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1/26

星期二

B060

Disclosure

具体情况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划转情况如下：

股东 让渡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状态

裴文会、蒿杨、李新民、许志刚、李绍艳 3,464.34 已划转

王玉生、武成 10,250.81 已划转

贺静云 5,042.49 已划转

孙志新、刘斌 5,144.95 已划转

贺立新、杨晓光、杨家庆 21,686.53 已划转

杨家庆 4,900.00 已划转

郭文义、裴文会、克彩君 22,204.04 已划转

庞庆华

79,000.00 已划转

31,933.50 已划转

25,356.50 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合计 208,983.17 /

（二）基于增持计划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基于对庞大集团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信息披露义

务人深商北方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市场情

况，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增

持庞大集团的股票，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庞大集团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自然人无

偿让渡其所持有的208,983.17万股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有条件受让。原控股

股东庞庆华及关联自然人杨家庆持有的合计36,833.50万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让渡。（详

见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08）。

2、根据庞大集团于2021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控股

股东深商北方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自公告之日起

6个月（即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5日）内完成增持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深商北方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3,669,7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商北方及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庞大集团

股份2,051,245,6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6%

二、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如下决策程序：

2021年1月20日，天南科技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天南科技将其所持有的全部

庞大集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委托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委托内容：将其直

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49,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48%，包括上述股

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代为行使。

2021年1月20日，金信科技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同意金信科技将其所持有的全部

庞大集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委托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委托内容：将其直

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319,33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2%，包括上述股

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代为行使。

2021年1月20日，深商北方执行董事决定，同意深商北方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庞大集

团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委托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委托内容：将其直接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113,669,7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1%，包括上述股份因配

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代为行使。

（二）尚需取得的其他有权部门的授权或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尚需取得其他有权部门授权或批准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股份的计划

根据庞大集团于2021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信息披

露义务人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自公告之日起6个

月（即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5日）内完成增持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

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对于增持计划所增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

股份等行为。

对于重整计划所受让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自受让让渡股票之日起三年内不

向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庞大集团股票，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对外处置

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商北方持有上市公司122,890.57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2.02%；深商金控持有上市公司10,00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98%；数通

科技持有上市公司24,033.5142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5%，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15.35%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商北方持有上市公司134,257.5464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13.13%；深商金控持有上市公司10,000.0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98%；

数通科技持有上市公司24,033.5142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5%；天南科技

持有上市公司4,900.0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48%；金信科技持有上市公司

31,933.5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2%，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05,124.5606万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6%。

深商北方、 天南科技及金信科技分别将本次权益变动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48,200.4764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行使。黄继宏与深商北方、深商金控、

数通科技、金信科技及天南科技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共计持有上

市公司205,124.5606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一）基于重整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19年9月5日，唐山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庞大集团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庞大集团

清算组担任庞大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

司进行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19年11月20日，有关方面经协商，签署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事宜之投资协议》，确定深商集团、深圳元维和国民运力组成的联合体为本次庞大集

团重整的重整投资人。 （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披露的《关于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暨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2019年12月9日，庞大集团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与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

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其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同日，唐山中院作出（2019）冀02破2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庞大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为庞大集团的经

营亏损承担主要责任，付出必要的成本，以支持庞大集团重整。 为此，庞大集团原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自然人无偿让渡其所持的208,983.17万股股票， 由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

方有条件受让，受让条件包括：

1、重整投资人承诺，按照其所提出的经营方案，对庞大集团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提

升庞大集团的管理水平及运营价值，确保庞大集团恢复持续盈利能力；

2、重整投资人承诺，庞大集团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7亿元、11亿元、17亿元，或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合计达到35亿元。 若最终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达到前

述标准，由重整投资人在2022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公布后三个月内向庞大集团以现金

方式予以补足；

3、为保障庞大集团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各方对庞大集团未来发展的信心，重整

投资人承诺，自受让让渡股票之日起三年内不向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

庞大集团股票。

2019年9月11日，重整投资人与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书》，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同意在标的股票解除质押、满足过户条件后，将标的股票

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通过协议转让或司法协助执行等可行方式过户登记至重整投

资人及/或其指定的关联主体名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已受让部分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其关联

