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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庞大集团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车少华 刘中英 

电话 010-53010230 010-53010230 

传真 010-53010226 010-53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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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65,063,915,686.00 62,887,986,722.00 3.46 52,321,050,85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038,863,000.00 8,828,708,758.00 2.38 9,731,789,08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192,077,046.00 -1,996,733,228.00 不适用 -257,994,251.00 

营业收入 63,985,283,179.00 57,796,679,494.00 10.71 55,455,144,93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0,774,779.00 -824,930,308.00 不适用 649,899,23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4,144,839.00 -931,913,069.00 不适用 516,615,85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 -9 不适用 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1 不适用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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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45,8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49,51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庞庆华 
境内自然

人 
25.99 681,450,000 681,450,000 质押 642,040,000 

 

唐山盛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93 548,567,250 548,567,250 质押 548,567,250 

 

北京联合信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3 113,575,000 0 质押 56,780,000 

 

杨家庆 
境内自然

人 
2.28 59,740,450 59,740,450 质押 59,740,450 

 

郭文义 
境内自然

人 
2.26 59,286,150 59,286,150 质押 59,286,150 

 

王玉生 
境内自然

人 
2.22 58,150,400 58,150,400 质押 58,150,400 

 

裴文会 
境内自然

人 
2.20 57,696,100 57,696,100 质押 57,690,000 

 

贺立新 
境内自然

人 
2.20 57,696,100 57,696,100 质押 57,696,100 

 

杨晓光 
境内自然

人 
2.20 57,696,100 57,696,100 质押 57,696,100 

 

赵成满 
境内自然

人 
2.19 57,468,950 57,468,950 质押 57,468,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唐山盛诚将其持有的全部本公司股份中除经济

权利之外的其他一切权利授权给股东庞庆华行使；股东杨家庆、郭

文义、王玉生、裴文会、贺立新、杨晓光和赵成满与股东庞庆华之

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冀东物贸与公司股东庞庆华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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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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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中国 28 个

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 1351 家经营网点，较上年末较少 78 家。前述 1351 家经营网

点中包括 1122 家专卖店（其中 4S 店 803 家、豪华车城市展厅 36 家）和 229 家汽车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网点较上年末减少，主要为公司调整经营网点品牌结构，根据市场环境

合并、撤销部分网点。乘用车 4S 店较上年末仍增加 60 家。 

2013 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国内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汽车行业亦稳步增长。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3 年中国汽车产销数量连续 5 年居于全球首位，年度全国汽车

产销数量分别按年增长 14.8%及 13.9%，约达 2211.68 万辆及 2198.41 万辆。面对地方限行、

限购、排放标准升级、环保治污等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干部员工强化管理、创新经营、锐

意进取，在 2013 年取得一定的成绩。公司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98,528.32 万元，营业

利润 536,83.38 万元；净利润 21,545.26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77.48

万元。 

公司的成绩主要体现在： 

1. 销售收入继续稳步增长。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不断增

强，公司的乘用车业务也保持稳定增长。2013 年的公司乘用车销售收入增长率为 21.82 %，

高于行业增长速度，为公司整体销售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2. 公司经营利润增长，实现扭亏为盈。2013 年，公司通过大力发展增值业务、降低

费用、强化资产运营、优化奖励机制等多种手段，扭转了亏损局面，实现净利润 21,545.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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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由"新车驱动型向创新服务型"转变已初见成效。2013 年是公司的"转型年"，公

司加快了由新车驱动型向创新服务型的转变，通过增设增值服务部门、开展培训、明确责任、

指标分解、奖惩到位等方法，大力促进公司增值业务的发展。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

上，各大区、经营单位和各品牌都广泛开展了各项增值业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业务量大

幅提升，收益明显提高。公司战略转型取得了初步成效； 

4. 公司与富士重工业株式会社的合资公司斯巴鲁中国正式运营，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斯巴鲁汽车是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公司入股斯巴鲁中国，成为斯巴鲁中国

