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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13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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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营业收入 108,925,296 105,292,229 3.45% 98,357,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6,915 371,770 133.19% 2,67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52,211 306,725 -508.25% 2,515,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81,419  2,238,484 -161.71% 5,299,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00%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0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1.31% 1.70% 10.61%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2,193,729  82,251,671 83,043,655 -1.02% 76,161,501 76,850,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9,281,855 28,369,258 28,351,523  3.28% 28,459,130 28,466,322 

注：1、会计政策变更涉及追溯调整的会计数据详见本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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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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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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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按照追溯调整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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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3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第 5个交易日

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0,76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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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000,000

（注 5） 

苏宁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14.73% 1,087,341,951 -  1,087,341,951   

苏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4.20% 309,730,551 - 

288,065,8

48 

（注 1） 

21,664,703 质押 
288,065,848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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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3,750,87

4 

（注 2） 

31,250,291   

北京弘毅贰零壹

零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

人 
1.34% 98,765,436 - 

98,765,43

6 

（注 3）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1.02% 74,998,544 -  74,998,544   

苏宁云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0.83% 61,056,374 - 

61,056,37

4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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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天

合稳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30,660,065 -  30,66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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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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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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87,341,951  人民币普通股 1,087,341,951 

陈金凤 196,132,370 人民币普通股 196,132,37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4,998,544 人民币普通股 74,998,544 

蒋勇 58,064,580 人民币普通股 58,064,580 

金明 31,250,291 人民币普通股 31,250,29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660,065 人民币普通股 30,660,065 

联讯证券－光大银行－联讯证

券联新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 
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4,238,179 人民币普通股 24,238,179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993,027 人民币普通股 23,993,027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详见“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17,341,951 股，通过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0,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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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9月 30日前通过二级

市场买入的方式完成公司股票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 2014年 10月 9日起 12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4-055号公告）。 

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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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张近东先生为向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提

供借款支持，以其持有的公司 1.78亿股股份向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取得资金。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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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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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市场整体偏弱、渠道竞争加剧、消费热点缺乏，零售行业景气度维

持低迷，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来看，2014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仅增

长 0.4%，其中家用电器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1.6%。与此同时，互联网零售仍保持较高增速，根据艾瑞

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2.8 万亿，同比增长 48.7%。面对行业挑战，

传统零售行业纷纷加快转型，通过自建或者合作方式培育线上市场，布局全渠道，将线下在网点布局、深

度体验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优势与线上在流量获取、数据处理以及支付便捷等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形成

企业新的竞争能力。O2O模式已成为传统零售行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新成长的必由之路。 

作为行业转型升级的先行者，苏宁于 2013 年明确了“一体两翼”的互联网零售发展路径。2014 年苏

宁围绕“三效法则”，在全渠道运营体系的融合、商品供应链体系的变革、物流与 IT平台的升级以及企业

创新机制建设与管理体系简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推进 O2O 转型升级各项工作的落地实践。 

全渠道及全场景建设上，通过门店端、PC 端、移动端、TV 端的全覆盖，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想购就

购的需求，同时积极探索三四级市场服务站、本地化营销、校园拓展等新兴渠道建设，构建苏宁 O2O渠道

体系； 

全品类经营上，明确“巩固家电、凸显 3C、培育母婴超市”的全品类发展战略，商品丰富度不断提升，

开放平台商户、类目全面拓展，苏宁全品类经营的形象逐步凸显； 

服务能力建设上，物流方面，成立独立公司化运作，不断完善网络布局，坚持体验为王，积极探索社

会化运营；金融方面，以易付宝为基础加快理财、信贷等金融产品体系完善，为用户提供优质金融方案，

以供应链与开放平台为依托，加快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为供应商、商户提供增值服务。 

内部管理上，组织进一步扁平化，加大事业部、大区的授权；设立创新基金，全力支持团队微创新，

激励员工自上而下推动公司变革的动力。 

通过 2014 年的努力，公司上下对互联网的转型实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对于商品供应模式变革、

用户经营和服务体验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线上线下、前台后台每个环节都在互联网化，O2O 执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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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由点及面，由个案到全局的体系化执行阶段，公司转型由弯道进入了直道。 

