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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增加及更正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 日公告披

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原披露内容进行了补充增加

及更正，具体如下： 

补充增加的内容部分： 

一、“重大事项提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之“重大事项提示”中（二）

“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补充增加前内容：  

（二）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020 年 7 月 29 日，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签署了《关于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根据《一

致行动协议》，深商北方、深商金控及数通科技在以下事项中采取一致行动：（1）

中国法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2）中

国法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3）中国法

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深商北方、

深商金控及数通科技同意在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以深商北方表决意见为准。

《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为协议自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内。 

补充增加后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与黄继宏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 

2020 年 7 月 29 日，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签署了《关于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根据《一

致行动协议》，深商北方、深商金控及数通科技在以下事项中采取一致行动：（1）

中国法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2）中

国法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3）中国法

律或庞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深商北方、

深商金控及数通科技同意在一致行动范围内的事项以深商北方表决意见为准。

《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为协议自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内。2020 年 8 月 10 日，

黄继宏、深商北方、深商金控及数通科技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深商

金控、数通科技同意与深商北方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效力及于黄继宏，同意与

黄继宏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二、“重大事项提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之“重大事项提示”中（四）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风险” 

补充增加前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将由庞庆华变更为深商北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庞庆华变更为黄继宏。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深商金控和数通科技与深商北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三

者合计持有庞大集团股份 1,569,240,8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35%，深商

北方实际可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15.35%。根据《委托协议书》，深商北

方同意将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228,905,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02%，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

托给黄继宏行使，因此，黄继宏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取得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补充增加后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将由庞庆华变更为深商北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庞庆华变更为黄继宏。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深商金控和数通科技与深商北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三



 

者合计持有庞大集团股份 1,569,240,8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35%，深商

北方实际可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15.35%。根据《委托协议书》及《一

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深商北方同意将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228,905,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02%，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

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行使，且深商金控、数通科

技同意与深商北方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效力及于黄继宏，同意与黄继宏保持一

致行动关系，因此，黄继宏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取得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第二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和决策”之“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

决策程序”中“（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补充增加前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如下决策程序： 

2020 年 5 月 30 日，深商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参会股东一致表决同意深商集

团全资子公司深商北方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庞大集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

先生，委托期限 36 个月，委托内容：将其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228,905,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02%，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

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其代为行使。 

2020 年 6 月 18 日，深商北方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深商北方在庞大集团

司法重整中，根据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受让庞大集团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自然人无偿让渡的庞大集团股票 1,228,905,700 股，股票让渡完成后，深商北

方直接持有庞大集团 12.02%的股份。同日，深商北方股东深商集团作出决定，

同意前述深商北方受让股份事宜。 

补充增加后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如下决策程序： 

2020 年 5 月 25 日，深商北方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深商北方将其所有的

全部庞大集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委托期限 36 个月，委托内容：将其

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228,905,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02%，

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其

代为行使。 



 

2020 年 5 月 30 日，深商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参会股东一致表决同意深商集

团全资子公司深商北方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庞大集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

先生，委托期限 36 个月，委托内容：将其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228,905,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02%，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

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其代为行使。 

2020 年 6 月 18 日，深商北方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深商北方在庞大集团

司法重整中，根据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受让庞大集团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自然人无偿让渡的庞大集团股票 1,228,905,700 股，股票让渡完成后，深商北

方直接持有庞大集团 12.02%的股份。同日，深商北方股东深商集团作出决定，

同意前述深商北方受让股份事宜。 

2020 年 8 月 10 日，深商北方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深商北方与黄继宏、

深商金控、数通科技签署《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之

补充协议》。同日，深商北方股东深商集团股东作出决定，同意与黄继宏、深商

金控、数通科技签署《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

协议》。 

四、“第六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之“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

争的影响”中“（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 

补充增加前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主营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属于汽车经销

行业。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

情况，参见“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之“二、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及控制情况”、“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主要业务及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补充增加后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主营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属于汽车经销

行业。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



 

情况，参见“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之“二、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及控制情况”、“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主要业务及简要财务状况”。 

