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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面对近十年风起云涌的电商革命，以及各式所谓创新商业模式，人民网

财经研究院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以民众热议的“颠覆者”京东商城为

样本，全面系统剖析其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管理架构、用户体验等，

力图为行业良性发展和有序竞争提供借鉴和经验。

我们研究的主体是：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业务相

关企业，其运营京东商城（www.360buy.com），以下简称京东。作为

比照的样本，我们选取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024.SZ），

以下简称苏宁。

我们的研究基本结论是：京东的基本商业模式并没有摆脱上一代的“类

金融模式”的格局，只不过，电子商务成为了这种新商业模式中的一个

新增变量。“类金融模式”的核心商业模式没有变化，目前正在进行的

变革，是类金融模式的升级过程。

从商业模式看，B2C 难以摆脱低毛利陷阱，走类金融模式，是现有零售

电商业者突破的最可能途径。用一句话概况：B2CB2CB2CB2C已死，类金融求生。

“市场规模大、高标准化、毛利低”的产品领域，是京东深耕的核心领

域。京东商城在运营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加之产品选择的特点，使

得京东商城主业相关毛利长期维持低位，其他业务收入将成为提升利润

的主要切入口，但依靠这些收入盈利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倾向于认为，

京东的现金收益率，是决定京东能否盈利的关键。

关键点在于：目前的京东还没有找到足够超越主营业务亏损、高回报的

现金使用渠道。与此同时，京东自身特点和行业环境，使得京东商城用

户获取成本短期难以下降，良性生态形成还需要巨大的投入，人员急剧

膨胀，带来的成本上升及管理挑战无可回避。

京东商城未来或转向“零售+投资”的路径。不过，京东商城的股权结

构，其投资业务与京东的估值问题、投资人的变现问题纠缠到了一起，

正是由于各种约束的存在，京东的转向存在诸多困难。

京东的销售额连年大幅度上涨，但根据我们的估算，估值水平每年都在

大幅下降，估值水平的连年下降，说明投资者对京东的认同程度在下降。

B2CB2CB2CB2C已死，类金融求

生

投资者对京东的认

同程度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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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比照的对象，我们判断：苏宁云商的收入将地产化。这家公司

基于类金融模式的资金积淀，将在大规模转向商业地产。苏宁云商未来

的架构中，零售业务（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成为成本中心、资金中

心，商业地产业务成为主要利润中心的架构。由此，苏宁云商也将转化

为利润的主要来源于地产业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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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东模式本质：类金融

虽然缺乏透明的数据，但是京东有很多可比的公司，苏宁易购可以作为

京东商城业务特点的参考对象。

图示：苏宁易购和京东的业务模式核心是一样的

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就基于我们发现的主要 B2CB2CB2CB2C厂商的财务特点：负现

金流需求。

我们将“现金流需求”定义为企业为满足业务必需，需要企业另行筹集

的现金需求。流动资金供给与需求间的差额反映了公司的净现金需求。

如果现金流需求为负，则企业的经营周期内不仅不需要提供资金，反而

会从生产经营中产生一定的富余现金。

作为一个可比照对象，可以发现，苏宁易购的现金流需求就是为负的。

专栏 1111：苏宁易购已没有净资本，资金由供应商占款支持

苏宁易购于 2010201020102010年 12121212月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500050005000万元，其中，苏宁出

资 3000300030003000万元，对应 60%60%60%60%的股权。

苏宁中报显示，苏宁易购少数股东权益为-2030.2-2030.2-2030.2-2030.2万元，根据股权比例

计算，注册资本已经于 2012201220122012年 6666月 30303030日前耗尽。

苏宁易购的账面资金来源，应该源于对供应商的占款。2012201220122012年，苏宁

线上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52.1152.1152.1152.16666亿元。虚拟产品代售业务规模约 11115555亿元。

据苏宁 2012201220122012年业绩快报，2012201220122012年半年度报告

京东相对于苏宁易购（苏宁旗下在线零售平台）而言，是一个领先者，

基于苏宁易购的数据比照，我们的判断是：与苏宁易购表现类似，京东

产品流向

客户

反馈

市场

反馈

产品

供应
销售与

服务

苏宁易购已没有

净资本，资金由供

应商占款支持

厂商 客户

资金流向

京东////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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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也具有“负现金流需求”的财务特点。京东来自应付款项的资金来

