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18-117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助力公司互联网零售战略转型深化，进一步丰富苏宁生态圈，提升竞争力，

在实现产业协同效应的同时也能获得财务回报效应，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产业基金。

公司与苏宁润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润东”）管理的南京苏宁

润东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苏宁润东”）、苏宁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集团”）、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光证资管-招

商银行-苏宁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光大证券资管”）共同签署江苏

疌泉苏宁润东新消费服务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宁润东新消费

基金”、“基金”）《合伙协议》，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50 亿元，

其中普通合伙人南京苏宁润东认缴出资额 0.5 亿元，有限合伙人江苏省政府投资

基金认缴出资额 10 亿元、苏宁电器集团认缴出资额 19.5 亿元、公司认缴出资额

5 亿元、光大证券资管认缴出资额 15 亿元。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各合伙人首期

出资比例为总认缴出资额的 40%，2018 年 1 月 29 日公司向该基金支付首期出资

款 2 亿元（具体详见 2018-012 号公告）。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最新运作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有限合伙人苏宁电器集团拟将其持有的 5 亿元份额转

让给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为南京市人民

政府全资公司），基于上述转让的基金份额的实缴情况及基金净资产账面价值，

苏宁电器集团拟以 2 亿元转让前述份额。本次基金引入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丰

富基金出资人结构，提升基金竞争力，公司决定放弃对上述拟转让份额的优先购

买权。 



 

 

2、关联关系 

苏宁电器集团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法人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苏宁电器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

与苏宁电器集团构成了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由于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苏宁电器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比例超过 0.5%，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基于

此，本次交易已提交公司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孙为

民先生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淮海路 68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卜扬 

注册资本：171,42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14092103D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专用照明电器、

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和电气信号设备加工制造，房屋租赁、维修，物业管理，室

内装饰，园林绿化，经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酒店管理，汽车出租，健身服务，

票务服务，停车场服务，百货、黄金、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鲜花、国产及进

口化妆品、电梯、机电产品、建筑工程设备、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洗

衣服务，柜台、场地租赁，国内商品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人才培训，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的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企

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中、西餐制售，音像制品零售茶座，卷烟、烟丝、雪茄

烟零售，国内版图书、期刊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住宿，



 

 

酒吧，洗浴，游泳，电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卜扬、张近东分别持有苏宁电器集团 50%股份。苏宁电器集团（母公司）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09 亿元，净利润 1.04 亿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64.04 亿元。 

苏宁电器集团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法人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苏宁

电器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疌泉苏宁润东新消费服务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198 号 3 单元 10 楼 1001 室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7 年 12 月 5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普通合伙人南京苏宁润东认缴出资额 0.5 亿元，有限合伙人江苏省政府投资

基金认缴出资额 10 亿元、苏宁电器集团认缴出资额 19.5 亿元、公司认缴出资额

5 亿元、光大证券资管认缴出资 15 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普通合伙人、有

限合伙人首期出资比例为总认缴出资额的 40%。 

本次苏宁电器集团转让份额，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0,037.57 - 

负债总额 - - 

应收账款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

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200,037.57 -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57.71 - 

净利润 -157.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508.58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2018 年 2 月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完成全部首期实缴出资，资

金到位后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开展相关投资业务，2017 年未开展实际经营，无相关财务

数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苏宁电器集团拟将其持有的 5 亿元份额转让给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基于上

述转让的基金份额的实缴情况及基金净资产账面价值，苏宁电器集团拟以 2 亿元

转让前述份额。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转让后，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将成为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公司及南京苏宁润东、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苏宁电器集团、光大证券资管及南

京市产业发展基金将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基金的具体情况 

（1）基金名称：江苏疌泉苏宁润东新消费服务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2）基金规模：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 50 亿元，首期出资比例为总认缴出资

额的 40%。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1 南京苏宁润东 普通合伙人 5,000 1 

2 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0 

3 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人 50,000 10 

4 苏宁电器集团 有限合伙人 145,000  29 

5 苏宁易购 有限合伙人 50,000 10 

6 光大证券资管 有限合伙人 150,000 30 

合计 - - 500,000 100 

（3）出资方式及出资进度：所有合伙人均为人民币货币出资。除首期出资

外，本合伙企业出资根据投资业务的实际需要分 2 期缴付，各期出资为总认缴出

资额的比例分别为 30%、30%。 

（4）基金期限：6 年，其中投资期为 3 年，退出期为 3 年，需要继续延长



 

 

