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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1,600.25万元。母公司 2019年度实现净利

润 294,987.66万元， 2018 年度未分配利润-12,145.48 万元，2019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52,949.81 万元。虽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正，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年底完成了破产重整程序，为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公司 2019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庞大 601258 庞大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骧 杨金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大双

龙培训中心四楼 

电话 010-53010230   010-53010230  

电子信箱 dshmsc@pdqmjt.com dshmsc@pdqmj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属于汽车经销行业。公司代理销售车型包括乘用车、微型车、商用车等。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以汽车经销和维修养

护为主，除传统汽车销售和售后维修养护业务外，公司一直加大力度推广汽车金融、保险、精品、二手车、延保、会员等增值业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另外，公司在经营模式和经营业态上也做出较大改变。 

2019 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现负增长。从月度产销情况变动趋势看，我国汽车产销状况正逐步

趋于好转,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19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7.5%和 8.2%，产销量降幅比上年

分别扩大 3.3 和 5.4 个百分点。 

2019 年，各月连续出现负增长，上半年降幅更为明显，下半年逐步好转，其中 12 月当月销售略降 0.1%，与同期基本持平。 

2019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是，我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受中美经贸摩擦、

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承受了较大压力。一年来，生产企业主动调整，积极应对，下半年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行业总

体保持在合理区间。 



总体而言，2019 年汽车工业大致运行特点：汽车产量销量降幅扩大、乘用车产销量降幅大于汽车总体、商用车产销表现好于乘用车、皮卡车产销量同比

下降，降幅大于货车、新能源汽车同比继续下降、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同比下降、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高于同期、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4,921,465,140 32,893,130,309 -24.24 63,530,854,942 

营业收入 22,083,480,779 42,043,172,090 -47.47 70,485,148,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002,460 -6,155,264,850 101.88 212,019,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2,473,428 -6,841,045,534 40.76 -208,954,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06,068,017 6,413,630,095 63.81 13,289,025,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4,693,578 -12,228,413,567 61.36 -2,488,872,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94 101.08 0.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94 101.08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63.16 增加64.1个百分点 1.6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483,106,009 5,773,290,706 1,370,413,080 10,456,670,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9,140,165 -709,719,180 -382,906,185 1,697,767,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98,298,502 -754,414,642 -340,425,540 -2,459,334,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41,881,249 -670,777,336 -29,427,620 -2,582,607,3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5,8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5,9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3,688,746,668 3,688,746,668 36.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庞庆华 0 1,362,900,000 13.33 0 质押 1,362,90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135,079,099 1.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贺立新 0 115,392,200 1.13 0 质押 115,392,200 境内自然人 

郭文义 0 100,715,312 0.98 0 质押 100,715,300 境内自然人 

杨晓光 0 90,992,200 0.89 0 质押 90,992,200 境内自然人 

克彩君 0 71,345,100 0.70 0 质押 71,325,100 境内自然人 

王玉生 0 66,255,000 0.65 0 质押 66,255,000 境内自然人 

裴文会 0 64,498,037 0.63 0 质押 50,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杨家庆 0 59,480,900 0.58 0 质押 10,480,9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股东贺立新、杨晓光、王玉生、克彩君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杨家庆、郭文义、裴文会与股东庞庆华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贺立新、杨晓光、王玉生、克彩君与

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杨家庆、郭文义、裴文会与股东庞庆华解除了一致行

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庞大 01 135250 2016/2/24 2019/2/24 0 8.00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交所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庞大 02 135362 2016/3/31 2019/3/31 0 8.30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交所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16庞大 03 145135 2016/11/8 2019/11/8 0 8.00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交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6 年非

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16 庞大 01”、“16 庞大 02”、“16 庞大 03”进行了跟踪评级。跟踪评级结果为：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CC 评级展望为“负面”；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53 80.3 -22.7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 -0.15 233.33 

利息保障倍数 1.18 -3.88 130.4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因资金严重不足、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金的严重不足造成 2019 年持续经营低迷，出现大批经销网点停运，经营不能正

常运转。经营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于中国 29个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 402家经营网点。前述 402家经营网点中

包括 308家专卖店（其中 4S店 288家）和 20家汽车超市和 74家综合市场，网点数量较上年同期下滑幅度较大。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