自三季度起，企业运行效率逐步走向正轨，用户体验持续提升，销售收入规模逐季改善。2014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9.25亿元，同比增长 3.45%，其中三、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 15.90%、16.31%，

互联网业务同比增长分别为 52.26%、42.25%。与此同时，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公司在物流、IT 能力建

设、员工薪酬提升、专业技术和专业精英人才的引进方面加大了投入，带来费用阶段性的上升。此外，报

告期内公司开展门店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进一步提升 O2O发展模式下门店核心竞争力。2014 年公司实现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73亿元、8.67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573.62%、133.19% 

 经营结果及原因概述 

（单位：千元） 

项  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08,925,296 105,292,229 3.45% 

营业成本 92,284,572 89,279,061 3.37% 

销售费用 14,105,025 12,739,711 10.72% 

管理费用 3,356,570 2,805,667 19.64% 

财务费用 66,770 -149,087 144.79% 

营业利润 -1,458,933 183,903 -893.32% 

利润总额 972,613 144,386 573.62% 

净利润 824,038 104,303 69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6,915 371,770 133.19% 

少数股东损益 -42,877 -267,467 8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1,419 2,238,484 -161.71% 

1、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经历2014年上半年组织架构调整、优化、运营效率的融合、商品经营的持续创新，公司经营逐季改善，

尤其三季度企业运行效率逐步走向正轨，销售收入也逐步回升，四季度，公司有效把握促销旺季，发挥O2O

模式下的全渠道优势，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展市场竞争，四季度公司销售收入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

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31%，由此带来全年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3.45%。 

2、毛利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4年1-12月 2013年1-12月 增减变化 

主营业务毛利率（%） 14.31% 14.39% -0.08% 

其他业务毛利率（%） 1.20% 1.02% 0.18% 

综合毛利率（%） 15.51% 15.41% 0.10%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业务持续发展，目前毛利率水平仍较低，主要是由于扩大用户、提升规模是现

阶段的主要方向，因此公司采取积极的价格策略与较为频繁的促销推广策略，毛利率水平继续运行在较低

的区间，这是由目前的渠道结构变化与自营商品竞争策略决定的。但这将会带来公司用户规模的快速扩大

与用户流量的快速提升，随着开放平台的商品逐渐丰富，变现能力也将逐步显现；而开放平台商户的增值

服务需求也将大量产生，通过物流、IT、金融、推广等应用满足其需求的过程，也是公司产生增值收益的

路径；同时大数据应用、互联网推广能力提升，必将带来C2B订制产品能力和周边配套商品推荐能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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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销售规模的扩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带来毛利的提升；公司O2O模式既实现了交易流程、用户体验

的融合，也会差异化根据用户在不同渠道体验、购买产品和服务的特征，进行精准的产品展示、推荐和销

售，产品在渠道间的结构分布也将实现优化并带来毛利的提升。这几个方面将是公司毛利率提升的关键手

段。 

3、三项费用率变化情况 

项  目 2014年1-12月 2013年1-12月 增减变化 

销售费用率 13.15% 12.26% 0.89% 

管理费用率 3.13% 2.70% 0.43% 

财务费用率 0.06% -0.14% 0.20% 

三项费用率 16.34% 14.82% 1.52% 

报告期内，一方面结合品类策略，通过密集推广快速提升3C规模与日用百货新品类的用户认知，另一

方面积极开展品牌传播，有效提升品牌认知度，广告促销投入相应增加；公司在IT、互联网运营以及新业

务领域（如金融、苏宁互联等）专业人才的大量引进带来人员费用增长加快；物流等业务上超前投入也带

来折旧费用增加以及信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有所加大。此外，公司支出80亿元公司债利息以及并购贷款融

资利息等，带来财务费用增加。随着公司转型战略的逐步深化，转型成效将逐步凸显，公司费用水平将能

够控制在合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率同比增加1.52个百分点。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情况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的相关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该交易

实现税后净利润为19.77亿元（以公司子公司最终确认后适用的所得税率计算）。 

综上，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89.25亿元，较上年同比增加3.45%，实现利润总额、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73亿元、8.67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573.62%、133.19%。 