自然人无偿让渡的其所持股票，其中，原控股股东庞庆华的关联自然人裴文会、蒿杨、李

新民、 许志刚和李绍艳持有的合计3,464.34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让渡 （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原

控股股东庞庆华的关联自然人王玉生、 武成、 贺静云、 孙志新和刘斌持有的合计20,

438.25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让渡（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关联自然人贺立新、

杨晓光、裴文会、克彩君、郭文义和杨家庆持有的合计122,890.57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

让渡。（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4）。

在重整计划框架下进行的本次权益变动， 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合计

持有的36,833.50万股公司股份分别让渡至天南科技4,900.00万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0.48%）、金信科技31,933.50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2%）。

2021年1月20日，天南科技与黄继宏签订了《委托协议书》。 天南科技同意将其直

接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中的49,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48%，包括上述股

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行使，委托期限

为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20日，金信科技与黄继宏签订《委托协议书》。 金信科技同意将其直接

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中的319,33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2%，包括上述股份

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宏行使，委托期限为

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基于增持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基于对庞大集团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信息披露义

务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市场情况，计划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庞大集团

的股票，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在增持计划框架下进行的本次权益变动，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深商北方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3,669,76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

2021年1月20日 ，深商北方与黄继宏签订《委托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深商

北方同意将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113,669,76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1%，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黄继

宏行使，委托授权股份的委托期限为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三、股份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情况

（一）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重整计划下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拟让渡股票的限售、质

押及冻结及实际划转情况具体如下：

1、已让渡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裴文会先生、蒿杨先生、李新民先生、许志刚先生、李绍艳先生持

有的合计3,464.34万股股份已完成划转；王玉生先生、武成先生持有的合计10,250.81

万股股份、贺静云先生持有的5,042.49万股股份、孙志新先生、刘斌先生持有的合计5,

144.95万股股份已完成划转；庞庆华及关联自然人贺立新、杨晓光、裴文会、克彩君、郭

文义和杨家庆持有的合计122,890.57万股股票已完成划转。

本次权益变动，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划转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票数量（股）

1 庞庆华 319,335,000

2 杨家庆 49,000,000

合计 368,335,000

2、尚未让渡的股份

庞庆华先生持有25,356.50万股股份， 其中25,322.80万股质押于国开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且全部股票均被其债权人申请冻结及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让渡股票的具体划转情况如下：

股东 让渡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状态

裴文会、蒿杨、李新民、许志刚、李绍艳 3,464.34 已划转

王玉生、武成 10,250.81 已划转

贺静云 5,042.49 已划转

孙志新、刘斌 5,144.95 已划转

贺立新、杨晓光、杨家庆 21,686.53 已划转

杨家庆 4,900.00 已划转

郭文义、裴文会、克彩君 22,204.04 已划转

庞庆华

79,000.00 已划转

31,933.50 已划转

25,356.50 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合计 208,983.17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庞庆华所持的25,322.80万股股票对应质权人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债权本金35,500万元，主债务人为庞庆华个人。 目前涉及庞庆华所持的

25,322.80万股质押股票尚在跟债权人国开证券接洽商谈中，关于债权收购所需具体对

价及付款方尚未确定。

（二）其他安排情况

根据庞大集团重整计划， 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受让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股份

的条件包括：

1、恢复持续盈利能力承诺

根据庞大集团重整计划规定，重整投资人承诺，按照其所提出的经营方案，对庞大

集团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提升庞大集团的管理水平及运营价值，确保庞大集团恢复持续

盈利能力。

2、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庞大集团重整计划规定，重整投资人作出如下承诺：

庞大集团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亿

元、11亿元、17亿元，或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达

到35亿元。 若最终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达到前述标准，由重整投资

人在2022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公布后三个月内向庞大集团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3、股份限售承诺

根据庞大集团重整计划规定，重整投资人作出如下承诺：

为保障庞大集团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各方对庞大集团未来发展的信心，重整投

资人承诺，自受让让渡股票之日起三年内不向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庞

大集团股票。

第四节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一）基于重整计划的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根据庞大集团管理人的申请， 唐山中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出具了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中国结算协助将庞

大集团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关联自然人杨家庆持有的合计36,833.50万股公司股票别

