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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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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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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庞庆华 出差 武成 

独立董事 张毅 出差 王都 

 

 

3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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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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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8,169.46 万元。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320.05 万元，加上 2015 年度

未分配利润-112,595.63 万元，2016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102,275.5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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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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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集团 6012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中英 申雨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王四营乡黄厂路

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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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理销售近百个汽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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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近

年来与时俱进、创新经营、深化转型，积极通过管理方式、营销体制、营销模式等方面的转型，

提升增值服务业务效益，使企业向创新服务型汽车经销商转变，从而确保了企业长期可持续、健

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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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紧跟市场政策和行业形势发展，

大力拓展毛利率高、利润稳定的新能源汽车、平行进口汽车业务，使之日益成为公司的重要利润

贡献来源，目前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经销服务商和中国最大的平行进口汽车经销

商；另外，公司在经营模式和经营业态上也做出较大改变，除传统的品牌 4S 店模式外，还积极利

用自身优势发展汽车超市，将其为品牌 4S 店的有益补充。报告期内，公司还重点发展了上门保养、

叮叮约车、叮叮泊车等互联网创新业务，公司的石墨烯机油销售业务也快速发展，上述创新业务

为公司的未来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6 年，汽车行业超预期发展，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16年国内汽车产销 2,811.88

万辆和 2,802.82 万辆，同比增长 14.46%和 13.65%，增幅比上年提升 11.21 个百分点和 8.97 个百

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2,442.07 万辆和 2,437.69 万辆，同比增长 15.50%和 14.93%；商用车产

销 369.81 万辆和 365.13 万辆，同比增长 8.01%和 5.80%。 

传统汽车经销模式下，经销商的主要经营业态是品牌 4S 店模式，其主要盈利构成是销售利润、

厂家返利、售后维修收入、其它增值服务收入等。近年来，汽车行业增速持续放缓，单纯依靠新

车销售已经难以满足汽车经销商的盈利需求，转变观念、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售后维保业务及增

值服务已经成为汽车经销商的共识。售后维保业务及增值服务毛利率高，且对行业增长和生产厂

家的依赖性低，从目前来看，售后维保业务及增值服务对大部分汽车经销商的毛利贡献已经超过

新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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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70,834,754,981 63,399,300,690 11.73 67,745,776,757 

营业收入 66,009,401,206 56,374,978,176 17.09 60,314,525,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1,694,627 235,758,159 61.90 141,510,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4,667,998 -30,636,143  -273,055,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011,616,651 12,411,410,612 4.84 12,132,358,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1,159,904 -1,613,143,204  5,641,141,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5 20.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3 1.90 增加1.13个百分点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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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0,743,812 14,664,724,658 15,963,751,505 21,320,18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176,143 23,668,698 97,748,434 222,10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797,950 -14,113,028 68,431,779 125,551,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3,074,903 -145,398,340 -648,327,870 3,217,9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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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0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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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庞庆华 0 1,362,900,000 20.42  质押 1,362,9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杨家庆 0 119,480,900 1.79  质押 119,480,90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0 117,761,782 1.76  无  未知 

贺立新 0 115,392,200 1.73  质押 114,848,050 

境内

自然

人 

裴文会 0 108,515,210 1.63  无  

境内

自然

人 

长城证券－光大

银行－长城阳光

鼎盛 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07,023,057 107,023,057 1.6  无  未知 

郭文义 0 100,715,312 1.51  质押 100,715,312 

境内

自然

人 

杨晓光 0 90,992,200 1.36  质押 90,990,000 

境内

自然

人 

王玉生 0 88,340,000 1.32  无  

境内

自然

人 

克彩君 0 71,325,100 1.07  质押 60,56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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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杨家庆、贺立新、裴文会、郭文义、杨

晓光、王玉生、长城证券－光大银行－长城阳光鼎盛 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克彩君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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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杨家庆、贺立新、裴文会、

郭文义、杨晓光、王玉生、长城证券－光大银行－长城阳光鼎盛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克彩君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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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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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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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公

司债券 

11 庞

大 02 
122126 2012/3/1 2017/3/1 22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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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证券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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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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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庞大汽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非

公开发行

16 庞

大 02 
135362 2016/3/31 2019/3/31 1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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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公司债券

（第二期） 

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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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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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按时兑付“11 庞大 02”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期

间的利息；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按时兑付“11 庞大 02”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上交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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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2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11 庞大 02”进行了跟踪评级。跟踪

评级结果为：维持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1 庞

大 02”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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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评级。

评级结果为：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债券“16 庞大 01”

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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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进行了评级。

评级结果为：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债券“16 庞大 02”

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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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进行了评级。

评级结果为：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债券“16 庞大 03”



的债项信用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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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1.52% 80.28% 1.2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2.68 21.76 4.23 

利息保障倍数 1.80 1.52 18.4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中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 1,066 家经营网点，

较上年末减少 63 家。前述 1,066 家经营网点中包括 857 家专卖店（其中 4S 店 711 家）和 122 家

汽车超市和 87 家综合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性的整合业务网点、调整品牌结构，根据市场环

境合并、撤销了部分传统汽车经营网点，同时增加了部分新能源汽车网点和汽车超市。 

公司 2016 年度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车销售创历史新高 

借助 2016 年汽车行业的超预期增速，公司新车销售 49.73 万辆，新车销售营业收入 583.64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新车销售毛利率同比也有一定提升。乘用车、微车方面，单品牌销量超过