源，大大高于生产经营上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的资金占用。

负经营现金流需求，是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展开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京

东商业模式的本质。

为了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模式，我们将这个模式归类为：类金融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内涵，过去几年有非常多的讨论。苏宁和国美电器是类

金融模式的主要开创者。

负现金流需求，是这

个商业模式能够展开

的前提条件，也决定

了京东商业模式的本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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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京东财务特点的推断

国美和苏宁急剧扩张之时，关于类金融模式的讨论非常多。类金融模式

基本的框架就是：企业利用规模优势和渠道优势，吸纳、占用供应商的

资金，通过滚动方式供自己长期使用，从而得到快速扩张、多元发展的

经营模式。

类金融模式保证苏宁与国美获得运营资金，并支持了苏宁与国美主营业

务的快速发展。总体而言，国美运用类金融模式比苏宁更加激进，后来

由于实际控制人黄光裕犯罪问题，国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苏宁则相对

稳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集团。

如果从类金融模式来考察企业，苏宁是一个比较好的比照对象。我们推

断，京东商城应具有类似特点，并在部分领域会表现得更加极端。

整体上，企业占用供应商资金的基本方式是，加快收款，拖慢付款。在

运营中，类金融模式的财务特点主要体现在“五高五低”。

1，应付款项高、低银行借款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主要财务概念图示如下。

专栏：主要财务概念图示

京东的下游是一般网购消费者，采取线上支付的为即时到帐，货到付款

则在24小时左右。在在上游向供应商或者贸易商采购，收到现金之后，

有一段时间的结账周期。若平均帐期45天，则可以获得年销售额的1/8，

压款。以京东2012年600亿销售额为例，平均月滚动压款75亿元。

类金融模式的财务

特点主要体现在

“五高五低”。我

们推断，京东商城

应该都符合类似的

特点，而在一部分

领域会表现得更加

极端
付现

销售
存货周期 应收帐款收账周期

现金周期应付帐款周期

营业周期

收
回
现
金

外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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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开资料没有显示京东在银行有大量贷款，从企业民营属性、

公司连续亏损的企业基本面看，京东应该没有条件从银行取得大量贷

款。

因此，总体上，京东体现出应付款项高、低银行借款的财务特点。

2， 资产负债率高、有息负债率低或者为零

由于应付款项高，低银行借款。其中，基于京东对供应商的地位，应付

款项可能没有利息支出，其带来的现金还会带来利息收入，因此在资金

构成中，京东总体的特点是高资产负债率和低有息负债率。

3，利息收入高、利息支出低

由于前述第二个特点，我们预计京东的利息收入高，利息支出低。

另一个方面，这可以从京东创始人、CEO刘强东透露的数据可以看出

（2013年3月23日，刘强东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创业创新领导力论

坛”上的讲话）。京东来自金融的收益去年（2012年）达到1.5亿，今

年（2013年）至少3.5亿。

4，净现金需求越来越少，亏损越来越大

在初期，由于在线零售冲击了原有销售体系，销售规模也不大，话语权

有限，货源存在问题，随着京东销售规模的扩大，净现金需求的趋势是

需求越来越少。

我们预计，目前的情况下，京东的净现金需求可能为负，即京东在经营

的过程中，现金应该在被不断生产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金在经营过程中被不断生产出来，但并不代表企

业就会盈利。事实上，对于京东而言，很多现金被以亏损或固定资产投

资的方式消耗。这是京东不断补充资本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京东商城在运营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在此情况下，京东的低价就只

能靠超低毛利率和巨额亏损来维持，但是单纯烧钱的方式显然是无法持

续的。

图表：2011201120112011年京东和苏宁运营效率对比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京东 苏宁

成本费率 10.4% 10.5%
其中

物流 6.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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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3% 1.29%
其他费用 1.5% 8.61%

