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8-019 

债券代码：135250        债券简称：16庞大01 

债券代码：135362        债券简称：16庞大02 

债券代码：145135        债券简称：16庞大03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改装汽车服务，并委托冀东物贸

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以及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就汽车销售、

汽车维修养护、店面租赁、汽车电桩、精品、配件销售、石墨烯润滑油及汽车养护

产品采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交易。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斯巴鲁中国将在斯巴鲁品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采购、代理

进口等方面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 

一、释义 

1、“公司”或“本公司”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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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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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冀东物贸” 指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0.36% 的股份，庞庆华拥有冀东物贸 100% 表决权。 

3、“17 名自然人股东”指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李金勇、裴文会、武成、贺

立新、贺静云、孙志新、蒿杨、克彩君、杨晓光、李新民、刘斌、李绍艳、许志刚、

李墨会等 17 名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该 17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占本公

司股本总额 14.32 % 的股份。 

5、“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指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唐山冀东专用车

有限公司、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冀东专用

车有限公司、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和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公司。 

6、“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指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

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7、“唐山烯润”指唐山市烯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唐山烯润为冀东物贸的子公司，

冀东物贸持有其65%的股权，庞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冀东物贸100%表决

权。 

8、“滦县烯润”指烯润科技（滦县）有限公司，滦县烯润为冀东物贸的全资子公

司，庞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冀东物贸100%表决权。 

9、“斯巴鲁中国” 指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

公司持有其 40% 的股权。 

10、“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指：（1）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度拟

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进行改装汽车服务的交易；（2）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的交易；（3）本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度进行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养护及

店面租赁等方面的交易；（4）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

度进行销售汽车电桩、精品、配件等以及采购石墨烯润滑油、汽车养护产品等交易。（5）

斯巴鲁中国 2018 年度拟继续向本公司和/或其子公司销售斯巴鲁品牌整车及零部件，



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6）本公司和/或其子公司 2018 年度拟继续为斯巴鲁中国进

口斯巴鲁品牌汽车提供代理进口、仓储、物流配送等服务。 

11、“元”指人民币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度拟继续委托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进行改装汽车

服务，以及委托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业务，与冀东物贸及其

下属公司就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养护及店面租赁，销售汽车电桩、精品、配件及采购

石墨烯润滑油、汽车养护产品等业务进行相关交易。 

斯巴鲁中国 2018 年度拟继续向本公司和/或其子公司销售斯巴鲁品牌整车及零部

件，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本公司和/或其子公司 2018 年度拟继续为斯巴鲁中国进

口斯巴鲁品牌汽车提供代理进口、仓储、物流配送等服务。 

由于本公司与斯巴鲁中国、冀东物贸、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冀东物贸下属进

出口公司、冀东物贸其它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所述），本次交易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未参加前述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前签署了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

可意见，同意将关于本次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张毅先生、史化三先生、高志谦先生、王都先生和苏珉先生认

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本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人 

前次预计

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

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改装商用

车服务业务 

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合计不超

过 15 亿元 

46,997,827 

 商用车改装业务

与预计相差较大 
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 3,364,615 

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6,260,684 

代理开立进

口信用证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不超

过 5 亿元 
32,591,693 

本公司开立信用证

额度的增加，使公司

代理品牌汽车不再

委托关联方代开信

用证，关联方代理进

口业务与预计相差

较大 

汽车、备件

销售及维修

服务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不超

过 3 亿元 

93,281,197 

  

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74,512,270 

新疆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699,829 

庞大滦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3,280 

新疆叮叮汇众科技有限公司 14,316,240 

唐山市美净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537,394 

 叮叮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63,248 

车辆及备件

采购 

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84,801,506 

唐山市启明科技有限公司 2,191,995 

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 1,635,020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1,454 

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229,200 

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2,931,368 

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50,000 

唐山市美净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125,382 

庞大滦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20,790 

临时租赁 沈阳唐轩新北置业有限公司 6,000 

出租资产 庞大滦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4,523,810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71,429 