 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1、行业发展趋势 

2015年，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复苏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但同时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宏观经济将继续稳增长、调结构。 

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将会进一步渗透每一个行业，互联网技术、思维与传统行业、产业的深度融合，

将会对拉动大众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互联网+”将会带来的巨大机遇，而

苏宁提出的“互联网零售”的理念则是我们在过去 5 年里做出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从朦胧到逐步清晰，

今年则将进入全面产出阶段。 

2、公司发展战略 

通过五年来的转型探索，公司进一步明确战略方向必须两手抓，一手是坚持不断提升零售行业核心竞

争力，包括物流、供应链；一手是坚持不断应用互联网技术、思维，包括大数据、开放理念、用户体验、

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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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和明确战略实施路径，概括起来就是“一体、两翼、三云、四端”： 

“一体”就是作为零售主体的商品管理能力、用户经营能力； 

“两翼”就是开放平台的生态体系搭建与线下的互联网化运营升级； 

“三云”就是将传统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通过互联网技术升级为“物流云、数据云、金融云”，

并以互联网的思维全面开放、协同共享； 

“四端”就是门店端、PC端、移动端、家庭端实现全渠道融合。 

所有的战略工作最终是为了实现苏宁一以贯之的经营定位，也就是永远站在消费者角度，为消费者提

供更好的产品、服务与体验，消费者需要什么，无论商品形态、服务内容、交易形式，苏宁就必须以最有

效率的形式进行组织、提供，最终形成一个为消费者提供最为全面、最为便捷、最为增值的消费解决方案

平台，而苏宁所有开展的业务、收购的业务，都是围绕这个平台建设打造生态系统，促进这个平台的发展，

也使得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各取所需、协同发展。 

3、2015年工作策略 

（1）用户策略 

全面贯通苏宁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用户。这包括苏宁零售体系中的用户、PPTV视频体系中的用户、苏宁

金融体系中的用户以及苏宁广场等生活服务体系中正日益发展的用户，最终形成一个用户，一个会员账户，

一个金融账户的用户体验。通过大数据平台统一辨识、了解用户需求，通过各类资源的整合精准满足消费

需求，无论是商品购买、金融服务、文化休闲；通过“四端”融合，全渠道的满足交易和服务的形式，无

论是家里、路上、店内；以此重新建立用户对苏宁的认知，充分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从而提升用户的活跃

度，构建高价值核心用户体系。 

（2）渠道策略 

全面融合店面、PC、移动、家庭四种渠道。公司不再简单的分渠道来管理各自的销售，更重要的是更

细致的区分不同渠道之下消费者所更需要的产品体验、交易方式、交互形式、服务需求，并在场景上实现

随意切换。 

对店面端来看，核心旗舰店升级，打造集体验、销售、服务、本地化营销为一体的区域生活服务中心

是 O2O发展的核心工作；而大型社区服务站、农村市场服务站、校园服务站，则是在互联网渠道、核心旗

舰店广域覆盖下的网络密织延伸、发挥本地化优势，这是 O2O发展的重点工作。 

对移动端来看，就是连接“四端”的枢纽，在顺应移动发展趋势、加大推广、扩大交易占比的同时，

通过适应移动端应用场景、使用特色的产品开发，着重发挥其连接器的作用是 O2O发展的关键工作。 

对家庭端来看，PPTV将全面融入苏宁渠道体系，成为家庭端的载体和家庭用户统一认知的界面。因此

PPTV将打造终端、网络、内容为一体的平台，核心工作是推进优质智能终端产品的上市、网络播放能力的

云化，以及通过大数据形成细分用户群体定制内容的能力，包括体育、剧集与综艺，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

“四端”融合的视频电商模式以及商户品牌推广模式。 

对 PC端来说，进一步优化购物流程、智能搜索、推荐引导仍是长期工作，同时对于不同用户消费场

景打造从项目众筹、新品预售、大聚惠折扣促销、尾货特卖到样机折扣的涵盖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特色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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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体系，对于母婴、美妆、通讯、超市、生鲜打造垂直专业的特色频道，提升用户对苏宁易购品牌、内