的重要股东，可以保证斯巴鲁品牌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公司贡献利润。另外，公司董事长庞

庆华成为斯巴鲁中国的董事长，体现了公司在斯巴鲁品牌的影响力； 

5.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继续提升。2013 年，公司荣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94 位、中国

服务业 500 强第 71 位。公司还荣获"2013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卓越贡献奖"、"中国汽车经销商

集团百强排行榜"第三名等殊荣。特别是，在"Brand Finance 汽车品牌 2014 年百强榜"评选中，

公司排名第 50 位，是中国汽车经销商中唯一的上榜品牌，体现了公司在全球汽车行业具备

了一定品牌影响力。 

当然，公司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a、业务发展不够平衡。公司的商用车业务

的主要区域之一的山西、内蒙古，由于煤矿生产仍未完全恢复，并且公司为了控制金融业务

风险，提高了客户的首付比例和准入条件，使公司的商用车业务仍在下滑；b、员工素质有

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售后维修力量更需要加强；c、由于前期网点建设较快，收回投资时

间长，财务成本较高，使公司的而盈利能力不能凸显，尚需加大调整力度。 

(二)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3,985,283,179.00  57,796,679,494.00  10.71  

营业成本 56,926,110,338.00  51,698,497,036.00  10.11  

销售费用 2,621,018,012.00  2,756,820,770.00  -4.93  

管理费用 2,147,608,391.00  1,998,851,590.00  7.44  

财务费用 1,487,128,287.00  1,538,828,676.00  -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2,077,046.00  -1,996,733,228.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9,109,855.00  -4,033,122,273.00  -53.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5,455,823.00  6,816,767,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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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201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98,528.32 万元，同比增加 618,860.37 万元，增长 10.71%，

主要原因为： 

A、2013 年度公司乘用车销售收入 4,574,511.96，同比增长率为 21.82 %，高于行业增长速度，

为公司整体销售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B、2013 年度公司售后服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营业收入为 581,892.40 万元，同比增长

20.50%，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区域内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龄的增长以及公司店面的增加，

以及公司大力开展增值业务所致。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本公司不依赖单一客户，从任何一客户取得的收入均不超出总收入的 10%。 

2012 年度公司前五名客户贡献的营业收入如下： 

客户名称 金额 （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四川宏羽新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2,358,454 0.19 

山东世通汽车城有限公司 108,583,270 0.17 

四川宏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3,079,804 0.13 

吉林省华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58,503,914 0.09 

河南裕华江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4,438,087 0.09 

合计 426,963,529 0.67 

3、  成本 

(1)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均为轿车生产厂家，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为

2,262,831.06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为 43.24%。 

4、  费用 

报告期内，在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公司较好的控制了费用增长，销售费用、财务费用金额

同比略有下降，管理费用同比略有増长，三项费用总计为 625575.47 万元，同比下降 0.62%。 

5、  现金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1,119,207.70 万元，同比增加 1,318,881.0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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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增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185,910.99 万元，同比增加 217,401.24 万元，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机关等单位退回集

团预付购买土地款项，以及 2013 年 1 月赎回 2012 年 12 月购买的民生银行货币型基金人民

币 1 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3,545.58 万元，同比增加-1,275,222.34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发行公司债券 22 亿元，2013 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减少。 

（三）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汽 车 销

售 
56,315,807,399 52,967,653,410 5.95 9.91 9.72 0.16  

售 后 服

务 
5,818,924,026 3,822,321,976 34.31 20.50 16.31 1.36  

其 他 业

务 
1,850,551,753 136,134,951 92.64 7.01 -0.70 -2.90  

合计 63,985,283,178 56,926,110,337 11.03 10.71 10.11 0.48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商用车 6,683,930,524 6,627,237,333 0.85 -30.19 -29.01 -1.65  