的，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可以延长，每次延长 1 年，延长不超过 2 次。 

（5）投资方向：以消费升级为投资主题，对互联网零售、文娱体育、消费

金融和现代服务及技术等领域进行产业并购投资。 

（6）退出机制：可通过转让基金份额方式退出或基金到期清算退出。 

（7）会计核算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

规定的、反映本合伙企业交易项目的会计账簿并编制会计报表，每年 4 月 30 日

前向全体合伙人提交上一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 

2、基金的管理模式 

（1）基金管理人：南京苏宁润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向

南京苏宁润东分配普通合伙人收益； 

基金聘请苏宁润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管理人，辅助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本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和运营管理服务，基金向苏宁润东支付管理费。 

（2）决策机制：执行事务合伙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其执行合伙事

务的内部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选聘或

委派，经本基金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确定。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无一票否决

权。 

（3）收益分配机制：基金投资所得收益，在扣除项目实际支出费用及预计

费用后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①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取得其实缴的累计出资额； 

②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取得其实缴的累计出资额； 

③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使得各有限合伙人取得就其实缴的累计出资额为

基数按 8%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金额； 

④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使得普通合伙人取得就其实缴的累计出资额为基

数按 8%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金额； 

⑤经过上述四轮分配后仍有可分配的收益，为超额收益。超额收益不超过本

金 200%的部分，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在有限合伙人中按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超额收益超过本金 200%的部分，3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70%在有限合

伙人中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4）风险承担：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



 

 

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

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交易情况，将按照相关制度履行持续信息披露。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与关联人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引入有限合伙人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将丰富其出资人

结构，增强基金市场竞争力，也将有助于推动基金投资业务的开展，增强基金的

投资回报。 

本次公司放弃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的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公司持有苏宁润东

新消费基金的份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服务 

（1）公司子公司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江

苏苏宁易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苏

宁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签署 2018 赛季广告

合作协议，2018 年赛季广告赞助开展合作，合同总金额 2,500 万元。年初至本公

告日，公司子公司已支付 1,280.00 万元。 

（2）公司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签署 2018 赛季广告合作协议，公司与江苏

苏宁足球俱乐部 2018 年赛季广告赞助开展合作，合同总金额 1 亿元。年初至本

公告日，公司已支付 9,860.00 万元。 

（3）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苏宁诺富特酒店、北京华商会会议

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餐饮服务，年初至本公告日已支付餐饮费用 108.27 万

元。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1）公司向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苏宁

诺富特酒店销售商品，年初至本公告日已支付商品销售金额 30.89 万元。 

3、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物业 

（1）公司子公司无锡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苏宁”）与

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简“无锡商管”，为苏宁电器集团之子公司）

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无锡市人民中路 111 号无锡苏宁广场大厦 1-5 层

用于店面经营，租赁面积 19,217.4 平方米，租期 2013/9/30-2028/9/29，租赁费用

按照 3.50 元/平方米/天计算，自第三年起每两年递增 3%，物业服务费用按照固

定单价核算，即为 15 元/平方米/月。租赁期限内租金及物业服务费 45,831.11 万

元。 

2013 年 9 月，无锡苏宁、无锡商管、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世邦物业”，原为无锡苏宁广场物业管理方，与本

公司及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签订《补充协议》，依据协议约定，无锡苏宁支

付物业服务费用由北京世邦物业收取，因此无锡苏宁与无锡商管就无锡苏宁广场

店实际需要承担租赁费 40,642.40 万元。 

由于无锡苏宁广场整体物业管理的调整，2014 年 6 月无锡商管、无锡苏宁、

北京世邦物业签订《无锡苏宁广场租赁合同》之物业管理补充协议，无锡苏宁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向无锡商管支付物业服务费用，物业服务费（含中央空调使

用费）为 15 元/平米/月。 

2014 年 8 月，无锡苏宁与无锡商管签订《苏宁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

协议，自 2014 年 8 月 20 日起无锡苏宁退租部分租赁区域，退租后的租赁面积为

18,945.49 平方米，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则 2014/8/20-2028/9/29，无锡苏宁需

支付租金 37,948.85 万元，物业服务费用 4,812.57 万元。 

2015 年 9 月，无锡苏宁与无锡商管签订《苏宁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

协议，自 2015 年 8 月 30 日起无锡苏宁退租部分租赁区域，退租后的租赁面积为

18,704.93 平方米，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则 2015/8/30-2028/9/29 租赁合同总

额为 39,416.99 万元。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向无锡苏宁商管支付租赁费及物业费 1,435.88 万元。 

（2）公司子公司南京白下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白下”）



 

 

与苏宁置业集团签署《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南京市淮海路 68 号苏宁电器广场

1-6 层部分物业用于店面经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18,611 平方米，租期

2012/12/28-2022/12/27，租金费用单价按照首个租赁年度 5.5 元/平方米/日，自第

三年起每两个租赁年度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3%，租金费用总额 39,671.54 万元。 

