,805,667  2,350,107  19.38% 

财务收入—净额 149,087  186,083  -19.88% 

营业利润 183,903  3,013,603  -93.90% 

利润总额 144,386  3,241,598  -95.55% 

净利润 104,303 2,505,462 -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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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770  2,676,119  -86.11% 

少数股东权益 -267,467  -170,657 -5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8,484  5,299,441  -57.76% 

1、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在外部市场复苏缓慢，家电消费激励政策退出情况下，公司积极践行云商发展模式，推行

线上线下同价策略，持续优化店面网络结构，提升门店经营质量，通过一系列优化举措的实施，公司保持

了一定的可比门店增长速度，线上业务也稳步增长。201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7.0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7.13%。 

2、毛利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增减变化 

主营业务毛利率（%） 14.39% 16.93% -2.54% 

其他业务毛利率（%） 1.02% 1.08% -0.06% 

综合毛利率（%） 15.41% 18.01% -2.60%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2.60个百分点，变化原因主要为： 

(1)公司继续加大互联网业务拓展，在当前市场环境之下价格竞争较为激烈，引流促销活动比较频繁，

加之3C类毛利较低的产品占比较大，互联网业务毛利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互联网业务在公司销售占

比中处于增长的趋势； 

(2)公司为了打通O2O融合的价格壁垒，在6月份推出了线上线下同价策略，也带来线下毛利率水平一

定程度的下降，公司认为虽然采取这样的策略，短期内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但与其维持在旧的商业模式下

的不可持续的盈利，不如尽快打破价格壁垒，积极推进O2O融合，建立新的盈利模式； 

(3)公司基于互联网的竞争环境，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里都将采取比较积极的价格策略，给消费者提供

更具性价比的、普惠的产品与服务。一方面，公司认为新的盈利模式不会再来自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

而应该建立在公司真正对于产品、价格、服务的管理能力，公司会花更大力气加快商品研究能力的提升、

供应链管理能力的提升来带动采购能力、差异化产品、自主产品经营能力的提升，通过供应链效率提升来

增加盈利；另一方面，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数据营销、智能导购加大消费者对于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和服务的

购买，如关联商品、周边产品、延保、内容等方面的销售占比提升；同时，积极建设开放平台，以此输出

公司的资源与能力，协助供应商提高用户引流、精准营销、物流服务水平，降低其运营成本，带来盈利模

式的拓展。 

3、三项费用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增减变化 

销售费用率 12.26% 12.18% 0.08% 

管理费用率 2.70% 2.42% 0.28% 

财务费用率 -0.14% -0.19% 0.05% 

三项费用率 14.82% 14.41% 0.41% 

报告期内，公司可比门店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互联网业务也处于较快的增长阶段，带来公司租赁

费用、广告费用率略有下降，但随着小件商品销售数量的增加，加之公司对于新拓展品类商品的供应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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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还在完善过程中，公司物流费用增长较快，由此带来销售费用率基本持平，略有增长。 

为有效推进互联网战略转型，加大苏宁易购专业人才、日常运营人员的引进以及IT研发投入，带来公

司管理费用上升；公司收购红孩子、加大物流土地储备相关的摊销增加，也带来了管理费用率水平的提升。

但公司认为，这些方面的费用是公司基于长期战略发展所进行的必要的前期投入，后期在经营规模扩大、

成本下降或能力提升的作用等逐步体现。 

另报告期内公司完成35亿元公司债券的发行，累计公开发行债券80亿元，相应计提利息使得财务费用

有所增加。但公司也在提升资金的利用水平，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开展资金管理工作，财务

收益也较去年增加。整体来看，公司财务费用率基本持平，但募集资金对于公司的物流建设、差异化采购、

研发水平提升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综述，公司三项费用率同比增加0.41个百分点。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情况 

鉴于上述1-3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较同期下降95.84%，但由于处于培育期的苏宁易购、日

本LAOX公司短期出现一定的亏损，其少数股东权益占比较大，分别承担了相应比例的亏损额，由此带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6.11%。 

四、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家用电器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情况                    （单位：千元） 

A、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分行业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毛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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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毛

