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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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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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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中英 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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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779,138,216.00 65,063,915,686.00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80,256,186.00 9,038,863,000.00 0.4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9,515,111.00 7,229,630,615.00 -51.46 

营业收入 31,035,533,313.00 29,582,909,106.00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64,368.00 280,625,012.00 -8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516,821.00 258,687,382.00 -13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3.13 -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8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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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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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671,840,000 
 

包头信达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5 512,567,250 0 质押 449,07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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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70,000 

 

杨家庆 境内自然人 2.28 59,740,450 0 质押 59,740,450 
 

郭文义 境内自然人 2.26 59,286,150 0 质押 59,286,150 
 

王玉生 境内自然人 2.22 58,150,400 0 质押 58,150,400 
 

裴文会 境内自然人 2.20 57,696,100 0 质押 57,690,000 
 

贺立新 境内自然人 2.20 57,696,100 0 质押 57,696,100 
 

杨晓光 境内自然人 2.20 57,696,100 0 质押 57,696,100 
 

赵成满 境内自然人 2.19 57,468,950 0 质押 57,468,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包头信达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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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于中国 28 个

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 1248 家经营网点，较上年末减少 103 家。前述 1248 家经营网

点中包括 1046 家专卖店（其中 4S 店 781 家、豪华车城市展厅 34 家）和 202 家汽车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网点较上年末减少 103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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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上半年，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78.34 万辆和 1168.35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9.6%和 8.4%，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3.2 和 3.9 个百分点（数

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但对于整个汽车经销行业来说，2014 年上半年由于销量增速

放缓、竞争程度加剧、汽车厂家压库等影响，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下降。 

    2014 年上半年，面对困难的经营局面和市场形势，公司主要从加快业务转型、强化内

部管理等方面入手，进行了以下工作： 

    1、公司通过完善奖励机制、加强组织建设等手段，使公司的业务转型不断深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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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售后维修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继续增高； 

    2、公司积极投入新能源汽车市场，代理了北汽、腾势、江淮等新能源汽车品牌，并取

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 

    3、公司 ERP 系统开始部分上线，公司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4、公司通过出租、出售、联营等多种方式，充分挖掘公司资产（尤其是土地使用权）

的潜力，提高公司资产收益。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03,553.33 万元，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实现净

利润 4,457.26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6.44 万元。 

2014 年下半年，公司的主要工作有： 

    1、顺应国家政策和市场形势，以成为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经销服务商为目标，加快

推进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并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的服务模式，配合客户做好配套设施（充电

桩）的建设，为即将到来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大发展做好准备。公司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

限公司合资的"庞大北汽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即将成立，该合资公司将独家代理北汽新

能源汽车在京、津、冀地区的销售、网络发展及服务。目前公司在京、津、冀地区已经有

10 家电动汽车专卖店营业或在建。 

    2、加快双龙品牌的发展，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2014 年 8 月 21 日，公司与韩国双龙

汽车成功续约，取得了双龙品牌在全中国区域的三年的总代理权。截至 2014 年 7 月底，公

司旗下双龙品牌正式运营经销商（含公司自营及加盟经销商）已有 133 家，并争取在 2014

年底将达到 180 家。2014 年上半年，双龙品牌在中国区域已经实现销量同比增长 150%以上，

与 2013 年全年销量基本持平。 

    3、积极应对国家、行业政策的新变化，如国家工商总局取消品牌备案、国家发改委对

汽车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等，将有利因素转化为发展契机，争取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公司将

在适当的时机、适合的地域进行汽车超市、汽车大卖场等新业态的尝试，力求充分发挥公司

多品牌、多区域的优势。 

    4、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推进 ERP 系统全面上线实施，强化科学管理，提高人均劳效，

加强费用管控，向管理要效益。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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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5,533,313.00  29,582,909,106.00  4.91  

