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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和资产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与大连中升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拟向大连中升或其

指定的关联公司转让公司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下属九家子公司北京雷

萨、济南奥迪、济南大众、济南双龙、济南斯巴鲁、石家庄广顺广丰、沈阳

广丰、石家庄弘丰广丰及青岛公司的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促使其实际拥

有并控制的四家全资子公司唐山雷萨、石家庄雷萨、大庆雷萨及济南奔驰向

大连中升指定的关联公司转让该等公司的非流动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大

连中升和/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持有上述目标股权和目标资产。 

 对本公司 2018 年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依据双方共同协商的价格

确定，转让价款拟定为 109,315.76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由双方于尽职调查

后，按照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协议约定进行审计调整后确定。本次交易全

部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预计给本公司带来的收益约为 4.6 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国家反垄断审批机构的审批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本次交易的实施尚

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转让方”或“庞

大集团”）与中升（大连）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连中升”或“受让方”，与

转让方合称“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于 2018 年 8 月 9 日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简称“协议”），约定将转让方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下属

九家子公司（合称“目标公司”）：北京庞大庆鸿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简称“北京雷萨”）、山东庞大兴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济南奥

迪”）、济南庞大一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济南大众”）、济南庞大

龙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济南双龙”）、济南中冀斯巴鲁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简称“济南斯巴鲁”）、石家庄广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石家庄广顺

广丰”）、沈阳鸿誉新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广丰”）、石家庄

弘丰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石家庄弘丰广丰”）及青岛庞大投资有限

公司（简称“青岛公司”）的 100%股权（单称或合称“目标股权”）转让给大

连中升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并约定公司将促使其实际拥有并控制下属四家全资

子公司：唐山庞大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唐山雷萨”）、石家

庄庞大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石家庄雷萨”）、大庆庞大庆鸿

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大庆雷萨”）、济南庞大瑞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济南奔驰”）各自将其非流动资产（合称“目标资产”）

转让给大连中升指定的关联公司。上述目标股权与目标资产的转让合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大连中升和/其指定的关联公司持有上述目标股权和目标

资产。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拟定为 109,315.76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由双方于尽职调

查后，按照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协议约定进行审计调整后确定。本次交易全部

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预计给本公司带来的收益约为 4.6 亿元。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本次交易的实施尚

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

的实施尚需国家反垄断审批机构的审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目标公司将不再

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全称：中升（大连）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3．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 18 号 

4．法定代表人：李国强 

5．注册资本：190,000.00 万元 

6．成立时间：1998 年 07 月 16 日 

7．经营范围：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代办汽车手续；展览展示；

汽车零配件、汽车用品、润滑油、机油的批发与零售（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凭许可

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亿雄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本公司董事会对大连中升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大连中升为在香港上市的中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升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的主要经营实体。大连中升日常经营活动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按

照协议履约的能力；大连中升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

存在重大关系，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连中升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758,079.20 万元，总

负债为 3,091,162.90 万元，净资产为 1,666,916.30 万元；2017 年度，大连中升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8,629,028.80 万元，净利润为 347,585.40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有关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 

1．交易类别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出售资产，即公司向大连中升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转让其

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北京雷萨、济南奥迪、济南大众、济南双龙、济南斯巴鲁、

石家庄广顺广丰、沈阳广丰、石家庄弘丰广丰及青岛公司的 100%股权，并促使

公司实际拥有并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唐山雷萨、石家庄雷萨、大庆雷萨及济南奔驰

向大连中升指定的关联公司转让该等公司的非流动资产。 

2．标的权益的权属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股权和目标资产权属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目标公司）基本信息 

目标

公司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万

元） 

法定 

代表人 
转让方持股比例 注册地点 经营范围 

北京

雷萨 

2011-5-1

0 
3,000 安顺东 

本公司 60% 

北京中冀兴旺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40% 

北京市朝阳区香

江北路临甲 1 号 

零售卷烟、雪茄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2 月 06 日）；销售汽车、汽

车配件、工艺品、电子产品、橡胶制品、日用品、服装、鞋帽、润滑油；汽车装饰；汽

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

奥迪 

2017-11-

28 
26,400 井明煜 

山东庞大乐业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96.21% 

陕西庞大乐业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3.03% 

沧州市东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0.76% 

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平安经十西

路 9193 号-1 

汽车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汽车装具、汽车备件、汽车饰品、家电、日用百货、服装鞋

帽、通讯器材、珠宝、计算机的销售；二手车交易（不含报废汽车及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不含车辆拍卖业务）；汽车保养与维护；汽车租赁；房屋出租；场地租赁；展览展