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零售业（注） 103,920,639 88,971,651 14.39% 7.13% 10.41% -2.54% 

注：报告期内，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南京钟

山国际高尔夫置业有限公司因其业务发展需要，向公司采购相关工程使用的空调、彩电等家电产品，同时

接受公司向其提供的相关安维服务，由此带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其主营收入 4,515.63万元。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

本 

主营业务毛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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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彩电、音像、碟机 22,012,974 18,290,062 16.91% 2.82% 6.91% -3.18% 

数码及 IT产品 18,046,729 16,750,674 7.18% -2.18% -0.38% -1.68% 

冰箱、洗衣机 17,810,470 14,655,100 17.72% 14.85% 19.94% -3.49% 

通讯产品 17,422,836 15,695,883 9.91% 5.14% 7.00% -1.57% 

小家电产品（注） 14,710,944 12,085,367 17.85% 11.82% 17.12% -3.71% 

空调器产品 12,706,186 10,538,262 17.06% 16.58% 21.04% -3.06% 

安装维修业务 1,033,242 800,249 22.55% 19.02% 27.87% -5.36% 

其他产品 177,258 156,054 11.96% 20.56% 30.86% -6.93% 

合计 103,920,639 88,971,651 14.39% 7.13% 10.41% -2.54% 

注：小家电产品包括厨卫、生活电器以及百货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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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品类产品销售及毛利率变动情况 

 传统家电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传统优势品类如冰洗、空调器产品的推广力度，充分发挥公司规模采购的优势，

加大让价幅度，让利消费者，毛利率一定程度下降的同时，销售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公司将继续加强

传统家电的经营优势，有效利用全渠道优势，继续保持较强的价格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同时还将强化

差异化采购能力以提高经营效益。 

 通讯、数码及 IT产品 

由于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对数码产品市场带来影响，数码产品市场销售有所下滑；公司推动通讯产品

在市场、品牌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增速有所放缓。公司将在 3C 产品线上持续加强单品运作，充分运用首

销、独销方式拉动销售。公司进一步在加强与运营商合作，佣金收入有所提高。 

 生活、百货类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明确了百货、图书、家居等品类的经营策略，以开放平台经营的方式，快速丰

富 SKU数量，提升客户体验。整合红孩子、缤购品牌，加强母婴、化妆品产品供应链建设，销售提升较快。

短期内公司以低价策略建立在此类商品上的竞争优势，毛利率暂时处于较低的水平。 

 

B、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情况表： 

地  区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华东一区 22,089,947 21,219,408 4.10% 

华北地区 16,261,546 14,818,581 9.74% 

华东二区 15,564,312 15,456,118 0.70% 

华南地区 13,460,659 13,409,653 0.38% 

西南地区 11,721,434 10,126,475 15.75% 

东北地区 5,621,238 5,239,720 7.28% 

华中地区 6,360,934 5,421,331 17.33% 

西北地区 5,129,609 4,488,652 14.28% 

香港地区（注） 6,511,864 5,773,344 12.79% 

日本地区（注） 1,199,096 1,053,509 13.82% 

合计 103,920,639 97,006,791 7.13% 

注：（1）报告期内，香港地区实现销售按照 2013 年 1-12 月平均汇率港元兑人民币 1：0.7985 进行计算； 

（2）日本LAOX株式会社销售收入按照2013年1-12月平均汇率日元兑人民币1：0.06541进行计算。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宏观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形势，在“稳中求进”基调上，改革创新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

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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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仍处在可以大有所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4

年，中国经济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切实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在 7.5%左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随

着改革的深化，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将激发新一轮的创新活力，为民营企业分享

改革红利提供了机遇；而“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等的推出，将为传统产业互联网化，虚实融合带来快

速发展的契机，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大量勇于转型的传统企业带来了再次发展的机遇。 

2、零售行业景气度低位徘徊，竞争回归零售本质。 

宏观经济前景不甚明朗，终端消费需求疲软、费用刚性上涨，零售行业景气度仍在低位，预计 2014

年行业仍以低增速为主。行业竞争力将回归零售本质，即商品和服务本质，商品的高性价比以及以需求而

变的购物体验性，成为行业苦练内功的转型核心。 

3、全渠道经营成为零售行业发展新方向 

网络零售无法提供实体店带给顾客的直接的、便捷的购物体验，实体店也无法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购