乘用车 45,745,119,622 42,653,566,013 6.76 21.82 21.55 0.21 

微面 3,642,433,052 3,450,238,728 5.28 -0.69 0.82 -1.42 

农用车 97,647,707 95,882,097 1.81 4.20 5.99 -1.65 

工 程 机

械车 
146,676,495 140,729,239 4.05 -58.20 -58.20 -0.01 

汽 车 销

售小计 
56,315,807,399 52,967,653,410 5.95 9.91 9.72 0.16 

备 件 收

入 
4,524,669,633 3,106,439,893 31.34 18.78 18.38 -0.55  

维 修 服

务 
1,294,254,393 715,882,083 44.69 26.92 8.12 7.60  

售 后 服

务小计 
5,818,924,026 3,822,321,976 34.31 20.50 16.31 1.36  

其他 1,850,551,753 136,134,951 92.64 7.01 -0.7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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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3,985,283,178 56,926,110,337 11.03 10.71 10.11 0.48  

 

（四）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交易性金融

资产 
0 0 100,000,000 0.16 

 

应收票据 59,114,436 0.09 15,890,073 0.03 272.02 

其他应收款 4,793,043,391 7.37 3,661,147,678 5.82 30.92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3,098,092,189 4.76 4,562,548,981 7.26 -32.10 

长期股权投

资 
479,017,150 0.74 327,649,088 0.52 46.2 

长期应收款 264,039,175 0.41 961,065,026 1.53 -72.53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249,307,554 1.92 1,969,564,599 3.13 -36.57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4,074,237,182 6.26 2,484,934,713 3.95 63.96 

长期借款 1,135,871,947 1.75 3,574,346,230 5.68 -68.22 

递延收益 452,642,806 0.7 332,821,949 0.53 -36.60 

少数股东权

益 
64,819,636 0.10 46,310,652 0.07 39.97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公司于本年赎回 2012 年 12 月购买的民生银行货币型基金所致； 

应收票据：主要是本年本公司销售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主要是本年本公司应收土地转让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本公司在本年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整车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是本公司在本年新成立和收购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所致； 

长期应收款：主要是本公司在本年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整车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本公司本年预付征地款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是由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主要是本年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主要是本年本公司获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以及开展增值业务产生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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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受益期的会员和延保收入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主要是少数股东投入资本的增加和持有集公司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少数股东在

2013 年分占的净收益所致。 

2、  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相关情况说明 

报告期初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金额 100,000,000.00 元，报告期末金额为为零，

是由于公司于 2013 年 1 月将购买的民生银行货币型基金 100,000,000.00 元赎回。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以下几点： 

1、公司的战略转型初见成效。2013 年是公司的"转型年"，公司多措并举，全体员工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努力实施"思想转型、业务转型、管理转型"，加快由新车驱动型向创新

服务型转变，增值业务的业务量、效益都明显得到提升，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公司的汽车金融业务保持领先。公司是最早从事汽车金融业务的汽车经销企业，独

创的"冀东模式"有力的促进了公司汽车金融业务的发展。2013 年，公司继续丰富汽车金融

品种，与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特别是公司自身的融资租赁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很大的利润。 

3、公司的斯巴鲁汽车业务更加稳定。斯巴鲁汽车销售业务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公司 2013 年的斯巴鲁汽车销售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已与日本富士重工业株

式会社合资成立的销售公司斯巴鲁中国，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负责斯巴鲁汽车进口整车销

售、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从而保证了公司斯巴鲁销售业务的持续发展。 

4、公司的土地资源也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形资产

为 607,664.33 万元，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公司一般利用自有土地建设营业网点，有利于降低

经营成本，充分发挥资产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2013 年，公司也通过出售、出租、

联营共建等多种方式运营固定资产、土地等闲置资产，使资产效益最大化。 

5、创新销售模式，应对汽车行业新变化。2013 年，公司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销售

模式，公司自己开发的 O2O 网络平台-庞大汽车电子商城上线运营，这标志着公司从过去的

传统销售模式，迈向了传统销售与电子商务相辅相成的营销新模式，标志着公司汽车网销水

平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公司还与北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合作，代理销售新能源汽车，公司的代理品种更加多样化。 