实现销售收入 210亿元 939亿元

净利润 -10亿元 48亿元

应付帐款周期 38天 36天

库存周转 35天 54天

通过对比可以有如下的结论。

1）电商与传统实体并无成本和竞争优势，双方运营成本基本相同。京

东 2011 年净亏损率达 5%左右，反映京东在商业运营上的困境。

2）苏宁基于长期大规模采购所具备的议价能力和采购成本优势，苏宁

可能在供应商方面的价格空间更大。

3）京东需大量投入广告以维持流量增长。没有巨大的广告推广投入，

京东将无法获得不断增长的流量。

4）应付帐款周期：京东的应付账款周期为 38天，苏宁的为 36天，京

东没有在厂商合作模式上有所突破。

5）库存周转。京东较之有一定优势，但库存周转并不是单纯运营效率

高低的问题，“销售产品越单一，销售地域越集中”，库存周转就具有天

然的优势。品类的不断拓展，SKU（Stock Keeping Unit，最小存货单

位）数量几何增长，长尾商品增多，配送地域也在不断扩大，京东能否

保持目前的库存周转，甚至是否能比苏宁做的更好，尚未有定论。从京

东早期披露的库存周转在 15天，到后来公开的 35天，京东面临巨大

挑战。

6）人员薪资成本。按照前期相关数据简单估算（2万人，人均按 5万

元/年计算），京东每年估计有 10亿元以上的人员薪酬成本。

7）由于主营业务收益空间不大，京东必须找到其他领域的收入来源。

由于现金是京东的重要资源，因此走类金融模式是注定的。

5，毛利率较低，其他业务收入走高是趋势

由于类金融模式的特点，高标准化的、低毛利、销售规模大的产业，供

应商竞价能力低，是类金融模式最容易切入的领域。我们估计京东未来

的毛利率会上升，但幅度有限，并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低毛利率情况。

我们估算，2012 年京东商城的综合毛利在 6%左右，亏损率 5%。

我们估计京东将

长期保持低毛利

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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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东的发展趋势看，主营业务毛利率很低，其他业务收入将成为主要

切入口，未来规模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专栏：京东主业相关的其他收入

（不完全列举，相关数据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利息收入：沉淀资金形成。通过存款利息和银行理财产品获得。

毛利保证：保证京东的总毛利额不低于 100 万元，若低于 100 万元，供

应商必须补足。

品牌服务费：每个厂商估计 20 万元。

促销费：促销活动中供应商需要承担部分成本。

广告费：在京东商城网络首页、频道位置的焦点图、Banner 广告位置

及多个入口位置对供应商收费。

依靠这些收入能否盈利，存有悬念。我们倾向于认为，京东的现金收益

率，是决定京东前途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类金融模式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零售业务，解决资金来源、

资金周期和成本问题；一个是投资，解决投资收益问题。

京东的零售业务，决定了其能够动用的资金规模、使用时间和资金成本。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供应商控制力。

京东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投资收益问题，这些投资可以进入债权、债券、

证券投资、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其他投资等，接下来逐个展开。

由于主业相关毛利

很低，其他业务收

入将成为主要切入

口，依靠这些收入

能否盈利，存有悬

念，我们倾向于认

为，京东的现金收

益率，是决定京东

前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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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东模式的支柱（一）：供应商控制力

由于资金主要来源于供应商，那么对供应商的控制力越大，才能够享受

的信用期越长，来自其他方面的收益也越多。

京东商城的销售规模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这是京东对供应商

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销售规模决定了可能的融资规模。

专栏：京东的供应商控制力

目前京东拥有 13000130001300013000多个 POPPOPPOPPOP平台卖家。从实际情况来看，京东目前

以经销为主，开放平台商品数量占总数约两成。

京东商城的 POPPOPPOPPOP平台模式下，商家所有交易额在账期内都在京东账户

里。商家与京东采取 3333种方式结算，结算周期分别为一个月、半个月

和每自然旬，加上 15151515天对账期，长的账期可达 45~6045~6045~6045~60天。

供应商对于京东的结款周期说法不一。从 60606060天到 120120120120天不等。若取平

均值 90909090天计，京东 2012201220122012年应付货款大约 148148148148亿元。

其中，在提升与供应商的谈判筹码、在决定供应商控制的诸多因素中，

如下几个方面比较重要。

1111，产品选择

京东的主要产品在 3C 领域，这个领域的产品符合“市场规模大、高标

准化、毛利低”的特点。高标准化的、毛利低的产业，供应商竞价能力

低，这些领域主要分布在家电、3C 领域。我们认为，京东将继续在此

领域深耕。

2222，对消费者的服务价值

销售的实现必须通过消费者实现，所以如何保持庞大的客户数量，是京

东的核心利益。京东必须持续以低价和优质服务吸引消费者，以保持竞

争优势。

现阶段，网购用户价格非常敏感，那么用户获取成本就会非常高。电商

网站自己贴钱让利，吸引购物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仅仅以价格敏感为

驱动力，吸引来的用户，是否具有粘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图表：消费者对于网商的购物体验

