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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96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855,786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342,314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相关报告 

1 亚马逊2018Q4财报解读——电商增

速放缓，云计算稳健增长，看好印度市

场发展 

2 阿里巴巴 FY2019Q3 财报解读——

单季营收首破千亿，战略投资布局未来 

3 唯品会2018Q4财报解读——回归服

饰特卖优势，用户粘性持续提升，物流

规模效应初显 

4 拼多多2018Q4财报解读——季度新

增买家数持续减少，营销费用激增，经

营模式风险较大 

5 京东2018Q4财报解读——营收增速

持续放缓，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保持稳健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苏宁易购 10.94 1.43 1.91 0.27 7.65 5.73 40.52 买入 

永辉超市 10.13 0.15 0.24 0.31 67.53 42.21 32.68 增持 

家家悦 21.95 0.92 1.02 1.15 23.86 21.52 19.09 增持 

南极电商 10.27 0.54 0.48 0.66 19.02 21.40 15.56 增持 

天虹股份 13.18 0.75 0.89 0.98 17.57 14.81 13.45 增持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618 购物节交易额增速大幅放缓，电商激战正酣：京东到家加速推进市场

下沉，生活服务收入逐步放量；阿里重启聚划算加码低线市场，同时加大

平台新品首发力度，淘宝直播强势带货；拼多多简单粗暴的百亿补贴助力

品牌产品下沉；苏宁持续扩展零售云/百货线下零售场景，以旧换新拉动销

售增长。在线上红利减退背景下，单一的满减、降价等传统促销手段较难

产生可持续的销售增量，具备深度用户洞察、配套创新营销方式、拥有更

全零售场景的企业有望在促销季实现更强劲的销售增长。 

 京东全网销售额占比稀释，618 销售增速大幅下滑。2019 年是京东 618
十六周年庆，电商行业迎来了最激烈的一次 618 酣战，天猫、苏宁、拼多
多均加大促销力度，推进市场下沉和用户拉新。根据京东公布的 618 战报，
2019 年 6.1-6.18 日京东累计下单金额达 2,015 亿元，同比增长 26.57%。
据星图数据统计的 50 家电商销售数据，2019 年 618 期间全网销售额为 3,
180.75 亿元，同比增长 11.81%，较去年同期 80.82%同比增速大幅下滑。
京东全网销售额占比从 2017 年 76.2%稀释至 2019 年 63.3%。与天猫主导
的“双十一”相比，618 购物节“弱京东化”趋势更加明显。 

 市场下沉&品牌上新双向引流。本届 618 京东通过城市接力赛和京东到家
加速市场下沉；天猫本届 618 重启聚划算、天天特卖等营销平台，低线市
场销售增长强劲；拼多多品牌产品享受“百亿补贴”，3C 品类下沉市场订
单增速首次超过一二线城市；苏宁依托苏宁拼购以及零售云等场景下沉低
线市场。在产品方面，各电商平台核心品牌均加大上新力度，有效引流的
同时优化产品销售毛利率，为品牌商留出在线营销/交易佣金的货币化空
间，部分抵消大促带来的毛利率下滑影响。 

 直播带货/服务性收入增长/家电以旧换新成为新消费趋势。本届 618 购物
节，行业龙头尝试跳出满减、降价等传统促销方式，发展内容直播、以旧
换新等拉动销售增长。京东今年重点发展生活服务，活动期间互联网医院
问诊量同比增长 36 倍，汽车安装服务销量同比增长 105%，服务性收入同
步放量。淘宝继续深化内容生态优势，618 期间淘宝直播成交额达 130 亿
元，低线市场直播成交额近半，有效推进市场下沉和销售增长。苏宁在家
电行业销售下行背景下，响应国家政策，推动“以旧换新”服务，与 360
合作提供消费补贴，拉动家电 3C 新品销售，推动电视销量强劲增长。 