（六） 投资状况分析 

截至到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 139 家直属分支机构和 1204 家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为 1,194 家，控股子公司为 10 家。此外，全资子公司下设分支机构合计 321 家；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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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支机构为 31 家。公司前述分、子公司总数较上年末减少 96 家。 

截至到报告期末，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1194 家，控股子公司为 10 家，投资额为

1,028,995.95 万元；2012 年末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1169 家，控股子公司为 12 家，投资额为

526,294.87 万元。 

    截至到报告期末，公司参股公司 27 家，投资额为 47,901.72 万元，2012 年底投资额为

32,764.91 万元。 

（七）、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4 年，汽车行业整体仍然会延续稳步低速增长的态势。我们预计，汽车行业在 2014

年的主要特征是：1、受经济平稳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影响，乘用车生产、销售将继

续稳步增长；2、商用车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特别是受国家基建投资、工业行业增

长速度等问题影响很大；3、受国家环保政策和补贴政策影响，新能源汽车将逐渐崛起，在

未来的汽车市场中份额逐渐加大；4、电子商务、车联网等新的销售模式虽然还不能占据主

流，但将会对传统销售方式进行冲击，其影响力将逐渐加大；5、作为汽车经销行业来说，

传统的新车销售将更加激烈，新车销售利润有可能逐渐降低，经销商的利润来源将越来越多

的来源于汽车维修和后市场服务。6、从汽车行业来看，大型汽车经销商集团将更加具有人

力、财务、资源、信息等优势，汽车经销行业将逐步向大型经销商集团集中。 

2、  公司发展战略 

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在企业管理、网络布局、品牌落户、企业形象等方面取得了实质

性的成果。公司以后的发展战略是： 

（1）、深入推进企业转型。公司从新车驱动型企业转型为创新服务型企业，这是公司为

了适应市场竞争和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要举措。公司将继续深入推进企业转型，将

企业转型工作不断巩固、提高，大力开展增值业务、拓展多种营销。 

（2）、优化网络布局。公司将继续立足于品牌优化和网络调整，合理引进中高端汽车品

牌，逐步缩减低端品牌比例。公司将发展成为网络布局合理、品牌结构优良、盈利能力突出

的汽车综合服务龙头公司。 

（3）、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公司将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规范内控管理、加强员工培训、

实施预算管理、完善奖惩机制等多种手段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特别是公司将在 2014 年全

面升级 ERP 系统、预算管理，辅助公司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4）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公司将为客户提供优质、全方位的服务，为员工提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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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平台和福利报酬，为股东提供合理的回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通过媒介宣传、

客户体验、社会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公司成为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的汽车经销商。 

3、 经营计划 

2014 年，公司确定为"增值年"，其内涵是"解放思想、创新经营、任务分解、奖惩到位"。 

全年工作的主要思路是：以"解放思想，创新经营，任务分解，奖惩到位"为主旋律，坚定信

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统一行动，用创新精神改进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努力

扩大销售的基础上，着力把增值服务向纵深推进；着力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管理，

厉行节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完成上述目标，公司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1）、解放思想，创新经营，强化销售和增值业务 

第一、加大商用车板块的经营管理，重塑竞争优势。商用车要加快调结构、促转型，大

力开展各项增值业务；商用车业务网络布局要根据区域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加大整合力度，

无盈利能力的，关停并转，减员增效。 

第二、销售、维修、增值业务并举，努力实现增收、增效。发挥集团公司的品牌网络优

势，不断提升营销能力；高度重视售后维修，大力提升维修服务水平，加强售后维修队伍建

设，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进一步把增值业务深耕细作，要不断加强增值业务的学习培训，提

升员工的业务技能 ；网销要加大庞大汽车电子商城的宣传力度，加强网店建设和维护，增

加服务内容，努力把庞大汽车电子商城做精做细，使之内容更加丰富，为扩大销售和增值服

务助一臂之力。 

（2）、指标分解，奖惩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第一、科学制定任务目标，合理调整经理和大区总经理层的薪酬体系及奖惩办法。为调