“市场规模大、高标准

化、毛利低”的产品领

域，是京东深耕的核心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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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民网财经研究做了抽样调查，调查时间为 3333月 22222222日-3-3-3-3月 26262626日，参与调查者

网购年龄最长者 10101010年，最短短 3333年，平均网购年龄为 5.475.475.475.47年。因样本数量有限，

调查仅供参考。

基于用户价值考虑，京东必须持续投资于物流、IT 系统以提升用户体验。

目前，京东在致力于一个良性生态循环。

图表：良性电商生态

效率提

升

订单规

模上升

供应商

议价能

提升购

物体验

重复购

买率提

规模效

益提升

不过，现阶段京东自身特点和行业环境，使得京东商城用户获取成本短

期难以下降，良性生态形成还需要巨大的投入。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的

理由：

1）竞争，天猫（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电商平台，tmall.com）平台式电商

拥有大规模自有用户，数据丰富，并开始完善物流体系；苏宁、国美在

京东自身特点和行

业环境，使得京东

商城用户获取成本

短期难以下降，良

性生态形成还需要

巨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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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的布局正在完善；以易迅（腾讯旗下平台，51buy.com）为

代表的追兵携社交网络之优势，依靠母公司强大的财力支持，都具备超

越京东的潜力。

2）用户习惯。用户对价格敏感，导致价格战、高强度广告营销等现象，

这些造成行业性的用户获取成本高，且缺乏粘性。

专栏：用户成本

根据我们的访谈资料调查，网商平均需要花费 180180180180元才能获得一个客

户，最低的成本是 30303030元————50505050元。另外，目前单个订单金额平均在 161616160000

元左右。80%80%80%80%的人只购买 150150150150元————180180180180元的商品。

来源：业内访谈资料

3）人员成本，京东的员工数量正在急剧增长。人员扩张带来管理成本

上升，管理难度上升，效率可能下降。

3333，对供应商的渠道价值

网点规模、布局及销售规模是零售企业的主要价值点。京东商城一贯宣

传其销售规模及增长，其重要作用之一就包括对供应商的渠道价值影

响。事实上，要扩大对供应商的控制力，京东商城必须持续扩大销售规

模。

持续扩大销售规模，需要放弃毛利。这就是京东亏损的主要原因。

图表：京东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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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京东模式的支柱（二）：现金收益模式

从付款条件看，京东再次向供应商挤压的空间已经不大，自我挖潜，是

提升毛利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推断，即使京东零售毛利上升，上升空

间也非常有限。

专栏：京东的管理问题

依靠 ITITITIT技术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是大型零售商普遍采取的方式，京东

近几年开始加大对 ITITITIT技术的重视，希望利用 ITITITIT技术与供应商实时交换

商品销售数据、运输及订货信息，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有能力持续实

现降价销售。当然，京东 ITITITIT系统建设才刚刚开始，全面通过技术手段

提升效率，还需要时间沉淀下来的经验做铺垫。

除了花费京东大量资金外，还需大量人力资源投入。京东在 2012201220122012年就

展开了大规模的招聘，2012201220122012年 3333月，据 TechWebTechWebTechWebTechWeb引述京东的消息，仅

在 2012201220122012年前两个月，就新增员工 4000400040004000余人。新增人员 80%80%80%80%进入供应

链和服务体系，主要负责技术研发、采销系统、仓储系统、以及客服

系统。

可以预期的是，人员急剧膨胀，带来的管理挑战无可回避。

通过零售业务，京东商城积累了大量的现金，但也必须为此付出巨大成

本。如果这些现金使用不善，或者收益率不高，则会引发重大风险。

目前，在财务收益方面，是现金收益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对

照，继续在财务收益方面有所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苏宁的财务费

用水平可以做一个参考。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对于可参照对象的苏宁，虽然冠以“云商”的帽

子，但其本质依然走的是“零售+地产”模式。

地产业务拥有比零售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此“零售+地产”的模式，

可以将零售带来的庞大现金流充分利用起来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图表：现金的财务收益

2012 年 2011 年

京东商城 3 亿元 1.5 亿元

苏宁云商（根据财务费用

项目计算）

1.7 亿元 4.0 亿元

人员急剧膨胀，带

来了管理挑战无

可回避

自我挖潜，京东是

提升毛利的主要

手段，因此我们推

断，即使零售毛利

上升，但是上升空

间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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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其未来的格局是：随着零售竞争激烈化，零售越来越成为成本