采购与石墨

烯相关的汽

车养护产品 

唐山市烯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不超

过 3 亿元 

57,298,072 
 

烯润科技（滦县）有限公司 73,381,681 

斯巴鲁车辆

及配件采购 
斯巴鲁中国 50 亿元 2,677,900,442   

提供代理进

口、仓储、

物流配送等

服务 

斯巴鲁中国 2 亿元 105,449,396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改装商用车 

服务业务 

冀东物贸所属改装

子公司 

合计不超

过2亿元 
56,623,126 97.22 

预计改装车业

务 量 增 加 

代理开立进口信用证 
冀东物贸所属进出

口公司 

合计不超

过0.5亿元 
32,591,693 3.09  

汽车销售、车辆维修养

护、店面租赁、汽车电

桩、配件、精品销售等 

冀东物贸所属改装

子公司及其他子公

司 

 

合计不超

过6亿元 
285,211,412  

 

采购与石墨烯相关的

汽车养护产品 

唐山市烯润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及其分

子公司、烯润科技

（滦县）有限公司 

合计不超

过3亿元 
130,679,753  

 

斯巴鲁车辆及配件采

购 
斯巴鲁中国 50亿元 2,677,900,442 4.49  

提供代理进口、仓储、

物流配送等服务 
斯巴鲁中国 2 亿元 105,449,396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冀东物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住所为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法定

代表人庞庆华，注册资本 45,8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冀东物贸未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217,142.65万元，净资产为92,712.84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29,926.35

万元，净利润4,025.53万元（合并报表）。 

冀东物贸主要经营汽车改装、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业务，其下属设立有汽车改装

子公司、进出口子公司、房地产子公司及其它子公司。 

（1）、冀东物贸下属汽车改装公司 

北京中冀福庆专用车有限公司、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

司、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乌海市冀东专用车有

限公司和安徽冀东华夏专用车有限公司为冀东物贸下属子公司，在北京、唐山、邯郸、

铁岭、锡林浩特、乌海和安徽六安从事汽车改装业务。 

（2）、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 

中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市冀东物贸企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冀东物贸下

属子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 

（3）、冀东物贸其他子公司 

唐山烯润和滦县烯润为冀东物贸下属子公司，主要经营润滑油、润滑脂及添加剂、

合成清洗剂等。 

2、 斯巴鲁中国设立于 2006 年，原为富士重工100%控股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

资本 6 亿日元，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河大厦 2 座 1501 室。

2013 年，富士重工和本公司分别对斯巴鲁中国进行增资，斯巴鲁中国的注册资本变更

为 29.5 亿日元，其中，富士重工出资额 17.7 亿日元，出资比例 60%；本公司出资额 

11.8 亿日元，出资比例 40%。同时，斯巴鲁中国的企业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斯巴鲁中国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全权负责斯巴鲁品牌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进口整

车销售、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斯巴鲁中国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8,143.94 万元，净

资产为 86,778.56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674,523.57万元，净利润为 16,708.82万

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庞庆华先生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20.42% 的股份，同时合计持有本公司 14.32%

股份的 17 名自然人股东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冀东物贸持有本公

司股本总额 0.36% 的股份，而庞庆华先生通过一致行动关系持有冀东物贸 100% 的

表决权。故庞庆华先生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35.10% 的表决权，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董事长庞庆华先生同时担任斯巴鲁中国董事长职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规定，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

司和斯巴鲁中国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冀东物贸目前经营状态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前述冀东物贸下属公司目前均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

的经营带来风险，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或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斯巴鲁中国是斯巴鲁品牌汽车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总代理商，目前依法存续且经营

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基本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经

营带来风险。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根据本公司与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分别签订的《汽车改装服务合同》，冀

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将根据该等合同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汽车改装服务，具体