 风险提示事件：（1）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可选消费持续疲软，行业销售规
模增速大幅低于预期；（2）线上红利加速消退，营销投入持续加大，获客
成本快速攀升；（3）核心业务壁垒较弱，难以维持竞争优势，盈利能力下
滑，难以为业务拓展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4）战略扩张遇到瓶颈，新业
务亏损拖累上市公司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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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销售增速下滑，电商营销推陈出新    

京东全网销售额占比稀释，618 销售增速大幅下滑 

 2019 年是京东 618 十六周年庆，电商行业迎来了最激烈的一次 618 酣

战，天猫、苏宁、拼多多均加大促销力度，推进市场下沉和用户拉新。

根据京东公布的 618 战报，2019 年 6.1-6.18 日京东累计下单金额达

2,015 亿元，同比增长 26.57%。据星图数据统计的 50 家电商销售数据，

2019 年 618 期间全网销售额为 3,180.75 亿元，同比增长 11.81%，较

去年同期 80.82%同比增速大幅下滑。京东全网销售额占比从 2017 年

76.2%稀释至 2019 年 63.3%。与天猫主导的“双十一”相比，618 购

物节“弱京东化”趋势更加明显。 

图表 1：京东 618 销售额及全网占比 

 

来源：京东 618战报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天猫双十一销售额及全网占比 

 

来源：星图数据 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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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下沉&品牌上新双向引流 

 从 618 销售数据来看，京东传统优势品类通讯 /图书同比增长

357%/525%，美妆护肤品类销售增长强劲，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五星电

器有效拓展京东线下销售场景，大促期间自营门店成交额同比增长

55%+；通过城市接力赛加速市场下沉。天猫本届 618 重启聚划算、天

天特卖等营销平台，低线市场销售增长强劲。拼多多维持农副产品优势，

平台 GMV 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在家电、家装等品类，拼多多主打“百

亿补贴”促销策略，品牌产品大幅减价，3C 品类下沉市场订单增速首次

超过一二线城市。苏宁依托苏小团、苏宁拼购以及线下百货/低线市场零

售云等全渠道零售场景，订单量同比增长 133%。 

图表 3：电商平台销售数据对比 

 

来源：各电商平台 618战报 亿邦动力网 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产品方面，各电商平台均加大上新力度，有效引流的同时优化产品销

售毛利率，为品牌商留出在线营销/交易佣金的货币化空间，部分抵消大

促带来的毛利率下滑影响。京东 618 期间 90%的核心品牌在“京东小魔

方”频道进行新品首发，618 期间新品及反向定制商品下单金额同比增

长 289%（京东 618 战报）；天猫 80%的核心品牌通过官方新品首发频

道小黑盒上新（星图数据）；苏格拉宁与江小白等品牌 IP 联名款产品以

及老板、创维、惠而浦等品牌均选择在苏宁平台首发新品。 

图表 4：电商平台用户拉新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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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电商平台 618战报 亿邦动力网 中泰证券研究所 

 

直播带货/服务性收入增长/家电以旧换新成为新消费趋势 

 本届 618 购物节，行业龙头尝试跳出满减、降价等传统促销方式，发展

内容直播、以旧换新等拉动销售增长。京东今年重点发展生活服务，活

动期间互联网医院问诊量同比增长 36 倍，汽车安装服务销量同比增长

105%，服务性收入同步放量。淘宝继续深化内容生态优势，618 期间淘

宝直播成交额达 130 亿元，低线市场直播成交额近半，有效推进市场下

沉和销售增长。苏宁在家电行业销售下行背景下，响应国家政策，推动

“以旧换新”服务，与 360 合作提供消费补贴，拉动家电 3C 新品销售，

推动电视销量强劲增长。 

图表 5：电商 618 新趋势 

 

来源：各电商平台 618战报 亿邦动力网 36氪 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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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可选消费持续疲软，行业销售规模增速大幅低

于预期； 

 （2）线上红利加速消退，营销投入持续加大，获客成本快速攀升； 

 （3）核心业务壁垒较弱，难以维持竞争优势，盈利能力下滑，难以为业

务拓展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4）战略扩张遇到瓶颈，新业务亏损拖累上市公司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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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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