涵的认识，扩大用户规模与购买频率，增强商户推广能力。 

（3）供应链策略 

加快开放平台建设与发展。随着公司对开放平台物流、IT、金融、推广服务能力的加强，公司具备进

一步加快开放平台招商与提升开放平台运营的基础条件。该项工作将围绕着公司提出的品类策略相对聚焦

的展开，优先致力于完善 3C、母婴、超市的 SKU组合，最大程度提升专业化水平。 

优化自营供应链。公司在行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属于领先水平，但在互联网零售模式之下，原有的供

应链组织、运行模式需要借鉴开放平台理念，在零供双方分工方面进一步专业化、合理化，在交易环节方

面进一步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与交易规则的透明化，对于最大程度发挥各自的优势、提升供应链效率有重要

意义。同时公司将着力于将大数据应用于商品规划、库存布署、会员营销、金融服务，以更好的为供应商

提供增值服务。 

构建基于 C2B的商品供应链模式。互联网的特点将消费者对单品与订制的需求进一步的凸显，公司将

围绕这一变化，在通讯、彩电领域结合硬件、内容、网络进行打造；在空调、厨卫、环保领域结合智能家

居进行打造；在母婴、超市领域结合健康、安全需求进行尝试。 

构建海外商品管理体系。基于消费者需求的衍变、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海外商品的供应链与开放平台

体系构建是公司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公司将以香港作为这一工作的基地，结合香港、日本、美国已建立的

经营体系，充分协同跨境物流、保税物流的发展，加快海外供应商、平台商户的引进合作，加强对其服务

能力建设，优先聚焦母婴、美妆、小家电等部分商品类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4）后台策略 

 物流方面 

构建独立的物流子集团架构，形成以选址、开发、建设为一体的物流资产运营与涵盖仓储、运输、配

送全流程的物流服务运营相结合的物流全价值链。积极探索物流资产创新运营模式，以加快投入建设，形

成更完善的网络；积极探索物流服务与全球、中国优质资源的合作互补，以领先的技术、管理，形成更高

效的能力。 

构建中国网络覆盖最健全、交付能力最快速的物流网络。8大核心枢纽、57大区域中心、352个城市

转配中心将随着店面网络、农村服务站、社区服务站、校园服务站从最后一公里延伸到最后一百米。半日

达、次日达、急速达服务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同类区域在速度、质量上要领先竞争同行，并结合苏宁特点，

将送装一体、售后到家等服务植入物流环节。 

 技术方面 

围绕 O2O加大资源投入，使得苏宁作为实质拥有多端平台能力的互联网零售企业，向消费者、供应商

提供更为丰富、更有体验的应用服务； 

围绕大数据加快各类应用研发，使得从用户营销到供应链升级、到内部管理创新建立全新的支撑平台，

对于组织扁平、营销精准、周转优化形成质的变革； 

围绕硬件、网络、内容协同的商业模式升级，从云、管、端三个方面投入研发资源，从而提升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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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吸引与增值服务能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金融方面 

构建独立的金融子集团，围绕苏宁生态圈的用户、合作伙伴形成全面的金融服务能力。支付作为基础

平台，将从内向外快速拓展，丰富支付场景；理财方面，结合苏宁以及关联企业大量低风险、可供交易资

产，形成管理能力，给消费者带来合理回报，也是激活庞大会员体系、维系高价值用户的重要手段；信贷

方面，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公司拥有得天独厚优势，将加速扩大规模，贡献收益；在新兴领域，众筹作

为重点培育方向，将实物众筹、体育娱乐众筹、公益众筹与各项业务结合起来推广，形成独特优势。 

（5）组织人才策略 

2015年，公司的组织管理、系统架构将继续互联网化，打造柔性、敏捷的自组织体系。因此，内部组

织管理方面，将继续推进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部门专业化，无论是传统的家电、3C，还是母婴、超市、服装，或者物流、金融、数据衍生业务

