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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万达百货，全场景布局再下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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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52 周价格区间（元）

9.77-16.35

总市值（百万）

105296.55

投资要点：

流通市值（百万）

66126.73

 事件：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近期宣布，苏宁易购正式收购万达百货

总股本（万股）

931003.97

流通股（万股）

584674.86

下属全部 37 家百货门店。
 收购万达百货，智慧零售战略持续推进。公司成立于 1990 年，经历近

涨跌幅比较

29 年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空调经销商转型成为涵盖线上线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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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市场、拥有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的多品类、全渠道零售商。万达百

专业零售

货成立于 2007 年，前身为万千百货，是万达商业地产发展初期为支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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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广场所衍生的业态，鼎盛时期全国门店数量达 110 家，与商业地

10%

产、文化产业、高级酒店并称为万达集团的四大支柱产业。因扩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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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快导致长期无法盈利，2015 年万达百货开始进入整合阶段，全年
2018-06

2018-10

2019-02

-26%

关闭 56 家门店。经历持续整合后，万达百货 37 家门店被公司收购，
成为公司 2019 年在全场景零售布局的重要落子，也是公司智慧零售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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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重要推进。未来，公司将以近期成立的时尚百货商品集团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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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0.7

-5.01

从数字化和体验两方面改造万达百货原有供应链，丰富情景消费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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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全场景、全品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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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渠道运营，线上线下融合凸显规模效应。线下方面，公司拥有覆盖
不同市场级别、不同消费需求的零售渠道网络，店面业态涵盖苏宁易
购广场、苏宁易购直营店和零售云加盟店、苏宁小店，以及家电 3C 家
居生活、母婴、超市等专业店业态。（1）苏宁易购广场：主要分布于
高线城市，是公司智慧零售和各产品业态的落地载体，截至 2018 年三
季度末公司经营苏宁易购广场 16 个。（2）苏宁易购直营店、苏宁易
购零售云加盟店：公司下沉县域乡镇市场的智慧零售端口，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直营店/加盟店分别为 2408/1453 家，2018 年前三季度分别
新开 538/1414 家。
（3）苏宁小店：定位于一二线城市社区、城市 CBD、
交通站点的便利服务，打造以全品类、全服务为特点的高频流量出入
口。为完善上海地区社区便利服务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易购超
市于 2018 年 4 月收购上海迪亚天天便利。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苏
宁小店及迪亚天天自营店 1744 家，迪亚天天加盟店 104 家。（4）专
业店：家电 3C 家居生活店是公司运营管理最为成熟的店面类型，常规
店处于持续升级迭代过程中；红孩子母婴店是公司母婴业务发展的线
下平台，目前重点围绕购物中心展店；苏鲜生超市是以“生鲜+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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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消费方式为定位的复合业态精品超市。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
公司家电 3C 家居生活/母婴/超市门店数量分别为 1957/111/8 家。大量
各线级、多业态的实体门店成为流量的优质入口，也是线下流量转化
的重要载体。线上方面，公司通过运用拼购、推客等社交和内容营销
增加新用户获取，通过扩展品类提高用户转化，通过开展大型促销活
动提升用户活跃度。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为
1379.54 亿元，同比增长 70.89%，2017 年同期增速 55.64%；其中自营
商品销售规模 997.07 亿元，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 382.47 亿元。线上
线下融合下的全渠道运营为公司带来更低的流量成本和更快的品牌认
知度累积，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背景下，公司的规模效应未来将进一
步显现。
 成立五大商品集团，推进全品类拓展。公司已成立家电、消费电子、
快消、时尚百货、国际业务五大商品集团，推动商品的专业化、精细
化运营。（1）家电品类：持续巩固中高端消费市场地位，通过渠道间
的差异化竞争进一步占据家装、中央空调、智能家居等增量市场份额。
（2）智能 3C 品类：充分发挥全渠道优势，通过新品首发、买断包销、
差异化单品等策略，保持销售收入的较快增长，2018H1 通讯产品、数
码、IT 类产品营收 453.78 亿元，同比增长 37.91%。（3）快消品类：
由新近成立的快消集团负责，统筹线上超市、苏鲜生、苏宁小店以及
苏宁红孩子母婴店的运营管理。未来，快消集团将在品类、渠道、供
应链管理等职能进一步统一的基础上，加速各子板块运营资源的深度
整合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提升快消品类经营专业度，强化快消品类
供应链协同效应。（4）百货品类：线上自营和平台模式相结合，线下
围绕大店情景消费业态立足。在完成对万达百货收购和改造后，公司
