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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JD，未評級）：14 年二季度業績亮麗，銷售額實現翻倍 

 

14 年二季度銷售額和活躍用戶繼續高速增長 

14 年二季度公司銷售額為 630 億元人民幣(102 億美元)，同比增長 107%，淨營收

為 286 億元人民幣（46 億美元），同比增加 64%。活躍用戶數同比增加 94%至 3810

萬人，環比增加約 500 萬人。在第二季度履約訂單同比增加 126%，其中來自移動

訂單占比約 24%。按照產品種類，3C 和家電產品銷售額 348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4%；日用商品 282 億元人民幣，同比上升 168.6%，其增長動力主要受益於協力廠

商平臺的快速增長拉動，占比也由去年同期的 34.6%提高至 44.8%。綜合毛利率比

去年同期增加 2.1 個百分點至 11%，環比也有 1 個百分點的增幅，我們認為這主要

由於協力廠商平臺傭金收入占比增加和對供應商更強的議價能力，是毛利率改善的

關鍵。 

 

虧損幅度增大，來源於與騰訊戰略合作 

二季度公司錄得虧損為 5.82 億元人民幣（9390 萬美元），比去年同期虧損 2830 萬

元人民幣（約 460 萬美元），增加了將近 5.5 億元人民幣（約 8930 萬美元）。這主

要由於 1）公司年初和騰訊達成戰略合作協定，使無形資產從去年年底（2.16 億元

人民幣）大幅增加到二季度底的 76 億元人民幣，因此攤銷費用比去年同期有了大

幅增長。2）“618”店慶期間對物流投入，促銷費用，騰訊電商員工整合和無形資

產攤銷等費用的增加，使行銷費用率和履約費用率同比增加 1.2 個百分點和 1.4

個百分點至 3.7%和 7%。若剔除股權激勵費用和騰訊的新增的無形資產攤銷費用，

二季度虧損為 1183 萬元人民幣（190.8 萬美元）。我們認為，新增的無形資產攤銷

費用和整合騰訊員工費用會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對經營利潤造成較大的壓力。 

 

協力廠商平臺增長迅猛 

第二季度協力廠商平臺銷售額為 238 億元人民幣，占比達到了 38%，而去年同期銷

售額為 69 億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為 245%。協力廠商平臺前兩季度銷售額已經超過

去年全年總銷售額。回顧公司過去三年協力廠商平臺的銷售額分別為 29 億元人民

幣，166 億元人民幣，318 億元人民幣，相當於 231%的年複合增長率。截止 6 月底

已有約 3.8 萬商家入駐協力廠商商城。我們認為協力廠商平臺的高速增長有助於公

司規模和產品品類的快速擴張，產品日益豐富提高了使用者粘性，同時隨著平臺的

傭金收入對營收貢獻占比逐漸增加，未來整體毛利率水準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最新業務要點回顧 

公司上線了在微信平臺“購物”的一級入口，並在 8 月 8 日開放在手機 QQ 的一級

入口，截止六月底騰訊手機 QQ 活躍用戶約為 5.2 億人，由於騰訊 QQ 的歷史原因，

在其平臺上的活躍用戶觸及的地域更廣更深，擁有大量 3-6 線城市的用戶，對公司

管道下沉有積極的作用。 

2）6 月亞洲一號物流中心在上海投入試運行，物流中心採用最新技術與高自動化

物流體系，未來將顯著加強公司的倉儲容量與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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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推出“智慧雲”平臺，旨在使京東客戶能更快速地體驗最新的智慧產品。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智慧雲平臺已為超過 100 家智慧硬體初創公司及傳統家電

廠商提供服務。 

4）7 月 17 日經過重新定位調整的拍拍網再次上線，重回 C2C 市場，亮點之一是打

通了和京東商城的通道。 

5）5 月 22 日發佈線上廣告平臺，為自營供應商和平臺商家提供在京東及協力廠商

網站上的廣告服務，主要以競價形式，預計毛利率比其他業務高。 

 

下半年展望 

1）繼續發力移動端，加速騰訊 QQ，微信的整合，優化介面提高使用者的轉化率。

2）O2O 和便利店合作繼續進行，已經有很多便利店商家上線，採取流水扣點形式，

目前對消費者貢獻比較有限，預計今年四季度能夠看到這一塊更多的進展。 

3）三季度收入指引為 55%-61%分別達到 280 億元-290 億元人民幣。 

4）預計資本支出維持原來計畫的 10-12 億元人民幣。 

 

財務分析 

根據彭博資料顯示，市場預計公司 14、15、16 財年的營收分別會增長 60.8%、47.5%

及 39.4%達 181 億美元、268 億美元及 373 億美元。Non-GAAP 淨利潤預計在 16 財

年能夠扭虧為盈達 3.02 億美元。 

 

圖表 1：市場盈利預測 

截止12月31日财政年度 2012实际 2013实际 2014预测 2015预测 2016预测

收入（百万美元） 6,558.3    11,278.9    18,135.0    26,751.0    37,286.0    

变动（%） - 72.0% 60.8% 47.5% 39.4%

non-GAAP 净利润（百万美元） (242.5) 36.2 (449.9) (83.5) 301.7

变动（%） - -114.9% - -81.4% -

non-GAAP 每股收益（美元） (0.16) 0.02 (0.23) (0.040) 0.19

变动（%） - - - -82.3% -

基于29.58美元的市盈率（倍） - - - - 159.0

每股派息（美元） - - - - -

息率（%） - - - - -

資料來源：彭博預測，第一上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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