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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4-042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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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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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152,074 55,532,583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283 733,765 -20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1,096 714,498 -21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647 2,724,253 -6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2.55% -5.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81,193,683 82,251,671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612,139 28,369,258  -2.67% 

注：上述基本每股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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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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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0,5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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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811,430 

（注 1） 
 质押 

604,000,000 

（注 4） 

苏宁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3% 1,087,341,951   1,087,341,951   

苏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0% 309,730,551  

288,065,848 

（注 1） 
21,664,703 质押 

288,065,848 

（注 4） 

陈金凤 境内自然人 2.66% 196,132,370   196,132,370   

金明 境内自然人 1.69% 125,001,165  
93,750,874 

（注 2） 
31,25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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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65,436 

（注 3） 
   

蒋勇 境内自然人 0.79% 58,064,580   58,064,58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银 华 深 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46,116,879   46,11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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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31,854,621   31,854,621   

中国银行－易

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29,181,870   29,18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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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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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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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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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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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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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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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上半年国内经济以促改革、调结构为核心，零售行业景气度仍低位徘徊，企业增长外部动力不足。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0.2%，

增速较上年同期低 10.9 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本质上是因为零售企业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与差异化竞争优

势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面对行业增速放缓、消费者购物需求升级以及行业竞争复杂的情况下，企业发展

面临挑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在品类延伸、供应链

优化、区域扩大、用户发展、增值服务拓展等方面又拥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和更丰富的方式方法，这肯

定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此，转型升级是所有零售企业突破发展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作为零售行业转型升级的先行者，六年来，苏宁一直通过坚决的转型实践来把握市场与消费的变化、

供应链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手段方法的变化。总结来看，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坚决转型升级；其次转型

的过程中面对大量新的信息、新的机会时必须坚持企业的定位与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回归零售本质，不能

盲从、不能浮躁；第三，转型要彻底，必须根本上从组织、文化、机制层面系统性的进行优化配套，充分

解放员工生产力、提高效率与细节管理，才能通过变革创新与精细化运营，提供最优的用户体验。 

经过这样的历程，2014年苏宁进入到了转型的实质阶段、战略的执行阶段。无论是全渠道运营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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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商品供应链体系的变革、物流与 IT 平台的切换升级，还是企业创新机制建设与管理体系简化，苏

宁在上半年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变革。另一方面，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公司在新一代物流建设、员工薪酬激

励提升、专业技术和专业经营人才的引进上则更加坚定明确、持续投入。 

从经营上来看，深刻的变革会带来一个阶段的速度放缓，但获得的是可持续增长能力，长期性的投入

会带来一个阶段的成本增加，但获得的是未来效益的释放。同时，转型的过程中经验的积累、能力的匹配

也需要过程，一定程度上也会局部的影响消费者的认知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加之，公司在年后为战略落地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人员调整，客观上也会有一个磨合的阶段。因此，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公司在收入、效

益上出现了波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1.52亿元，同比下降 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55亿元，同比下降 202.93%。 

公司认为在转型的关键节点上，适度放缓一些速度也是必要的，更关键的是企业是否能够进入发展的

轨道。5、6月份以来，从员工对转型的理解来看，从商品、物流、客服等用户体验来看，从企业运行效率

来看，公司认为苏宁已经开始走上正轨，看到从弯道转向直道的曙光。二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环比增长

23.67%，互联网业务环比增长 50.97%，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同比降幅收窄至 4%。 

（一）连锁发展基本情况 

大陆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新进地级市 3 个，新开各类店面 62 家，重点推进二三级市场开发，新开各

类店面共计 52家；对于低效、无效以及不符合规划的社区店进行调整，合计关闭各类店面 64家。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大陆地区已进入 280 个地级以上城市，共计拥有连锁店 1583 家，其

中常规店 1505 家、县镇店 67 家、乐购仕店 7 家，红孩子店 4 家，连锁店面积合计 661.96 万平方米。同

时公司拥有购置店 39 家（含未开业店面 3 家）、自行开发店面 5 家、与苏宁置业集团/苏宁电器集团合作

长期租赁店面 11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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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香港地区优化店面布局，新开店面 2家，关闭店面 4家；持续优化日本市

场连锁布局，新开店面 3 家，关闭店面 2 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香港地区拥有连锁店 27 家，在日本

市场拥有连锁店 13家。 

综上，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日本市场共拥有连锁店 1623家。 

（二）经营结果及原因概述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51,152,074 55,532,583 -7.89% 

营业成本 43,566,869 47,065,514 -7.43% 

销售费用 6,639,070 6,002,836 10.60% 

管理费用 1,580,204 1,386,199 14.00% 

财务收入-净额 -38,245 71,904 -153.19% 

营业利润 -1,030,416 838,552 -222.88% 

利润总额 -1,025,775 865,065 -2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283 733,765 -20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647 2,724,253 -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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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一方面行业景气度较低，企业增长外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为全面凸显云商战略布局，