物以及畅通交流商品信息及体验的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消费行为逐渐呈现购物地点碎片化、

购物时间碎片化、购物需求碎片化的特点。为有效抓住消费者，零售行业必须转向全渠道的布局，通过各

种渠道随时与消费者互动，包括实体店、PC端、移动端、家庭端等，将消费者在各种不同渠道的购物体验

无缝链接，使消费者在任意时间、以任意方式获取任意想要的商品，同时使消费过程愉悦性最大。在全渠

道战略中，线下实体网络资源的价值被挖掘，因此，具备网络布局密度和仓储配送环节优势的线下传统企

业纷纷探索线上线下供应链与运营体系融合，推进全渠道经营模式。 

（二）公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1、转型布局基本完成，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经过五年的探索实践后，2013年公司明确了“一体两翼”的互联网零售发展路径，并完成了“云商”

模式下的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基本完成。公司将持续推进门店、PC、移动、电视等全渠道融合

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突破时空、不同情境、随时随地购物的全局体验需求；公司将通过贯穿自身前后台

的服务能力的建设，同时加以开放以集聚品牌商、零售商和第三方服务商的资源与智慧，建立全资源的核

心能力体系，满足消费者在售前、售中和售后自由顺畅的全域体验需求。随着各项战略在 2014 年的进一

步落地实施，苏宁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2、客户体验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 

近年以来公司积极进行创新转型，但由于经验、专业以及部分配套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客观上并

没有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而互联网零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注重客户体验，为此，公司必须要围绕

提升客户体验进行聚焦投入，短时间内形成较大改善。商品经营体系要进一步丰富 SKU的种类、完善品类

结构、出样展示和库存管理；线下平台要研究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动线布局、购物流程、服务标准，尤其

是体验设计；线上平台的页面设计、搜索推荐、商品信息、支付结算、在线服务要进一步优化简化，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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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客服必须在服务规范、服务标准上进一步健全，更重要的是形成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产品体系。

行业发展瞬息万变，但零售本质就是商品和服务，公司必须坚持体验为王的服务理念，长期持续投入，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用户。 

3、物流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网络购物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着公司线上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 O2O模式下客户体验需求的

提升，对公司物流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物流平台建设步伐有一定的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公司二三级市场的区域资源整合以及对采购的配套服务能力提升；另一方面，针对小件商品的存储、调

拨、配送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电商业务发展有一定制约。目前公司物流基地已经进入批量化的筹建阶

段，此外物流体系也已加快向第三方物流转型，实现社会化经营模式，随着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效应逐步

体现，能够为公司互联网零售转型战略发展提供支撑。物流一端联系着消费者，影响着用户体验与品牌形

象，一端联系着供应链，影响着经营成本与供应关系，物流虽然是公司一贯以来打造的核心竞争力，并形

成了全网布局优势，但也永远都是公司需要提升的领域。 

4、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前台带动后台、后台推动前台”的经营策略，不断完善物流平台、店面平台的

建设，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经营稳定性和降低经营成本，但是随着购置店、自建店、物流体系相关资产的

投入加大，总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总资产周转率随之下降，由于属超前投入，也对短期内的运营成本带来

影响。公司将在进一步掌控物流、店面运营资源、运营能力的基础上加强资产的有效管理，吸取先进的资

产管理经验，探讨各种合理有效方式快速盘活资产，在保障物业使用的长期性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加速

周转，改善短期效益。 

（三）公司发展战略以及 2014年经营规划 

2014 年公司定位为“战略执行年、凸显年”，就是要将战略布局全面突显，要全面再造新十年、新苏

宁、新的执行力。在连锁时代，公司的快速扩张得益于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在互联网时代，原有的传统经