示服务；二类汽车维修（小型汽车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

大众 

2012-7-2

5 
1,000 张金亮 

石家庄市庞大一众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遵化市庞大一众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0% 

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平安街道办

事处大刘村

9193 号 

汽车销售及相关信息咨询；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二手车经纪；汽车配件、

汽车装具、日用百货、数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箱包皮具、小家电、家

用家具、皮毛制品、针纺织品、汽车装饰品的销售；汽车美容、汽车清洗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 南

双龙 

2011-11-

14 
200 杨春生 

庞大双龙（天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平安街道办

事处大刘村

9193 号 

汽车、汽车配件、汽车饰品的销售；汽车技术咨询；二手车交易；汽车信息咨询；房屋、

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

斯巴

2012-8-2

2 
500 尚凤林 

烟台中冀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60% 

济南市长清区经

十西路平安街道

汽车销售；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日用百货、数码电

子产品、箱包皮具、小家电、皮毛制品、汽车装饰品的销售；汽车美容、汽车清洗服务；



目标

公司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万

元） 

法定 

代表人 
转让方持股比例 注册地点 经营范围 

鲁 临沂中冀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40% 

办事处镇政府办

公楼 

二手车经纪服务；汽车交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石家

庄广

顺广

丰 

2008-6-1

6 
1,200 张伟 

赤峰市弘庆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90% 

承德市庞大弘惠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10% 

石家庄长安区北

二环东路 88 号 

汽车及零配件的销售；百货的零售；小型汽车维修（贰类汽车维修）（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09 日）；汽车美容；汽车装饰；二手车经销。（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沈阳

广丰 

2011-8-2

5 
1,200 刘庆元 

承德市庞大弘惠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90% 

石家庄广顺广丰 10% 

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辽西路

183 号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具销售；汽车美容；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皮具、箱包、小家电销售；二手车销售及经纪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石家

庄弘

丰广

丰 

2011-5-1

6 
1,200 贡兴伟 

石家庄广顺广丰 80% 

沈阳广丰 20% 

石家庄新华区石

获北路植物园街

交叉口西侧 

汽车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有效期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汽车配

件，二手车置换，汽车装饰，机械电气设备，服装、箱包，日用百货的销售，仓储服务

（危险品、爆炸品除外），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

公司 
2012-7-4 10,000 蒿杨 

本公司 95% 

唐山市冀东旧机动车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5% 

青岛市李沧区十

梅庵路 19 号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汽车、汽车配件；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于济南奥迪的特殊说明：济南奥迪原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陕西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80%，沧州市东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20%。2018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评估值为 26,824.99 万元的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对济南奥迪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25,400 万元，济南奥迪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26,400 万元。本次增资的评估

机构为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于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的账面值

合计为 20,824.95 万元，评估值合计为 26,824.99 万元。 



（2）交易标的（目标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目标公司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12 月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雷萨 9705.08 8316.71 1388.37 27737.17 1452.97 

济南奥迪 / / / / / 

济南大众 11154.81 10112.16 1042.64 22591.40 -638.81 

济南双龙 1482.54 1996.08 -513.54 6842.43 -333.40 

济南斯巴鲁 7327.53 7021.17 306.36 3614.14 -47.22 

石家庄广顺广丰 5606.89 5215.46 391.43 14593.16 -107.80 

沈阳广丰 3243.13 2529.83 713.30 13484.28 -490.94 

石家庄弘丰广丰 3161.26 3437.78 -276.51 9448.10 -338.75 

青岛公司 18550.64 9786.95 8763.69 571.43 -624.22 

 

目标公司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1-5 月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雷萨 11899.18 10463.43 1435.75 11059.92 47.38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 

济南奥迪 36287.98 10970.80 25317.19 9528.68 -82.81 

济南大众 5472.06 4866.79 605.28 8899.25 -437.36 

济南双龙 1483.09 2071.91 -588.82 2656.24 -75.27 

济南斯巴鲁 6749.12 6553.62 195.49 784.73 -110.87 

石家庄广顺广丰 4778.45 4292.72 485.73 5290.59 94.30 

沈阳广丰 2432.63 1735.29 697.34 5720.78 -15.96 

石家庄弘丰广丰 3082.12 3295.27 -213.15 3962.23 63.36 

青岛公司 21590.60 12822.60 8768.00 285.71 4.31 

上述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4．交易标的（目标资产）的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拟转让资产 评估基准日 获得资产时间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唐山雷萨 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和设备类固定资产 2018年5月31日 2013年12月

-2018年5月 

5596.16 4841.33 5081.95 240.62 4.97% 

石家庄雷萨 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和设备类固定资产 2018年5月31日 2015年12月