营业成本 27,896,322,039.00  25,873,955,036.00  7.82  

销售费用 1,252,660,536.00  1,165,055,702.00  7.52  

管理费用 1,129,345,340.00  1,036,445,029.00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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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719,170,585.00  687,258,479.00  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9,515,111.00  7,229,630,615.00  -51.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756,366.00  -675,960,167.0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9,353,536.00  -3,006,075,654.00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乘用车销售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随着乘用车销售收入的增加，成本也随之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广告费和宣传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折旧费和费用性税金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由于汇率变动导致本年度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

产以及非同一控制购买子公司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减少使用受限制存款和定期存款所收到

的现金所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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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2,450,857 25,755,902,068 4.93 4.47 7.00 
减少 2.30

个百分点 

售后服务 2,801,873,623 1,870,788,449 33.23 3.79 8.13 
减少 2.68

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 1,131,208,833 269,631,522 75.78 20.35 264.80 

减少

16.36 个

百分点 

合计 31,035,533,313 27,896,322,039 10.03 4.91 7.82 
减少 2.5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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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487,039 2,065,735,733 4.78 -42.87 -44.77 
增加 3.2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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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 23,049,184,278 21,904,454,580 4.92 13.71 18.00 
减少 3.50

个百分点 

微面 1,801,691,206 1,707,577,186 5.22 4.67 5.50 
减少 0.75

个百分点 

农用车 36,144,170 35,653,925 1.36 -40.11 -38.29 
减少 2.91

个百分点 

工 程 机 械

车 
45,944,164 42,480,644 7.54 -51.40 -53.17 

增加 3.48

个百分点 

汽 车 销 售

小计 
27,102,450,857 25,755,902,068 4.93 4.47 7.00 

减少 2.30

个百分点 

备件收入 2,201,901,105 1,476,250,106 32.96 4.55 6.74 
减少 1.38

个百分点 

维修收入 599,972,518 394,538,343 34.24 1.09 13.65 
减少 7.27

个百分点 

售 后 服 务

小计 
2,801,873,623 1,870,788,449 33.23 3.79 8.13 

减少 2.68

个百分点 

其他 1,131,208,833 269,631,522 75.78 20.35 264.80 

减少

16.36 个

百分点 

合计 31,035,533,313 27,896,322,039 10.03 4.91 7.82 
减少 2.51

个百分点 

 

(三)  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 131 家直属分支机构和 1213 家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为

1191 家，控股子公司为 22 家。此外，全资子公司下设分支机构合计 319 家；参股公司及分

支机构为 21 家。公司前述分、子公司总数较上年末减少 6 家。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1191家，控股子公司为 22家，投资额为 1,179,140.73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参股公司 21 家，投资额为 47,901.72 万元。 

(1)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

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

金额（元）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

价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报告期

所有者

权益变

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国 开

厚 德

（ 北

京）投

资 基

金 有

限 公

60,000,000 1.74 1.74 60,000,000 0 0 
长 期 股

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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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 主要参股公司分析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比例

（%） 

沧州信运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广汽丰田品牌汽车销售 50.00 

石家庄阿尔莎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旅客运输 50.00 

沈阳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一汽奥迪品牌汽车销售 45.00 

北京东日旧机动车经机有限责任

公司 
旧机动车经纪业务 10.00 

石家庄内陆港有限公司 仓储 17.00 

河北快运集团有限公司 货运 3.34 

冀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旅客运输 2.62 

烟台威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标致品牌汽车销售 45.00 

南昌盛源领航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创业

投资 
35.00 

广州兴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筹建品牌汽车销售 49.00 

保定驰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筹建品牌汽车销售 49.00 

庞大欧力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汽车融资租赁、汽车租赁 50.00 

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生产 19.90 

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无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

询 
1.74 

河北庞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汽车人才职业教育 40.00 

利星行（淄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奔驰品牌汽车销售 45.00 

秦皇岛星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奔驰品牌汽车销售 45.00 

廊坊华星名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筹建品牌汽车销售 40.00 

潍坊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筹建品牌汽车销售 45.00 

广州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筹建品牌汽车销售 45.00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斯巴鲁中国地区业务管理 40.00 

 

（四）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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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公司 2013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的说明：报告期内，主要新设子公司

3 家，分别为：济南庞大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庞大智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华

胜昊担保有限公司；另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家，为北京鹏翰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