年初公司按照互联网零售模式实施了一系列组织调整及体系优化的工作。一季度组织、人员尚处于调整磨

合阶段，二季度公司在用户体验、供应链效率等方面进一步聚焦，运作效率逐步显现，销售收入也逐步回

升，二季度环比有较大改善。此外，去年同期由于家电激励政策影响，基数较高。综上，2014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1.52亿元，同比下降7.89%，其中二季度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环比增长

23.67%。 

2、毛利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增减变化 

主营业务毛利率（%） 13.83% 14.50% 下降0.67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毛利率（%） 1.23% 0.93% 增加0.30个百分点 

综合毛利率（%） 15.06% 15.43% 下降0.37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一方面为应对较弱的外部市场环境，公司抓住促销时机，实施有竞争力的价格策略，拉动

销售；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供应链优化举措，着力推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运营，加强单品营销，推

出差异化产品，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较同期略有下降。 

3、三项费用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增减变化 

销售费用率 13.18% 10.94% 增加 2.24个百分点 

管理费用率 3.14% 2.53% 增加 0.61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率 0.08% -0.13% 增加 0.21个百分点 

三项费用率 16.40% 13.34% 增加 3.06个百分点 

费用方面，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福利水平，同时引进互联网技术及易购、金融、

苏宁互联等新业务专业运营人员，人员费用提升较快；在物流业务上的超前投入带来折旧费用增加以及继

续加大信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同时计提公司债券利息增加，财务费用同比增加0.21个百分点。公司运营

费用相对刚性，受上半年同店销售收入下滑影响，使得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率水平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

度的增加。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情况 

此外，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所投资的PPTV经营亏损对投资收益影响了-8,115万元。鉴于上述1-3项，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02.9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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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A、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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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71,598 43,407,355 13.83% -8.20% -7.48%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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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业务

发展需要，向公司采购相关产品，同时接受公司向其提供的相关安维服务，由此带来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2,93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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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5,081 8,320,360 16.76% -12.92% -12.73% -0.17% 

冰箱、洗衣机 9,375,464 7,726,090 17.59% -3.01% -2.78% -0.20% 

数码及 IT产品 8,168,643 7,736,634 5.29% -11.03% -9.28% -1.83% 

通讯产品 7,680,691 7,001,911 8.84% -13.04% -12.23% -0.84% 

空调器产品 7,299,189 6,138,193 15.91% -6.47% -5.15% -1.16% 

小家电产品（注） 7,265,356 6,012,812 17.24% -2.38% -1.42% -0.80% 

安装维修业务 492,392 387,802 21.24% 25.35% 31.87% -3.90% 

其他产品 94,782 83,553 11.85% 26.10% 26.49% -0.27% 

合计 50,371,598 43,407,355 13.83% -8.20% -7.48% -0.67% 

注：小家电产品包括厨卫、生活电器以及母婴、百货、日用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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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房地产政策调控、消费刺激政策退出等影响，以及内部组织管理磨合的影响，家电销售

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贯彻执行同价策略，毛利率也出现一定下滑。下半年公司将深挖

市场潜力，抓住家电行业高端化的趋势，升级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对传统家电升级换代的需求，提升销

售收入；并通过定制包销等方式强化品牌合作，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改善毛利水平。 

 通讯、IT产品 

电脑、通讯产品将结合线上线下消费特点，线下优化出样，注重体验性，同时强化我司的专业性及价

格优势；线上进一步丰富 SKU 数量，尤其是配件商品，运营推广方面聚焦新品、爆款，以提升流量，拉动

销售。由于线上 3C 产品价格竞争较为激烈且占比较高，公司会通过单品管理、库存优化以及周边产品丰

富来提升毛利。 

 生活、母婴、百货日用产品 

在小家电产品上，公司将通过聚焦单品，研究市场，重点发展健康类家电、聚焦品质生活的小家电等

来拉动业绩的增长；在新品类拓展上，公司近期仍将通过积极的价格、促销策略提升消费者认知度和市场

份额，通过开放平台丰富 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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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地区 2014年 1-6月 2013年 1-6月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华东一区 10,810,937 11,722,304 -7.77% 

华北地区 7,613,883 8,632,717 -11.80% 

华东二区 7,380,350 7,998,980 -7.73% 

华南地区 6,411,242 7,288,054 -12.03% 

西南地区 5,738,166 6,534,628 -12.19% 

华中地区 3,175,466 3,290,633 -3.50% 

东北地区 2,672,626 2,900,223 -7.85% 

西北地区 2,483,268 2,628,478 -5.52% 

香港地区（注） 3,275,360 3,385,810 -3.26% 

日本地区（注） 810,300 490,877 65.07% 

合计 50,371,598 54,872,704 -8.20% 

注：香港地区销售收入按照港元兑人民币 1：0.7938汇率折算计算；日本地区销售收入按照日元兑人

民币 1：0.0608汇率折算计算。 

（四）下半年业务发展规划 

从上半年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苏宁坚定零售本质，聚焦用户体验，深化服务内涵，逐步从战略布局走

