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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2 季度收入增长 24%，亏损收窄至 6380 万元，平台收入高速增长 91%，

但占收入比重比仍较小（占 4.28%）。公司收入 14.93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出版物 9.45 亿元，占比 63.30%，同比增长 22%；百货收入

4.85 亿元，占比 32.48%，同比增长 20%，其他第三方收入(主要由平台

收入贡献) 6380 万元人民币，占比 4.28%，同比增长 91%，环比增长 9.8%。

2 季度亏损 6390 万；较同期亏损 1.22 亿和 13 年 1 季度亏损 7270 万收窄。

 GMV 同比增长 86%，日均覆盖人数环比增速 31%。公司平台交易量

（GMV）达到 7.88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78%。平台和自营合计同比增

长 86%。日均覆盖人数 184 万人，在同行中较为领先，较上季末增长 31%。

同行业竞争者日均覆盖人数和增速分别为：京东（751 万，77%）、亚马

逊（310.7，94%）、唯品会（171.3，-11%）、苏宁易购（137.3，50%）。

 毛利率大幅提升至 17.1%。2 季度毛利率达到 17.1%，较 2012 年同期

13.1%大幅上升 4 个百分点，上涨主要来自于平台收入占比提升。 
 期间费用控制较好，物流费用率大幅下降。（1）物流和仓储费用率 12%，

较去年同期的 15%大幅下滑，主要来自改进的物流系统和低单位配送成

本。（2）营销费用率 5.1%，较 12 年同期 3%大幅上升，在流行服饰品

牌广告方面投入较大，另外在电视渠道和其他线下广告也加大投入。（3）
技术研发费用率为 3.1%，同比基本持平，主要来自于对于 IT 人员数量

的控制力度加大。资本支出主要来自天津物流中心建设 3280 万元的投入

 从天猫低成本获得互补客户群。当当在天猫上开设旗舰店营收比例很小。

当当用户主要来自一线和二线城市，而天猫的用户通常是较小城市的年

轻人群，在天猫上开店可以弥补公司营销的不足，和当当自己的用户相

比，天猫用户每单价值较低，但从天猫获取用户的成本较低。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公司努力从垂直转向综合平台，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面临如何将买书的流量转换为百货流量的难题。预计平台业务的高

增长将带来公司 4 季度业绩扭亏。盈利预测 13-15 年 EPS 分别为-0.06、
0.02、0.04 美元，首次给予“买入”评级。 

主要经营指标 2011 2012 2013E 2014E 2015E 
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586.87 842.25 1035.97 1294.96 1618.7 
增长率（%） 58.61% 43.52% 23% 25% 25% 
归母净利润(百万美元) -37.05 -71.98 -25.90 6.47  16.19 
增长率（%） N N N N 100% 
每股收益 -0.09 -0.18 -0.06 0.02 0.04 
市盈率 -98.24 -50.57 -148.33 449.70 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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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电话会议摘要： 

一、费用，收入，利润，存货周转情况概述 

1. 第二季度营销费用增加是因为主要投资在服装、时尚这两个品类利润率较高的业务。同时，

第二季度用户获得成本在下降。 

同时市场营销投入加大，主要因为扩大销售品类，例如服装，母婴类。努力成为综合的网上

商城。改变品牌形象。 

2. 二季度广告投入导致销货比例下降（10%->8%），但这具有季节性，波动性。 

另外，当当市场平台交易的订单数量增长很快，但没有具体的统计。来自平台业务的营收占

总营收的比例要比自营业务的营收占的比例要多很多。 

二季度当当在树立品牌和电视广告上投入很大，这些都是为了推广服装和时尚类商品。 

3. 当当过去几个季度里，存货周转天数同比的减少有 40 天，而环比减少有 15 天。提高存货

管理和人员效率。 

4. 当当每单营收在二季度达到 150 元左右，同比增长了 24%。营收对成本的比例还会继续改

善（已从一季度 12.4 元降到二季度 11.9 元）。 

5. 公司每单营收收入增长原因：扩大销售产品，例如服装时尚类。同时这具有季节性波动。 

6. 当当二季度各个门类销售业务的利润率都有好转。书籍和音像业务的利润率不错，当当除音

像和百货但包括第三方平台的收入较 2012 年同期增长 91%，这个会影响利润率。利润率的

提高是公司一个长期目标。 

7. 第二季度：广告收入不到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由佣金和店租贡献。 

 

二、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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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当交易平台适量增加电子书数量，但绝对销量还是较小。电子书营收贡献不大，但可刺激

用户购买纸质书和其他产品。同时电子书比重很小不会蚕食影音业务。 

三、天猫 

9. 去年年底当当在天猫上开设了旗舰店，营收比例很小。当当和天猫的客户有很大差别，当当

的用户主要来自一线和二线城市，而天猫的用户通常是较小城市的年轻人群，所以在天猫上

开店可以弥补公司营销的不足，增加来自这些地区的客户。同时，和当当自己的用户相比，

来自天猫的用户每单价值比较低。但从天猫获取用户的成本较低。 

四、未来一年三个任务 和移动端 

10. 未来一年三个主要工作：首先继续扩大销售商品门类，改善目标门类，提高百货类商品的销

售贡献；公司市场平台和自营业务的销售额在二季度同比增长了 86%，其中平台销售额贡

献更大，同比增长达到 178%；公司将继续坚持这个战略，把当当做成综合性在线购物商城。

其次，公司将提高技术能力来改善运营效率，提高销售额；通过数据统计来提高交叉销量，

让用户在当当买到更多品类的商品。最后，公司移动端的布局将首先注重培养用户使用当当

移动应用的购物习惯。目前公司移动端用户获取成本要比 PC 端用户获取成本低得多。 

 