5 万辆的品牌有：上汽通用五菱（含宝骏品牌）9.54 万辆、一汽大众 5.67 万辆，上海大众、广汽

本田、奔驰、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等品牌销量同比也有大幅增长。公司商用车业务在 2016 年度强

势反弹，商用车总计销量 3 万辆，同比增长 61%，其中重卡销量合计 2.2 万辆，同比增长 75%。 

2、各项增值服务深入推进 

2016 年乘用车实现金融按揭台次 11.88 万台（不含微车），同比增长 60%，金融渗透率 31.89%，

同比增长 11%；商用车金融台次 1.5 万台，金融渗透率 51.59%。其中，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得

到快速发展，融资租赁产品更加丰富，特别是乘用车融资租赁业务在由集团直管后快速提升，弥

补了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过度依赖商用车的短板；2016 年公司精品收入同比增长 24.9%，还发展了

部分高端车的车型外观及内饰改装业务，不断延伸精品业务的服务领域；2016 年公司完成保费同

比增长 33%；新保率达到 80%，同比增长 13.1%。公司还把开发保险新产品作为做大保险业务的

重点工作，同时公司与中部战区陆军机关就车辆维修保障达成了战略合作。 

2016 年公司基础保养卡、双保卡、会员、延保等业务同比也有一定提升，增值业务的快速发



展为公司的业绩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 年汽车行业乘用车二手车交易量已经达到了 1,000 万辆，公司虽已构建了较大规模的二

手车拍卖平台，但在数量和利润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公司二手车业务的顶层设计已经

在 2017 年初完成，目前正在逐步实施，进一步调动区域大区和 4S 店的二手车销售积极性是提升

二手车业务规模及质量是重中之重。 

3、新能源汽车业务再上新台阶 

2016 年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调整之年。受骗补查处、电池目录调整、补贴政策延迟出台等因

素影响，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速未达年初预期。受政策及行业变化的阶段性影响，公司 2016 年的新

能源汽车销量也未达年初预期，但同比仍然有大幅增长，公司 2016 年度销售和租赁新能源汽车累

计约 2.8 万辆。目前公司代理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主要有北汽、江淮、奇瑞、腾势、康迪、电咖、

海马、启辰、众泰、芝麻、华晨等，实现了品牌多元化发展。通过稳步推进分时租赁业务和充电

桩建设项目，构建了庞大集团新能源汽车生态圈，公司已经开创了新能源汽车销售及服务领域起

步最早、站位最高、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良好局面。 

4、汽车超市、平行进口相得益彰 

汽车超市、平行进口两大战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汽车超市是基础，平行进口是利润源泉。

公司顺应国家政策变化和市场需求，利用公司的品牌资源、网络资源和闲置资产资源大力发展汽

车超市，主要销售平行进口汽车、买断包销车、独家代理车型等。截止 2016 年底，公司共建成汽

车超市 122 家，汽车超市已经逐渐起到了为 4S 店“分流泄洪”的作用。汽车超市为公司平行进口汽

车提供了可靠的终端销售渠道，且公司销售的平行进口汽车为客户提供与中规车相同的质保服务，

使公司平行进口汽车具有极强的竞争力。2016 年，公司销售平行进口汽车近 0.5 万辆，虽低于年

初预期，但与同期相比仍略有增长，低于年初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平行进口车辆实际到港时

间晚于计划，且到港后协调 3C 认证、汇率影响等原因，对公司的实际销售造成一定影响。 

5、新兴战略项目稳步推进 

“庞大养车”上门保养项目是基于互联网线上平台结合公司的线下网络资源，针对出保客户推出的

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平台，以上门保养为基础，增加客户粘性，延伸续保、金融、钣喷、二手车

等售后服务，公司目标是“打造移动的 4S 店”。公司上门保养业务基本构建了订单分发、仓库管理、

车辆管理 ERP 系统、3,000 余款车型配件数据库、技师管理及考核机制的运营体系。公司上门保

养项目在北京上线运营后，已经实现日接单超过 100 单，继北京市场外公司又相继开通了 23 个城

市的上门保养业务。 



2016 年，公司顺应国家对网约车的政策变化和市场需求推出了“叮叮约车项目”。叮叮约车在

技术支持、市场调研、运营推广、团队建设及资源调配方面均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已经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的数据对接测试和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并

且在部分城市积极进行线下能力的备案工作，预计于 2017 年二季度开展运营。叮叮约车已初步形

成了涵盖旅游专线、城市专车、网络租车、顺风车、通勤班车、旅游房车、出租车等多元化业务

的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 

公司是中国首家引进石墨烯机油销售的企业，石墨烯机油具有低温启动、超长耐久、节能环

保、减磨抗噪等特性，公司的石墨烯机油同比有大幅度提升，公司将继续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优质

机油产品。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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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于 2016 年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要求，将利润表中“营

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

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列示为”税金及附加”项目，不再列示于

“管理费用”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由于上述要求，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税金及附加”项目以及“管理费用”项目之间列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对于 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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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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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本集团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主要有：潍坊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庞大兴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纳入合并范围的新设子公司主要有：沈阳广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贵州庞大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庞大京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唐山庞大叮叮科技有限公司等 

注销子公司主要有：秦皇岛开发区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唐山市盛泰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  

处置的子公司分别是：秦皇岛燕大龙城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庞大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6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