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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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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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王都 出差 张毅 

独立董事 苏珉 出差 史化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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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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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1,201.93 万元。母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48,507.04 万元，加上 2016 年

度未分配利润-102,275.58 万元，2017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53,7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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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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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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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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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的石墨烯机油销售业务也得到快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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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汽车行业延续整体增长态势，但增速减缓幅度较大。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17 年，国内汽车产销 2,901.54 万辆和 2,887.89 万辆，同比增长 3.19%和 3.04%，增速比上年同

期回落 11.27 个百分点和 10.61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2,480.67 万辆和 2,471.83 万辆，同比增

长 1.58%和 1.40%；商用车产销 420.87 万辆和 416.06 万辆，同比增长 13.81%和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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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63,530,854,942 70,834,754,981 -10.31 63,399,300,690 

营业收入 70,485,148,223 66,009,401,206 6.78 56,374,978,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019,317 381,694,627 -44.45 235,758,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954,843 194,667,998 -207.34 -30,636,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89,025,426 13,011,616,651 2.13 12,411,410,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8,872,940 1,131,159,904 -320.03 -1,613,143,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3.03 
减少1.41个

百分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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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6,727,479 17,110,141,143 17,915,459,299 19,642,82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6,890,638 179,702,803 34,775,981 -119,350,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2,114,567 -89,555,301 5,520,255 -237,034,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29,832,036 -4,298,458,795 3,032,934,155 3,906,48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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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7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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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1,362,900,000 境内自然人 



杨家庆 0 119,480,900 1.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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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未知 

贺立新 0 115,392,200 1.73 0 质押 115,392,200 境内自然人 

裴文会 0 108,515,210 1.63 0 质押 98,000,000 境内自然人 

郭文义 0 100,715,312 1.51 0 质押 100,715,312 境内自然人 

杨晓光 0 90,992,200 1.36 0 质押 0 境内自然人 

王玉生 0 88,340,000 1.32 0 质押 88,340,000 境内自然人 

克彩君 0 71,325,100 1.07 0 质押 60,567,878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0 69,173,900 1.04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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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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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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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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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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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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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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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16 庞大 02 135362 2016/3/31 2019/3/31 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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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16 庞大 03 145135 2016/11/8 2019/11/8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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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24 日，公司已按时兑付“16庞大01”自2016年 2 月 24 日至 2017 年 2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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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按时兑付“16

庞大 02”自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2017 年 11 月 8 日，公司

已按时兑付“16 庞大 03”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7 日期间的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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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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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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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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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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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8.93 81.52 -2.5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59 0.0418 1.41 

利息保障倍数 1.43 1.80 -20.5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性的整合业务网点、调整品牌结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中

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及蒙古国拥有 1,035 家经营网点，较上年末减少 31 家。前述 1,035 家经

营网点中包括 834 家专卖店（其中 4S 店 705 家）和 132 家汽车超市和 69 家综合市场。 

公司 2017 年度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整体销售略有增长 

2017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705 亿元，同比增长 6.78%。乘用车、微型车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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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万辆、一汽大众 5.78 万辆；奔驰、雷

克萨斯、福建奔驰、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克莱斯勒等品牌销量同比也有大幅增长。公司商用车

业务在 2017 年度继续保持增长，商用车总计销量 3.23 万辆，同比增长 4.81%，其中重卡销量合

计 2.63 万辆，同比增长 20%。 

2、各项增值服务深入推进 

2017年乘用车实现金融按揭台次15.9万台（不含微车），同比增长33.84%，金融渗透率45.08%，

同比增长 13.18%；商用车金融台次 1.97 万台，金融渗透率 61.00%。2017 年公司精品累计销售收

入 1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2017 年公司汽车保险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新保率为

89.3%，比上年增长 9.5%；续保台次 29.3 万台，比上年增长 36.6%；续保渗透率为 21.6%，同比

增长 5.5%。公司推行的安行无忧、玻璃险、划痕险、轮胎险、GAP 险等自主保险等小险种收获

了大收益。 

2017 年公司双保卡、会员、延保、终身机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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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二手车业务已全面展开，全年二手车经营数量为

30586 台，比去年增长 27.3%，但在数量和利润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3、新能源汽车、平行进口汽车业务稳步前行 

在原有的北汽、江淮、奇瑞、康迪、电咖、比亚迪等国内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代理基础上，，

2017 年又同长城、东风风神签署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合作协议，为进一步做大新能源板块业务增加

了新的动力。2017 年，公司销售平行进口汽车 0.8 万辆，同比增长 6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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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在全国设立了 200 多家 4S 店服务网络，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订单量由最初的每月 100

多单提升到每月 6,000 多单，累计已达近 50,000 单。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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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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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约车项目目前已在全国的重庆、沈阳、三亚、南京等 11 座城市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公司是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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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管理水平持续改善、不断提升 

2017 年，公司广泛开展全员大比武。围绕“提升年”主题，按不同业务类别开展全员性的“大

比武”竞赛活动，通过打擂，业务 PK、服务 PK、业绩 PK 等多种方式，掀起“比学赶帮超”的

热潮，进一步促进了技能和效益提升。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效。公司资产管理部门与区域大区密

切配合，通过出租、出售、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盘活闲置资产，在回笼资金的同时也为公司创造

了效益。财务管理更加科学规范。ERP 系统在乘用车板块成功对接，财务共享项目第一期费用报

销（除河北省外）全面上线，向财务管理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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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损益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本集团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

“营业外支出”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本集团相应追溯

重述了比较利润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政府补助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要求，

本集团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由在“营业外收入”中列报改为在“其他收益”中列报；按照该准则的衔接规定，本集

团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2017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其他

收益”、“营业利润”以及“营业外收入”项目列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对 2017 年度和 2016 年

度合并及公司净利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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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