-2018年5月 

1533.36 1346.75 1437.16 90.41 6.71% 

大庆雷萨 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和设备类固定资产 2018年5月31日 2013年7月

-2015年1月 

6566.71 5439.34 5728.86 290.14 5.33% 

济南奔驰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和在建工程 2018年5月31日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2080.28 2079.82 2152.49 72.67 3.49% 

上述资产的账面数据未经审计，上述资产的评估数据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特别说明： 

1.上述拟转让的资产，获得资产的方式均为自建或自购。唐山雷萨、石家庄雷萨、大庆雷萨均为正常使用且处于营业状态的资产，
济南奔驰正处于建设之中； 

2.济南奔驰4S店项目正处于建设之中，截至协议签署日，项目尚未完工验收。双方约定转让方负责项目完工并达到厂家验收标准
后交付给受让方。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本着公平、公正、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基础转让价格综合考

了市场价格、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以及目标资产的评估情况，并经

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最终转让价格由双方于尽职调查后，按照中国现行的会计准

则和双方协议约定进行审议调整确定。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庞大集团从本次交易中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

导致庞大集团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四、《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公司与大连中升于 2018 年 8 月 9 日签署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当事人：转让方为本公司，受让方为大连中升和/或其指定的关联公

司。 

2．交易标的：公司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北京雷萨、济南奥迪、济南大众、

济南双龙、济南斯巴鲁、石家庄广顺广丰、沈阳广丰、石家庄弘丰广丰及青岛公

司 100%的股权，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唐山雷萨、石家庄雷萨、大庆雷萨及济

南奔驰的非流动资产。 

3．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 

经双方共同协商，本次交易的基础转让价格为 109,315.76 万元。由双方于尽

职调查后，按照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双方协议约定进行审计调整并确定最终转

让价格。本次交易预计给本公司带来的收益为 4.6 亿元。 

（1）北京雷萨目标股权的基础转让对价为 18,800 万元。对价包括北京雷萨

所拥有的品牌汽车经销权及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总投入（包括

但不限于 4S 店的主体和装修等工程、维修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专用工

具等固定资产的投入、4S 店通过厂家验收标准所需的投入、4S 店占用的土地剩

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和租赁权、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办公车和替换车等）。 

（2）济南奥迪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27,900 万元。对价包括济南

奥迪所拥有的品牌汽车经销权及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总投入（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产、4S 店的主体和装修等工程、维修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

专用工具等固定资产的投入、4S 店达到厂家验收标准之前所需的任何费用和投



入、4S 店占用的土地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和租赁权、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试乘

试驾车、办公车和替换车等，包括在账以及实际在用但不在账的资产），以及审

计截止日财务报表对应的负债（不包括济南奥迪接收的与经营无关的资产或费用

所形成的负债，以及济南汽车城 64,321 平方米的土地[证号：长清国用（2012）

第 0700019 号]）。 

（3）济南大众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3,000 万元；济南双龙目标股

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760 万元；济南斯巴鲁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 万元。对价包括济南大众、济南双龙、济南斯巴鲁所分别拥有的品牌汽车经

销权及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总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产、4S 店

的主体和装修等工程、维修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专用工具等固定资产的

投入、4S 店达到厂家验收标准之前所需的任何费用和投入、4S 店占用的土地剩

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和租赁权、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试乘试驾车、办公车和替换

车等，包括在账以及实际在用但不在账的资产），以及审计截止日财务报表对应

的负债（不包括济南大众、济南双龙、济南斯巴鲁接收的与经营无关的资产或费

用所形成的负债）。 

（4）石家庄广顺广丰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4,000 万元；沈阳广丰

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2,900 万元；石家庄弘丰广丰目标股权的基础股

权转让价格为 2,000 万元。对价包括石家庄广顺广丰、沈阳广丰、石家庄弘丰广

丰所拥有的品牌汽车经销权及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总投入（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产、4S 店的主体和装修等工程、维修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

专用工具等固定资产的投入、4S 店达到厂家验收标准之前所需的任何费用和投

入、4S 店占用的土地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和租赁权、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试乘

试驾车、办公车和替换车等，包括在账以及实际在用但不在账的资产），以及审

计截止日财务报表对应的负债。 

（5）青岛公司目标股权的基础股权转让价格为 17,755.76 万元。对价包括青

岛公司所拥有的净资产以及青岛汽车城 24,913 平米土地（证号：鲁（2017）青岛

市不动产权第 0007623 号，具体以土地使用权分割后的面积为准）。 

（6）唐山雷萨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9,490 万元；石家庄雷萨目标资产的转

让价格为 5,220 万元；大庆雷萨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8,330 万元；济南奔驰目标