中心，但会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商业地产利润中心的基础。

专栏：苏宁的房地产投资

截至 2012201220122012年 6666月 30303030日，苏宁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原价合计 44.744.744.744.7亿元，

其中 2012201220122012年上半年，新增 7.67.67.67.6亿元。

苏宁投资性房地产账面金额 2012201220122012年三季度末为 12121212亿元。比年初数增

加 68%68%68%68%。这些增加部分，主要系苏宁将自有物业转租，来源于苏宁的

固定资产项目。

数据来源：苏宁 2012201220122012年三季报；2012201220122012年半年报

京东商城必然转向“零售+投资”的模式，但股权结构决定了京东的资

本运作路径，京东自身现金投资业务与京东的估值问题、投资人的变现

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正是由于各种约束的存在，京东的转向受到约束。

我们判断，京东账面现金使用局限于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

具体而言，将现金用于银行理财业务是很多现金富裕的上市公司的共同

做法，我们估计这也是京东现金使用的主要方式，刘强东透露其在 12

年的金融收入是 3 亿元。按照其可动用现金资产估算，其收益率在年率

5%左右。

京东不太可能大规模展开房地产投资，若其要上市，不符合投资者的要

求。虽然以物流中心建设囤地，可以获得土地增值收入，但这些部分很

难变现，并确认为利润。

将占用资金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符合公司定位，投资期间也不匹配。

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太大，这取决于京东股东的态度。京东拥有比较

好的投行关系，不排除在这些方面有所投资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见到的领域是小额贷款和以供应链金融为突破口

的金融领域。在我们看来，京东还没有找到足够超越主营业务亏损的高

毛利回报的渠道。

专栏：京东的金融业务

供应链金融服务，是以商业企业信用为基础保证，以应收账款做抵押，

由银行向商业企业上游供应商提供的一种短期贷款业务。

京东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已从五大国有银行以及数家股份制银行，申请

了总计 50505050亿元的授信额度。

此模式下，供应商在完成对京东的送货后即可与京东对账，核对无误

后，京东给银行指令，银行将货款金额提前给供应商结清。待账期规

定的结款账期日到达，京东将货款（本金）还给银行，供应商则将手

续费（利息）付给银行，利息计算从供应商得到货款日开始到京东还

款日为止。有报道称，供应商资金成本相当于 7%7%7%7%的年化利率，京东可

将现金用于银行理

财业务是很多现金

富裕的上市公司的

共同做法，我们估

计这也是京东现金

使用的主要方式



15

从中获得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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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控制：速度的意义重大

类金融模式的重大风险就是挤兑。一旦“应付款项”受到挤兑，公司就

会破产。因此，类金融模式风险的防控，就是通过提升速度，打通资金

循环体系。

图表：资金循环体系

销售规模提升||||

����账面浮存现金上升||||

����低成本资金用以扩张规模||||

����进一步提升零售渠道价值||||

����更多的账面浮存现金||||

从资金循环中可以看出，在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中，存货周转要快，高

效的营运速度就会使得大量资金沉淀。如果速度放慢，资金积累速度下

降，现金积累就会下降，现金的流失，会导致连锁反应，包括竞价地位

下降、付款周期变短，进而进一步压缩现金流，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京东的关键指标如下表。

图表：京东的现金状况

2012201220122012年 4444月

2012201220122012年 8888月

2013201320132013年 2222月

根据京东 CEOCEOCEOCEO刘强东公布数据整理

不少于 60 亿元

87 亿元

超过 1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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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京东的 IPO 问题