合同另行签订，合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的原则，参照行业可比公司的收费标准确

定，按实际业务量计算，现金支付。 

（二）根据公司与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分别签订的《进口代理合同》，冀东物

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为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口某些汽车的整车和/或其零配件、代理开

立信用证及办理产品的报关和清关手续等，并收取业务代理费，具体合同另行签订，



合同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或收费标准，按实际业务量计算，现金支付。 

（三）根据公司与冀东物贸续签的《商品服务合同》，双方进行下述交易：(1) 冀

东物贸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车；(2)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贸提供汽

车维修养护服务；(3) 冀东物贸所属宾馆、酒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提供住宿、

餐饮服务；(4)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临时、短期向冀东物贸租赁店面用作汽车销售展示；

(5)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冀东物贸采购其生产的卡车并销售；(6)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与冀东物贸及其下属公司销售汽车电桩、精品、配件等；(7)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

冀东物贸下属公司采购养护用品（石墨烯产品除外）等。各项商品和服务的定价，双

方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并保证原则上不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

方出售、购买产品和/或提供、接受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四）根据公司与唐山烯润及其下属公司、滦县烯润拟签订的《商品采购合同》，

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唐山烯润及其下属公司、滦县烯润采购石墨烯润滑油、汽车养

护产品（减磨抗磨剂、清净剂、清洗剂、除碳剂、滤清器等）。采购价格将依托同行业

厂家产品售价水平，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并保证原则上不偏离向市

场独立第三方出售、购买产品和/或提供、接受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五）根据公司与斯巴鲁中国签订的《销售及代理进口框架协议》，斯巴鲁中国向

本公司销售斯巴鲁品牌整车及零部件的价格，将按照斯巴鲁中国的购进成本加相关税

费加适当利润的基础上确定，但应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原则上不偏

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六）根据公司与斯巴鲁中国签订的《销售及代理进口框架协议》，本公司为斯巴

鲁中国进口斯巴鲁品牌汽车提供代理进口、仓储、物流配送等服务，斯巴鲁中国应向

公司支付相关服务费用，双方承诺合同定价将遵循市场公允价格（除非有政府定价），

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具体服务费由服务提供方和斯巴鲁

中国根据上述原则在每一份具体产品进口合同中另行确定。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在商用车销售业务中，部分商用车生产商只生产商用车的车头（主机）或底

盘部分，其产品不包括车厢、挂车等载运部分，需由经销商采购车头（主机）或底盘

部分，根据商用车购买者的要求，先将拟销售的商用车车头或底盘送往具备相关改装

资质的改装厂进行改装，为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相应加装上述载运部分，形成整车后再

销售给客户。冀东物贸下属改装公司靠近本公司经销网点，可更及时、便捷地提供改

装汽车服务，有利于本公司保证在销售旺季及时供货，有利于控制改装成本，有利于

本公司更好的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  

（二）随着本公司进口品牌汽车业务（例如平行进口车、进口巴博斯等汽车品牌业

务）的快速发展，本公司的银行信用证授信额度难以完全满足进口品牌汽车的需要，

因此需由冀东物贸下属进出口公司代理开立部分进口品牌汽车的信用证。 

（三）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和主营业务地域关系，本公司与冀东物贸在汽车销售、

餐饮住宿、汽车维修养护、临时店面租赁、汽车电桩、精品及配件等销售、养护用品

采购石墨烯润滑油及汽车养护产品等各自的主营业务领域存在着多次但单次金额不够

重大的关联交易，因此双方存在上述日常性的关联交易。 

（四）斯巴鲁中国为斯巴鲁品牌汽车在中国的唯一总代理商，而斯巴鲁品牌对本

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贡献又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行上述关联交易将有利于保证本公

司获得充足可靠的货源，促进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从长远来说对本公司有积极的

影响。 本公司为斯巴鲁中国提供进口代理等服务，有利于发挥本公司的传统优势和自

身的丰富经验，为本公司增厚利润。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的发生对本公司的发展和盈利

有积极的影响。本次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公允，不损害

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较大的依赖。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