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8,160 万元。对价包括唐山雷萨、石家庄雷萨、大庆雷萨、济

南奔驰所分别拥有的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和设备固定资产。 

4．转让价款的支付 

（1）在协议签署日次日，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目标股权基础股权转让价款

70%和目标资产转让价款的 50%。 

（2）目标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目标资产归属受让方名下后，且双方完成

土地租赁协议签署或土地权属变更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受让方根据约定累

计支付至最终股权转让价款 85%和目标资产转让价款的 80%。 

（3）剩余 15%的最终股权转让款和 20%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于转让方已

配合受让方将厂商授权变更至受让方指定的主体名下，于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受

让方名下 6 个月、目标资产归属受让方名下后 6 个月内支付。 

5．协议终止及违约责任 

（1）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终止协议的，协议终止。 

（2）如因任何一方的重大虚假陈述或对其在协议中的声明、保证、承诺和约

定的重大违反，或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且在当守约方向违约方

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的意向后的 10 天内仍未消除前述该等情况，则守约方有权以

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协议。 

（3）因火灾、地震、爆炸等自然灾害，征收、征用等政府行为，罢工、骚乱

等社会异常事件等非因交易双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交易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形，

任何一方需通知另一方。在双方合理努力下仍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可终止本次

交易，并在扣除合理费用后向对方返还其已支付的价款。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任何义务，或其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不实，视为该方违

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任何一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如协议因上

述第（2）项原因终止并且因此对守约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

方足额赔偿其因此而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如协议因上述第（3）项原因终止，双

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于转让

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生效。 



7．其它安排 

（1）针对租赁土地，转让方承诺并保证，就目标股权转让而言，目标公司的

土地租赁协议真实有效，目标公司可按现有租赁协议的约定继续租赁并使用相关

土地及建筑物；就目标资产转让而言，确保受让方与目标资产所占用的土地的土

地使用权人（以下简称“土地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或取得土地方同意转让方

向受让方转租相应土地的同意函，确保受让方可以为经营目标资产之目的继续按

现有租赁协议租赁并使用相关土地及建筑物。同时，自协议生效日起，目标公司

和/或原公司的土地及房屋使用权租赁剩余期间不少于 15 年。不足 15 年的部分，

在现有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由转让方负责与出租方沟通并续签合同，且延用原

合同条款和租金不变。否则，给受让方造成损失的由转让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损失包括土地租赁价格上涨所增加的费用、不能续租导致的搬迁重建投入。 

（2）针对目标公司及原公司的现有员工，就目标股权转让而言，受让方同意

接收截止交接日的目标公司的员工，但目标公司原有的总经理和财务经理不在目

标股权转让的范围内，交由目标公司的原股东自行安排并承担相关费用；就目标

资产转让而言，受让方同意接收截止交接日与目标资产相关的员工，转让方在其

与员工签订的聘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受让方承接，但转让方根据聘用合同及

其他文件对于该等员工应付未付款项的支付义务仍由转让方继续承担。 

（3）针对转让方已经为目标公司在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提供的担保，就目标

股权转让而言，受让方同意在目标公司完成股权工商过户后，应当就转让方已经

为目标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直至转让方为目标公司提供的担保被

相应解除。 

（4）双方确认，针对转让方与目标公司账面的关联方往来款项，应在目标公

司完成目标股权工商过户前进行结算和清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工商过户时未清

理完毕的，受让方承诺在 30 日内代目标公司偿还欠转让方的借款。 

（5）协议为本次交易框架性协议。为完成本次交易，如果需要，双方同意签

署转让目标股权及目标资产的具体执行协议。具体执行协议与协议约定的内容不

一致的，以具体执行协议为准；具体执行协议未规定的内容，仍应执行协议的约

定。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将上述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转让处置，旨在回笼资金，增加公司

利润，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没有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预计因

本次交易直接实现税前利润约为 4.6 亿元（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

结果为准），将影响公司 2018 年的当期效益。 

本公司存在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受让方同意于目标公司完成股权工

商过户后提供反担保，直至本公司为目标公司的担保被相应解除；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转让方应收目标公司往来款金额总计 3,538.92 万元，按照双方约定，上述

往来款项将在目标公司股权工商过户前清理完毕，如未清理完毕，受让方承诺在

目标股权过户后 30 日内日代目标公司偿还上述往来款；除上述担保和往来款外，

不存在委托理财及资金被目标公司占用的其他情况。 

 

六、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根据合作的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及时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