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258          公司简称：庞大集团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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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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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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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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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曙华 张春雷 

电话 010-53010230 010-5301023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

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

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电子信箱 dshmsc@pdqmjt.com dshmsc@pdqmj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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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7,676,601 63,530,854,942 -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822,339,563 13,289,025,426 4.0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6,761,036,507 -9,428,290,831 -28.29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7,113,671,570 32,926,868,622 -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8,563,137 296,593,441 -1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5,635,007 22,559,266 -2,78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3 2.25 减少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4 -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4 -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3,20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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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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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 1,362,900,000 0 质押 1,362,563,000 

杨家庆 境内自然人 1.79 119,480,900 0 质押 119,480,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未知 1.76 117,761,782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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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义 境内自然人 1.51 100,715,312 0 质押 100,715,300 

杨晓光 境内自然人 1.36 90,992,200 0 质押 90,9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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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文会 境内自然人 1.27 84,757,037 0 质押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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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04 69,173,9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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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义、杨

晓光、王玉生、裴文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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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

义、杨晓光、王玉生、裴文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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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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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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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4 450,000,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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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31 508,827,000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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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8 100,000,00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3.08 78.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1 2.4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被中国证监会调查事件给公司的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发酵，叠加 2018

年度的整体资金环境偏紧等因素，公司的融资困难、资金紧张问题进一步凸显，继而严重影响并



制约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效益均同比下降。面对困境，公司一方面如实向金融

机构说明情况，征得理解支持，同时也通过减员增效、处置资产等方式降低费用、回笼资金，尽

最大努力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为了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控股股东积极谋划引进战略投资

者，目前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公司2018年上半年新车销售17.41万辆，实现营业收入2,711,367.16万元，同比下降17.66%；

实现营业利润 40,276.58 万元，同比减少 10.28%，净利润 25,549.68万元，同比下降 7.57%，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856.31万元，同比下降 12.82%。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