动经理和大区总经理的积极性，今年将本着效益优先，坚持公平和增值业务目标全面考核，

薪酬发放与增值业务和业绩挂钩的基本原则，实行新的经营者和大区总经理的薪酬考核奖惩

体系。 

第二、进一步完善员工层的考核奖惩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干部员工在"增值年"中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改革员工薪酬提成办法，员工收入提成要重点向售后维修和各项增值服务业务

倾斜，使员工收入同各项增值服务效益挂钩；各经营单位要根据自身业务实际，因品牌制宜、

因区域制宜，将增值服务指标按月、按季分解，做到有分析、有调度、有奖惩，在保障公司

利益增长的前提下，鼓励员工多劳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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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管理，增收节支，向管理要效益 

第一、加强品牌代理和网络建设管理。在品牌代理和网络建设中，继续坚持"品牌上升、

网络下沉"战略，优化结构，注重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 

第二、继续完善和推行预算制，加强费用管理。逐步健全预算体系，完善预算管理，严

格执行公司有关预算管理、费用控制，节约开支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着力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开发 ERP 信息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

信息化管理的升级；继续加大和完善人才培养、干部任用、员工激励机制，重视经理人的引

进，任用干部要业绩优先；积极探索组建资产运营中心，盘活闲置资产，通过出租出售，实

现保值增值。 

4、  可能面对的风险 

（1）、环境、能源、交通等问题制约了汽车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的限购、

限牌、限行等简单化的管理措施也将一定程度的抑制消费需求。 

（2）、虽然 2014 年中国的经济可能稳步增长，但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特别是固定

资产投资的规模，将直接影响到商用车的市场销售。日益严格的柴油机排放标准升级，也可

能对商用车销售造成影响。 

（3）、由于汽车生产厂家或公司对市场估计不足或市场变化，出现供需不平衡继而库存

加大，造成资金占用、财务费用增加的风险。 

（4）公司经销日系品牌汽车较多，受到政治因素、意外事件的影响的风险。 

（5）、面对汽车行业及汽车经销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应变能力不足或应对不及时的风

险。 

（八）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10,774,779 元。母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545,263,596 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521,586,687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1,066,850,283 元。因母公司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 每 10 股 每 10 现金分红 分红年度合并 占合并报表中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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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红股

数（股） 

派息数

(元)（含

税） 

股转增

数（股） 

的数额（含

税） 

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

率(%) 

2013 年 0 0 0 0 210,774,779 0 

2012 年 0 0 0 0 -824,930,308 0 

2011 年 0 0.3 15 78,645,000 649,899,231 12.10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3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一）、 除本年度新设成立子公司外，发生的纳入合并范围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如下： 

1、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10,000,000 元向第三方收购了云南

华东斯巴鲁集团 50%的股权，云南华东斯巴鲁集团包括 7 家子公司。虽然本公司之子公司

中冀斯巴鲁(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中冀斯巴鲁“）只持有云南华东斯巴鲁集团 50%的

股权，但根据中冀斯巴鲁与另外持有 50%股权的四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中冀斯巴鲁对云南华东斯巴鲁集团存在控制权，本集团视云南华东斯巴鲁集团为子公司纳入

本集团的合并范围。 

2、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本集团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11,500,000 元向第三方收购了上海

风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3、2013 年 3 月 28 日，本集团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5,000,000 元向第三方收购了宁波庞大

宁盛汽车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4、2013 年 5 月 22 日，本集团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50,000,000 元向第三方收购了沈阳庞

大一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5、2013 年 6 月 9 日，本集团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3,993,248 元向第三方收购了上海庞大

丰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二）、除本年度新注销子公司外，报告期内发生的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处置如

下： 

1、13 年 8 月 31 日，本集团以现金人民币 19,134,082 元向江西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转让江西北联斯巴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2013 年 9 月 30 日，本集团以现金人民币 5,000,000 元向自然人陈一夫转让石家庄庞

大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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