部门，都要大力推进体系专业化、部门公司化运作，使内部专业体系自上而下独立面对外部行业市场，提

升专业垂直竞争能力。 

二是层级扁平化，对内推进首席负责，对外落实首问负责，提升决策质量，加快决策效率，强化执行、

强化落实。 

三是组织柔性化，进一步推进任务导向、项目导向的组织设计，鼓励内外协同、跨界组合，小团队、

微创新。 

随着互联网组织的架构搭建，相应的必须重新构建适应互联网转型发展的新的人才梯队和培养机制。

公司将以打造“创业、创新、创造价值”的三创苏宁人为目标，搭建员工自主发展平台，构建适应互联网

发展的新型人才梯队。同时，量化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管理，对标外部行业，从工资、奖金、股权、福利

等多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全体员工的激励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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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14年7月1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

第41—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对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

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以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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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资产的确

认和计量》处理，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被投资单位名称 2012年 12月 31日 调整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南京苏宁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993 原在长期股权投资科

目核算，追溯调整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

目。 

 

长期股权投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长期股权投资 北京通州国开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00 

长期股权投资 菱重家用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4,800 

合计 554,793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被投资单位名称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原在长期股权投资科

目核算，追溯调整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

目。 

长期股权投资 北京通州国开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00 

长期股权投资 菱重家用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4,800 

合计 553,800 

 

对公司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574,279 -554,793 19,4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82 561,985 562,967 

 

（单位：千元） 

报表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2,107,348 -553,800 1,553,5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7,954 536,065 804,019 

对公司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2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12,313,598 -545,793 11,767,80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52,985 552,985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 14,650,047 -544,800 14,105,24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402 527,065 70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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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执行第 2号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减少 17,735千元，

对净利润、现金流量相关会计科目不会产生影响，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 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核

算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在利润表中，应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

分为两类：（1）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

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根据此规定，公司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原列入“资本公积”

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重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对公司 2012年底和 2013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2年 12月 31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4,679,471 -158 4,679,313 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

会计报表项目在资产负债

表单独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23,089 -23,08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0,439 30,439 0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4,680,916 -1,349 4,679,567 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

会计报表项目在资产负债

表单独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140,760 -140,76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24,374 124,374 0 

 

(2)对公司 2012年度和 2013 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2年 12月 31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5,065,208 - 5,065,208 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

会计报表项目在资产负债

表单独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7,192 7,192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年 12月 31日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资本公积 5,065,510 -302 5,065,208 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

会计报表项目在资产负债

表单独列示。 
其他综合收益 0 -17,433 -1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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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公司 2013年 1－12 月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年 1-12月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其他综合收益 -163,628 -24,927 -188,555 

将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

量的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利

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4）对公司 2013年 1-12月母公司利润表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报表科目 
2013年 1-12月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其他综合收益 302 -24,927 -24,625 
将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

量的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利

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3、职工薪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 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4、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 号），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过参与被投

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

是否应被合并。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5、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 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

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6、合营安排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 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7、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本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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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具体事项详见公司2014-062号《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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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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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满座网业务、好耶广告技术板块业务将其相关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以及公司通过新设子公司 87 家，包括北京苏宁云团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苏宁易达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等纳

入合并范围。同时，注销子公司 9 家，包括无锡苏宁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上海苏宁精品电器有限公司等不

再纳入合并范围。 

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变化的情况说明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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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5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2015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000 至 -30,000 

2014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35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 年一季度公司互联网零售转型成效进一步

显现，商品销售规模（含线上线下自营及开放平台）

预计同比增长 30%，其中线上平台实体商品交易总规

模同比增长超过 90%。积极的市场竞争策略带来销售

收入较好增长，但同时毛利率水平相应保持稳定。 

公司仍处于 O2O模式转型的投入期，在广告宣

传、产品推广、人员薪酬激励、高素质专业人员引

进等方面都需要持续的进行投入；同时基于长远发

展公司在物流资产、IT技术方面的超前投入所产生

的效益需要通过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来予以体现。 

此外 2015 年一季度，公司对 PPTV 的持股比例

增加，以及 PPTV仍处于快速布局获得用户阶段，投

入较大，经营亏损，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有所增加。 

综上，预计 201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亏损 30,000万元至 3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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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