对于京东而言，IPO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其股东都是股权投资人，

其进入京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京东做大以后，高回报退出。

京东上市的首选地是美国等海外资本市场，面对近几年中资概念股的神

话褪去，京东若不能实现较好的财务指标（营收、毛利率等），在美国

市场 IPO 难度较过去增大不少。

京东已经进行了 4 轮融资，相信推动京东尽早上市成为各方最优选择。

基于京东特殊的商业模式，如何给京东估值，成为横亘在上市之门的一

道难题。

京东估值的比照对象为亚马逊，由于京东没有实现盈利，以销售收入倍

数为基准估值。但是，究竟定价到销售收入的多少倍，是一个争议问题。

一般的比较看，亚马逊毛利率达 20%，是高速发展的盈利企业，而京东

净亏损，依照京东的情况，股值标准会有所折扣。如果定价为销售额的

0.5 倍，京东商城预计 2013 年销售收入 700 亿元，则京东商城的估值为

350 亿元。

2011 年京东 C 轮融资时，俄罗斯亿万富豪乌斯马诺夫投资 5 亿美元获

得 5%股份，若 5 亿美元完全用于增资扩股的话，则京东彼时估值 100

亿美元，市销率约 3 倍。也有业内当时称当时的估值是 72.5 亿美元，

按此计算的市销率为 2.2 倍。

2012 年 5 月，京东在香港召开上市前的推介会。会后传出的消息显示，

京东希望获得的估值为 100-120 亿美元，但投行估值则为 60 亿美元，

2011 年销售收入 210 亿元，对应的市销率约 1.5 倍。

目前的 D 轮融资时，2012 年销售额是 600 亿元，估值 72 亿美元。此时，

估值水平是市销率约 0.7 倍。

京东能否顺利上市，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盈利，更取决于美国等海外投资

者对京东的认同，销售额在上涨，但估值水平每年下降一半，说明了投

资者对京东的认同程度在下降。

无论如何，如果京东要赢利的话，取决于几个变量：营收的规模；可自

由动用的现金占营收的比例；亏损率和现金的年回报率。

销售额在上涨，但

估值水平每年下降

50%，估值水平的

连年下降，说明了

投资者对京东的认

同程度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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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最低现金回报率的测算

主营收入 100 100 100

可使用现金

（占收入比重）

1/6 1/12 1/24

亏损率 1% 1% 1%

要求最低年收益率 6% 12% 24%

上表分别设定了可投资用现金占总营收的 1/6，1/12，1/24 的情况，分

别对应完全使用供应商 2 个月、1 个月和半个月的压款，在这三种情况

下，亏损率每变动 1 个百分点，要求的年现金回报率分别要变动 6%，

12%和 24%。

综合各种信息来源判断，目前京东的亏损率在 5%以上，从这个简单测

算可以看出，若要补偿这个亏损，若使用供应商压款 2 个月的资金，则

现金收益率要达到 30%，显然，大多数行业的收益率太低，并不足以补

偿这个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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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京东模式的关键词

我们用几组关键词来概括京东商业模式的关键。

1111）类金融，商业模式无根本性创新

与传统零售企业相比，京东商城在商业模式上并无根本性创新，目前也

并不具备被市场一致认为的“成本优势”。京东商城或许会转向“零售

+投资”的路径。不过，京东商城的股权结构，其投资业务与京东的估

值问题、投资人的变现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正是由于各种约束的存在，

京东的转向存在诸多困难。

2222）长期低毛利

“市场规模大、高标准化、毛利低”的产品领域，是京东深耕的核心领

域。京东商城在运营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加之产品选择的特点，使

得京东商城主业相关毛利长期维持低位，另外， 基于迅速打开规模的

考虑，确保资金池安全以及历史路径依赖，京东必须持低毛利策略。

3333）估值水平遽降

根据公开的数据计算，京东的销售额连年大幅度上涨，但估值水平每年

下降一半，估值水平连年下降，说明了投资者对京东的认同程度在下降。

3333）现金使用是关键

其他业务收入将成为提升利润的主要切入口，但依靠这些收入能否盈

利，存有悬念。因为投资和货款结算周期的原因，京东商城账目现金积

累较多。筹划账面现金与账期匹配的投资可以获得收益。这也决定了京

东最终能否盈利，能否可持续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京东的现金收益

率，是决定京东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

4444）燃烧的京东

京东还没有找到足够超越主营业务亏损的高毛利回报的现金使用渠道。

与此同时，京东自身特点和行业环境，使得京东商城用户获取成本短期

难以下降，良性生态形成还需要巨大的投入，人员急剧膨胀，带来了管

理挑战无可回避。

京东的现金收益

率，是决定京东的

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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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论：京东商城的商业模式没有根本创新，成本没有显著优势。京

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良性商业生态形成、IT 技术、物流体系仍需

大量投入。苏宁云商、易迅等极具挑战的竞争，甚或被超越。京东未来

仍需大量资本注入。投资者需要为下一轮融资做准备，其海外上市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

本报告是基于研究员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并已落实内部信息核实

流程，但本单位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

料、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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