PC 端用户可能在办公室里，通常有大块时间，而移动端用户可能在乘地铁或者排队从 ATM

取钱，时间通常比较零散，当当移动应用的设计考虑了这个不同，来适应移动端购物的需求。 

二季度公司移动端流量增长迅速，占到了公司总流量的 40%；虽然移动端转化率还比较低，

但是二季度来自移动端的订单数量同比增长近三倍。另外，当当和微信目前没有商业合作。 

 

五、限时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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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限时抢购业务在二季度表现不错，主要针对当当的服装和时尚品类的高端用户。商品主要是

来自第三方卖家的过季商品，折扣较大。这两个品类商品的价值大约占公司当前整个商品价

值的一半。服装的限时抢购营收贡献很大。 

当当开展平台业务晚，规模小，吸引第三方的关键就是让他们获利。 

 

六、电商竞争 

12. 电商今年竞争没往常激烈，一是大家更理性，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些电商已经花完了

之前 2010 年和 2011 年的融资，并且没能进行新的融资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当

当的价格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低价战略是公司一直秉持的，这一点不受竞争者策略的影响。 

七、其他经营情况： 

13. 当当的药品业务刚刚起步，在试验阶段。另外，公司的价格竞争力源于运营效率，这个有赖

于当当物流成本和销售总务管理支出控制。 

14. 公司流量转化率在二季度环比和同比都有增长，同比增长有 30%。二季度每单营收为 150

元，每用户贡献营收为 293 元。 

15. 当当目前来自 APP 和 WAP 网页的流量差不多，但是来自 APP 的流量贡献大部分订单。 

16. 当当的第三方卖家情况：当当目前合作的卖家有几千家，经营各门类商品。当当市场平台上

既有品牌商也有分销商，一些品牌商开设了旗舰店。和当当合作的商家有些有平台经营经验，

他们在完成订单和递送方面更有经验。 

17. 当当平台佣金变化趋势：对于低利润率产品，比如手机，公司收取的佣金比率最低达到 0.5%，

而对于服装，箱包和时尚品类，佣金比率超过 10%，至于竞争，电商的用户群是不同的，

当当的用户群偏高端，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支付能力较高，主要分布于中国最大的 20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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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公司的定位决定了公司提供的商品门类，所以不是竞争决定电商销售何种商品，而是用

户群决定。 

18. 当当物流：目前有一半的卖家使用当当的货到付款服务。另外，公司刚刚开始为卖家提供包

装和仓储服务，这部分贡献的营收很少，但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 

19. 图书影音未来趋势：低速发展。当当二季度此类销售额增长了 22%，未来应该情况更好。 

20. 购买图书和音像类商品的新用户获得成本在二季度下降；随着公司服装和时尚类商品销售的

增加，公司愿意在高利润率的业务上增加投入，当然这个和季节性有关，公司的投入方向也

不是一成不变的。 

 

 

 

 

表 1：损益表分季度指标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3 Q1 2013 Q2 2012 Q2 
Product revenue 1,429,638 1,275,610  1,174,368 

Media 945,150 863,898  771,902 

General merchandise 484,488 411,712  402,466 

Other revenue 63,840 58,144  33,430 

Total net revenues  1,493,478 1,333,754  1,207,798 

Cost of revenues  -1,237,807 -1,104,891 -1,049,963 

Gross profit  255,671 228,863  157,835 

Operating expenses:     

Fulfillment -178,490 -184,590 -180,674 

Marketing -76,807 -43,232 -36,268 

Technology and content -46,954 -49,320 -38,778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35,005 -32,414 -30,820 

Government grants 2,664 329 2,551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net  -334,592 -309,227 -283,989 

Loss from operations  -78,921 -80,364 -126,154 

Interest income  745 8,859  9,869 

Other income (expenses), net  14,251 3,275 -5,895 

Loss before income taxes  -63,925 -4,480 -1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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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tax expense  -   - 

Net loss  -63,925 -72,710 -122,180 

Net loss attributable to common shareholders  -63,925 -72,710 -122,180 

Loss per common share:     

- Basic -0.16 -0.18 -0.31 

- Diluted -0.16 -0.18 -0.31 

Loss per ADS:     

- Basic -0.8 -0.91 -1.53 

- Diluted -0.8 -0.91 -1.53 

Net loss allocated to common shareholders used in 

loss per share/ADS calculation:  

   

- Basic -63,925 -72,710 -122,180 

- Diluted -63,925 -72,710 -122,180 

Shares used in loss per common share computation:    

Class A common shares:     

- Basic 269,087,963 268,924,378  267,983,608 

- Diluted 401,004,623 400,841,038  399,900,268 

Class B common shares:     

- Basic 131,916,660 131,916,660  131,916,660 

- Diluted 131,916,660 131,916,660  131,916,660 

ADSs used in loss per ADS calculation:     

- Basic 80,200,925 80,168,208  79,980,054 

- Diluted 80,200,925 80,168,208  79,980,054 

Other comprehensive (loss) income, net of tax of nil     

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 adjustment  -20,240 -3,697 6,634 

Comprehensive loss attributable to common 

shareholders  

-84,165 -76,407 -115,54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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