向战略落地。虽然由于内外部的各种原因，上半年销售、利润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二季度在组织、流

程不断磨合完善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创新举措，增加线下门店引流、优化配送服务、完善线上购物体

验等，二季度环比有较大的改善。 

上半年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了消费者的购物行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单纯的依靠线上或者线

下都将面临发展瓶颈，不能把握市场机遇。因此在下半年的工作中，苏宁将坚持三个“不动摇”，坚持 O2O

模式的互联网转型方向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迎难而上的精神不动摇；坚持强化零售本质不动摇，主动

竞争、全面竞争。 

下半年公司工作将聚焦在如下方面进行展开： 

1、建立良好的用户体验 

现阶段的用户体验围绕商品丰富度、购物便捷度、物流响应度、售后满意度四个方面订立明确的指标、

计划严格推进： 

商品方面，确保家电、3C、母婴 SKU全行业最优，其他品类结合用户群体特征在关联性品类进行细分、

突破，比如男性群体相关的汽车用品，女性群体关注的特卖百货及家庭购物频次较高的日用、酒水等。 

购物流程方面，重点提升搜索的精准性与支付的成功率，提高转化率水平，而在 O2O流程方面，重点

提升自提与多终端支付的体验。 

物流方面，继续扩大半日达、次日达城市，重点城市半日达比例不低于竞争对手，确保时效提升的基

础上妥投率水平优于行业；同时积极筹备在四季度时对开放平台商户进行仓储、配送开放，提升消费者对

平台消费的满意度，降低商户运营成本；在包装、服务互动、增值服务方面不断优化细化，提升服务水平。 

售后方面，强化售后服务对苏宁形成特色体验的意义，全面建设专业化售后体系，拓展售后产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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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手机、电脑产品，同时持续创新开发增值服务产品。 

2、开展高密度、精准化的运营推广 

结合品类策略，通过高密度的推广主动竞争，扩大市场份额，在一个阶段必须确保实现 3C 规模的快

速增长、母婴专业品牌的用户规模快速扩充，日用百货新品类的用户认知快速提升。 

从品牌宣传上，通过高质量的代言、广告策略建立苏宁互联网零售的新形象，以及专业化、品质化、

全渠道体验的特色认知；从市场投放上，结合每个阶段的诉求细分用户群体、不同级别市场、聚焦针对性

媒体与栏目，集中加大投放力度；从日常运营上，围绕用户数据，完善精准营销能力与社会化营销能力，

以用户为导向提升运营效率；从产品研发上，结合用户购物习惯，推出大聚惠、闪拍、特卖、海购等专业

频道，满足不同类型用户购物习惯；在母婴、3C方面进行知识、论坛、社交产品探索积累。 

从三季度开始，随着基础经营能力逐渐具备，通过加大传播投入、积极竞争推广、快速迭代产品来展

现苏宁转型的成果，扩大用户规模，提升用户复购率。 

3、构筑商品管理能力的竞争优势 

全面按照互联网零售的特点，以供应链关系的变革、升级为重心，推进透明交易、数据共享、科学选

品、订单协同、联合推广，也因此重新构建公司商品经营的工作方法体系。借助公司全国物流网络发展的

能力，在商品快速运输、配送流转的基础上，优化商品的供应链部署策略；科学组合自营采购与平台招商

两种模式，聚焦自营品类的同时，服务、监管平台商户的运营体系，在 SKU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提升库存

周转率。建立以大数据驱动的商品研究、采购能力，从需求分析、商品定制、订单预测、预售特卖、社会

化营销等角度逐步固化模式，从而得以快速提升占比，提升经营效益。 

4、夯实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弯道超越的物流、IT平台能力 

公司在下半年将探讨加快物流建设的整体方案，包括资本、建设、技术与人才。在运营方面，尤其是

小件商品的仓储、配送的运营效率，一方面要进行对外开放，一方面也会考虑引进社会化资源协同；同时

公司会进一步凸显大件商品的优势、二三级市场的优势与门店最后一公里的优势，结合用户、商户需求进

行产品的设计与升级。 

公司在下半年将会通过批量化、多样化的人才引进方式、敏捷高效的研发流程优化，安全高效地运维

管理、技术升级来大幅度提升 IT 研发能力与产品用户体验；在云计算、大数据方面，要实现质的突破，

以支持公司商业模式演进与经营模式变革；在移动、金融、O2O 方面，要推出创新型产品，通过用户的规

模化发展来感知苏宁的转型，提升用户体验与加大购买频次。 

5、建立符合行业特色与转型配套的激励体系 

企业的转型最终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进行执行，因此公司会积极推进薪酬提升、培训学习、股权激励

等措施，以更好的吸引与留住人才；同时，公司设立激励基金向事业部、区域授权，快速奖励甚至可以以

日为周期。对在转型过程中，从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对公司做出贡献的小团队以及个人，推进微创新的工

作，激发员工自下而上推动公司变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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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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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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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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上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 12 家子公司，报告期内注销子公司 4 家。本年度合并报表范

围详见公司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四、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子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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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近东 

2014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