百货短板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补齐，万达百货位于高线城市核心商圈的
门店将成为公司大店战略的重要承载体。未来，在保持家电、3C 品类
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公司将以小店、拼购业务崛起为契机，依托全
渠道优势发力快消、百货，全品类覆盖将加速推进。
 全产业链高效协同，构建智慧物流服务平台。作为公司全渠道运营的
基石，公司持续围绕物流基础网络建设、物流服务以及物流科技方面
加大投入，加强物流核心能力建设，目前苏宁物流已形成了以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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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价值产业链。（1）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截至
2018 年 9 月末，苏宁物流及天天快递拥有仓储及相关配套总面积 799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27.2%；拥有快递网点 25894 个，同比增加近 6000
个；物流网络覆盖全国 352 个地级城市、2910 个区县城市；已在 9 个
城市投入运营 9 个自动化拣选中心、36 个城市投入运营 39 个区域配
送中心，2 个自动化拣选中心、22 个区域配送中心处于在建、扩建状
态；投入使用 17 个生鲜冷链仓，目前已覆盖 141 个城市。（2）物流
运营服务方面，公司已经形成了涵盖中心仓、平行仓、城市仓到门店
仓、服务站、快递点等在内的完整仓储配送体系，重点开发和推广物
流时效类标准化服务产品，结合门店网络优势针对社区客户提供更为
便捷的物流和售后服务。（3）物流科技应用方面，苏宁物流持续加大
物流科技研发投入，智能机器人、末端无人机等新技术已经实现落地。
未来苏宁物流研究院加强与头部企业合作，加速落地物流自动驾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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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一步改善物流运营效率。此外，为充分挖掘公司高标准仓储物
流设施的价值，并加速物流仓储资源的获取，苏宁物流联合深创投不
动产设立物流地产基金，用于投资及并购高标准物流基础设施。此次
产业基金的设立是公司“开发—运营—基金运作”良性资产运营模式
的探索，有利于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循环，实现轻资产、
高周转运营，最终推动公司物流仓储规模的快速扩张。基于强大的物
流网络体系，苏宁物流积极推进品牌商、供应商、平台商户、菜鸟网
络客户等第三方物流合作，提供物流仓配、转运等多项物流增值服务，
平台化趋势明显。2018 年前三季度，苏宁物流社会化业务营业收入（不
含天天快递）同比增长 73.17%，用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持续夯实资本实力，金服出表不改战略地位。公司于 2013 年初建立金
融事业部，2016 年整合旗下金融业务并搭建苏宁金服平台。苏宁金服
定位 O2O 融合发展的金融科技公司，聚焦支付、供应链金融、微商金
融、消费金融等核心业务的发展，为上下游供应商、平台商户及广大
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支付业务深耕苏宁生态圈并依托
苏宁小店、零售云发展，整体交易规模突破 1.5 万亿元，激活会员超
7000 万，位居国内第三方支付行业前列；供应链金融业务聚焦苏宁生
态圈用户，已累计为数万家企业提供超过 1600 亿元的资金支持，2018
年前三季度苏宁生态圈内供应链金融累计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43.63%；
微商金融为小微商户提供在线化、低门槛、低利率的贷款服务，自上
线以来已为超过 2000 家商户共计提供超过 5 亿贷款额度。2018 年前
三季度，苏宁金服实现营业收入 21.64 亿元，净利润 1.32 亿元。2018
年 12 月，为进一步夯实资本实力，苏宁金服与各方股东达成协议以
460 亿元的投前估值增资扩股，募集资金 100 亿元。此次增资扩股，
有利于强化苏宁金服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资金投入压
力，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苏宁金服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改为权益法核算，由此将会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161
亿元（公司测算，假定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交割日）；公司仍持有苏
宁金服较大比例股权，双方未来将继续在零售、物流、金融业务方面
保持高度的战略协同。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公司是多业态、多品类、全渠道零售商，此次
收购万达百货将丰富公司线下消费场景，补齐公司百货业态短板，是
公司智慧零售战略的重要推进。若考虑苏宁金服出表带来的投资收益，
预计公司 2018/2019/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1/3175/3969 亿元，净利
润 128/165/26 亿元，EPS 为 1.39/1.78/0.28 元，PE 对应当前股价分别
为 8.16/6.36/39.98 倍，PS 对应当前股价分别为 0.43/0.33/0.27 倍。考虑
到公司仍处于规模展店、渠道持续下沉过程中，目前尚未进入实质性
盈利阶段，给予公司 2019 年 0.35-0.40 倍 PS，对应股价合理区间
11.94-13.64 元。首次覆盖，给予公司“谨慎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零售市场竞争加剧；同店收入下降；新开门店培育期过长
拖累业绩；资本性支出压力造成财务状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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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系统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所评股票/行业涨跌幅相对于同期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为基准。
类别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推荐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投资收益率超越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投资收益率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 5%－15%

中性

投资收益率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10%－5%

回避

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领先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超越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同步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5%－5%

落后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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