验、知识和经营管理原则难以满足新业务以及传统业务创新的要求，如何让企业内部有章可循，就必须形

成苏宁自身的互联网思维以及执行方法论。 

2014年初，结合互联网行业精髓以及零售实践特点，苏宁明确以“用户体验讲效果、经营创新讲效益、

制度优化讲效率”的“三效法则”作为苏宁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以“产品决定目标、项目决定组织”的理

念作为苏宁互联网执行的方法论。2014年苏宁的各项工作的落地执行，都应围绕“三效法则”来创新执行。 

用户体验讲效果—所有的工作都应以提升用户体验为前提，一切工作成果必须以提升用户体验为目标，

任何损害体验的行为都必须一票否决，失去用户就将失去一切。 

经营创新讲效益—转型的目的是发展、是增效，效益既包括利润，也包括用户规模、销售规模等，根

据发展阶段与业务特点来确定效益的具体指标，遵循零售服务的本质，打造坚实的发展基础，从而实现稳

定持续增长。 

制度优化讲效率—互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注重效率与速度，公司必须基于新的零售模式，以提升运转

效率为目标，探索并固化新的制度流程，建立开放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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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互联网思维的同时，还必须具备互联网创新的执行方法。2014年，公司在工作执行中将始终加强

贯彻产品意识，以用户体验作为执行的导向，把工作目标聚焦化、具象化，具体到核心产品上，坚持“产

品决定目标、项目决定组织”的理念，以产品带动目标的实现，用项目管理的方式打破组织壁垒，打破流

程障碍，提升效率，注重效果，创造效益。 

在“三效法则”的指导之下，2014年苏宁工作的中心是回归零售本质，聚焦用户体验，深化服务内涵，

从战略布局走向战略落地。苏宁通过 5年的探索，形成了对行业发展的深刻理解，积累了对行业竞争、企

业经营的实战经验，锻炼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坚实团队，构筑了相互依托的业务结构，这是苏宁推进执行的

基础。三效法则解决了组织、流程、计划、考核、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认识问题，统一了公司内部的思想。 

为切实贯彻“三效法则”，公司在与之配套的组织融合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深化。 

首先，成立了线上线下融合的运营总部，将原先负责线下实体门店经营的连锁平台经营总部和负责线

上苏宁易购经营的电子商务经营总部进行了整合，将门店端、PC 端、手机端和 TV 端的多入口布局统一融

合落地。苏宁在电商平台多年来积累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经验和互联网执行力将全面运用在整个公司各

个体系、各个业务板块，有效推动门店互联网化和线下团队的互联网转型，有助于真正打造面向用户的一

致的融合互联体验。 

其次，公司将转型升级中与零售主体息息相关但还需要积极培育、专业打造的体系，诸如物流、金融、

红孩子母婴、超市、自主产品等领域以独立公司形式进行运营，创造更加开放、宽松、高效的环境推动发

展。 

第三，公司总裁办体系成立战略管理部，统一管理战略落地、强化执行工作，从战略执行的组织、计

划、绩效等方面全面管理，从思想到行动上形成公司上下高度的统一。 

2014年，公司将贯彻执行“三效”法则，遵循产品突破、项目突破的科学执行方法，推进公司全渠道、

全品类、前后台能力建设。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与上年度财务报告政策一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3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比2012年度新增23家子公司，另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子公司3家。本年度合

并报表范围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四、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年度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1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 2014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2014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5,000 至 -35,000 

2013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9,277.7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季度家电零售市场增长放缓，景气度较弱。整体来看一季度受

市场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出现下滑，双线同价、市场竞争使得

毛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人才引进、物流、研发等长期投入仍

在持续开展，由此带来公司一季度经营出现亏损，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5,000万元至 45,000 万元。 

公司在 2014 年推进的战略执行、战略落地的工作就是要推进公

司进入一个新的增长轨道，构建新的盈利能力。 

2月份公司全面进行了布署，优化了组织、统一了思想。但新的

运营体系的成熟，用户体验改善，供应链效率提升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开始显现效果，公司的要求是 6-9个月的时间，一切工作

重心向此聚焦。 

公司认为苏宁的战略已经清晰、路径已经明确，只要按照年初制

定的执行，聚焦方向踏实地开展工作，在本年度后期公司的经营

指标将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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