2015 年，因店面经营需求，新街口店面扩租租赁面积 5,546.27 平方米（其

中租赁苏宁置业集团面积为 5,023.01 平方米，租赁苏宁电器集团面积为 523.26

平方米），扩租部分租赁期自 2014/12/28-2022/12/27，租赁价格按照原合同相同

标准执行，扩租租金总额为 9,587.234 万元。 

2016 年 3 月，南京白下与苏宁置业集团签订补充协议，退租部分租赁区域，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租赁面积 17,405.09 平米，2016 年 12 月 28 日起租赁面积

15,885.09 平方米。 

2017 年 8 月，南京白下与苏宁置业集团签订《降租协议》，2017/9/28-2018/9/27

租赁费用降低为 3,391.616 万元。 

2016 年 12 月，南京白下与苏宁电器集团签订补充协议，增租部分租赁区域

82 平方米，该扩租部分租金总额为 647.57 万元。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向苏宁电器集团支付租赁费 162.07 万元。 

（3）公司基于开展资产创新型运作业务，将 11 家店面成立的项目公司相关

权益转让给了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设立的中信华夏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苏宁云创”），并由公司销售业务子公司对项目公司进行租赁用于门

店经营。 

2017 年 12 月 15 日，苏宁云创专项计划到期，苏宁电器集团通过成立中海

汇誉 2017-140 苏宁云创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行使优先认

购权，承接了该计划项下资产及权益。基于信托协议相关安排，苏宁电器集团将

信托计划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从而信托计划项下 11 家项目公司也一并纳入合并

范围。截至公告日，苏宁电器集团正在就后续物业资产运作模式进行探讨。 

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向信托计划项下项目公司支付租赁费 20,762.57 万元、

物业管理费 6,169.17 万元。 

（4）公司子公司大连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山东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河南苏宁易购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奉浦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嘉兴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泰

州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马鞍山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武汉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郴州苏宁易购有限公司、大同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内江苏宁易购销

售有限公司、厦门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合计 14 家子公司（合称“销售子公司”）

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分别与 14 处门店物业（即大连胜利广场店、北京青塔西路

店、天津海光寺店、济南泉城路二店、郑州棉纺路店、上海浦东第一店、嘉兴江

南摩尔店、泰州西坝口二店、马鞍山解放路店、武汉中南店、郴州国庆北路店、

大同苏宁电器广场店、内江百货大楼店以及厦门财富港湾店）所在项目公司签订

12 年期的《租赁合同》及《物业服务合同》，以市场价格租赁 14 处门店物业用

于店面经营，并接受项目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租期自 2015 年 6 月 20 日至 2027

年 6 月 19 日，租期内销售子公司合计支付租赁费预计为 233,184.78 万元、物业

服务费用预计为 60,643.44 万元。 

基于公司实施门店资产创新运作，2018 年 6 月 28 日起苏宁电器集团将 14

家项目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起公司向项

目公司合计支付租赁费 5,422.82 万元、物业服务费 1,406.63 万元。 

4、关联方向公司租赁物业 

（1）苏宁电器集团承租公司总部 1 号楼 15 层 963.87 平方米区域用于办公，

租期 20181/1-2020/12/31，租金总额为 264.10 万元。年初至本公告日，苏宁电器

集团向公司支付租赁费 65.78 万元。 

（2）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承租公司总部 5 号楼部分区域用于办公，租赁面

积 1,694.30 平方米，租期 2018/1/1-2020/12/31，租金总额 434.05 万元。年初至本

公告日，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向公司支付租赁费 85.44 万元。 

5、商标使用权许可 

2008 年 3 月 20 日，经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

用许可的议案》，同意许可公司第二大发起人股东苏宁电器集团及其全资、控股

子公司和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使用公司已注册的部分“蘇寧”系列注册商标以

及部分“苏宁”及“NS”组合的系列注册商标。若在后期的经营活动中，苏宁电器集

团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需要使用许可使用商标的延申

商标，公司可代为申请注册，并许可其使用。 



 

 

2009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

用许可的议案》，许可苏宁电器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20%以上（含 20%）股

份的公司使用公司已注册的部分“苏宁”以及“苏宁”的汉语拼音“SUNING”系列商

标。若在后期的经营活动中，苏宁电器集团及其子公司需要使用许可使用商标的

延申商标，公司可代为申请注册，并许可其使用。 

年初至本公告日，苏宁电器集团支付 2018 年度商标使用许可费 200 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放弃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查阅了合伙协议，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放弃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的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公司对其持

股比例；本次苏宁润东新消费基金引入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将丰富基金出资人

结构，提升基金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予以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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