庞大集团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农用机动运输车、电器机械、建材（不

含木材、石灰）、汽车配件批发、零售；汽车展览、展示；汽车装饰；汽车租赁；

建筑工程机械及设备销售租赁；二手车买卖代理；市场管理咨询服务；保险兼

业代理（代理险种: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电子产品销售；融资租赁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

项目除外）；其他印刷品；房屋、场地租赁。庞大集团主营业务为汽车经销和维

修养护。 

虽然深商北方目前经营范围存在汽车租赁业务，但深商北方目前并未实际

经营，且与庞大集团主营业务并不相同或相似，因此与庞大集团不构成同业竞

争。 

深商北方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范围与庞大集团不相同，未与庞大集团经营

相同或相似业务，因此，深商北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庞大集团不构成同业竞争。 

黄继宏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国民运力及其核心企业在经营范围中涉及“汽

车”相关业务，但与庞大集团不存在同行业竞争，具体论述如下： 

（1）主营业务不同 

国民运力及其核心企业主营城市交通电动化的实施与运营；庞大集团主营

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 

（2）业务模式不同 

①国民运力业务模式核心是“建立交通智慧运营平台，企业规模投入装备

运营，政府按里程购买服务”，即由国民运力建立城市公共交通智慧运营平台，

以信息化和大数据驱动产业升级；投放新能源公交车辆，建设配套充电设施，

并提供车辆的保险、保养、维修、场站建设及充维等机务服务。 

②庞大集团业务模式可进一步细分为整车销售业务、售后服务业务和衍生

服务业务。整车销售业务通过向购车消费者销售整车赚取差价实现盈利；售后

服务业务通过提供车辆维修养护服务收取工时费用，并通过销售车辆零配件赚

取差价；衍生服务业务通过在销售、售后服务过程中，向客户提供如保险代理



 

服务、精品装饰服务、佣金代理服务以及二手车交易代理服务等，收取服务费。 

（3）主要客户与提供产品不同 

国民运力主要客户对象为地方公交集团；庞大集团主要客户对象为居民家

庭及个人、企事业单位等。 

国民运力提供产品为新能源公交车、充电桩等，产品主要服务于城市公共

交通与日常运营；庞大集团提供产品主体为乘用车，产品主要服务于居民交通

出行。 

（4）主要供应商不同 

国民运力主要供应商为从事客车生产的企业、充电桩建设的企业等；庞大

集团主要供应商为从事中高端品牌乘用车生产的企业等。 

因此，国民运力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庞大集团在主营业务或服务、业务模式、

客户对象、产品用途、主要供应商等各方面均不同，国民运力与庞大集团不存

在同业竞争，不存在竞争性和相互替代性。黄继宏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庞大集团

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更正的内容部分：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之“股份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情况”中“（一）股

份权利限制情况”之“尚未让渡的股份”内容中：  

更正前内容：杨家庆先生持有的 4,900.00 万股被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冻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让渡股票的具体划转情况如下： 

股东 让渡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状态 

裴文会、蒿杨、李新民、许志刚、李绍艳 3,464.34 已划转 

王玉生、武成 10,250.81 已划转 

贺静云 5,042.49 已划转 

孙志新、刘斌 5,144.95 已划转 

庞庆华 

79,000.00 已划转 

57,290.00 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贺立新、杨晓光、杨家庆 21,686.53 已划转 



 

杨家庆 4,900.00 冻结 

郭文义、裴文会、克彩君 22,204.04 已划转 

合计 208,983.17 / 

 

更正后内容：杨家庆先生持有的 4,900.00 万股被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目前无质押、无冻结，处于待划转状态。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让渡股票的具体划转情况如下： 

股东 让渡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状态 

裴文会、蒿杨、李新民、许志刚、李绍艳 3,464.34 已划转 

王玉生、武成 10,250.81 已划转 

贺静云 5,042.49 已划转 

孙志新、刘斌 5,144.95 已划转 

庞庆华 

79,000.00 已划转 

57,290.00 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贺立新、杨晓光、杨家庆 21,686.53 已划转 

杨家庆 4,900.00 无质押、无冻结、待划转 

郭文义、裴文会、克彩君 22,204.04 已划转 

合计 208,983.17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 月 19日同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

订版）》。 

公司对因上述补充增加及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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