划转至金信科技和天南科技的证券账户， 本次股份划转符合重整计划的要求。 本次划

转股份对应债务已纳入重整计划，按照重整计划的约定予以无偿让渡，因此无需金信科

技和天南科技进行资金支付。

（二）基于增持计划的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基于对庞大集团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信息披露义

务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市场情况，计划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庞大集团

的股票，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在增持计划框架下进行的本次权益变动，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深商北方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3,669,764股，增持成交资金11,

773.83万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资金仅为增持计划下增持成交资金11,773.83万元。根据增持计

划，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第五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是否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的计划

根据庞大集团重整计划， 庞大集团未来经营方案由 “存量业务的调整与优化” 和

“增量业务的引进与发展” 两部分构成，具体内容请参见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

公告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有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负债处置或者其他类似的重

大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支持庞大集团及其核心子公司重整计划中各

项资产、负债处置及相关安排，具体如下：

庞大集团将从以强调资产规模，过渡到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为中心，根据资产闲置

状况，因地制宜地通过出租、出售、合作开发等不同方式盘活闲置资产，提升资产流动性

及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重整中，除了对上市公司的直接债务进行集中清理外，也需要对庞大集团子公

司的债务（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部分）进行妥善安排。 唯此，方可从庞大集团合并报表

的角度化解整体的债务风险，使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内的子公司整体上重获持续盈

利能力。

一方面，子公司是上市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子公司也是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下主要的经营实体， 是目前上市公司重要的营业收入来源。 为确保庞大集团

重整成功并实现重整目标， 必须确保子公司仍保留在庞大集团体系内继续经营。 要实

现这一目标，一是要使子公司法律主体资格继续存续；二是要使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能

够得到完整保留；三是还需要全面化解子公司的债务风险。

另一方面， 子公司的存续和经营亦离不开上市公司的支持。 庞大集团采用上市公

司统一获取汽车厂商授权， 并由上市公司作为总经销商， 子公司作为分销商的运营模

式。 若将下属子公司独立于上市公司，使其独立承担有关金融负债，则上市公司无法继

续对子公司相关品牌进行授权，则子公司无法继续开展相关汽车销售业务，其运营价值

和资产价值势必将大打折扣，无法独立承担巨额金融负债。

综上，为保全子公司经营性资产，同时化解子公司的债务风险，实现上市公司整体

重整效果最优化，对于上市公司本部为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债权，特别是对子公司相

关资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在充分考虑并保证其担保权的前提下，也要在本次上市公司

重整程序中一并清理，进而形成一个解决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债务问题的一揽子

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除日常生产经营之外的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但是，

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角度出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尝试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

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

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股东权利，向上

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进行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从而不断优化

完善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 届时，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本次权益变

动后，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

据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适应本次权益变动后的业务运作及法人

治理要求， 进一步保持并完善庞大集团治理结构。 如果根据庞大集团实际情况需要进

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

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将结合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

司章程，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重大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员工聘用计划进行

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

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上市公司依法合规保障员工的权益。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

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做出其他重大安排的明确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

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

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其

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适当及必要的调整，以提高上市公司运行效率和效益，促进上市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深商北方仍为上市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深商北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0.06%的股份表决

权，为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承诺人” ）将保证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

等方面相互独立，并承诺如下：

“（一）保证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庞大集团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

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

2、保证庞大集团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庞大集团的控制之下，并为

庞大集团独立拥有和运营。

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庞大集团的资金、

资产；不以庞大集团的资产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二）保证人员独立

1、保证庞大集团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承诺

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庞大集团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庞大集团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系完全独

立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3、保证向庞大集团推荐董事、监事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以非正当途径干预

庞大集团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财务独立

1、保证庞大集团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的财务会

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庞大集团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

3、保证庞大集团能够独立进行财务决策，承诺人不违法干预庞大集团的资金使用

调度等财务、会计活动。

4、保证不干涉庞大集团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机构独立

1、保证庞大集团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庞大集团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运作并

行使职权。

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庞大集团之间不产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保证业务独立

1、保证庞大集团的业务独立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庞大集团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3、 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进行决策之之外， 不干涉庞大集团的业务活

动。 ”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主营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属于汽车经销行业。信

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参见“第

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

权及控制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业务及简要财务状况” 。

庞大集团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农用机动运输车、电器机械、建材（不含木材、

石灰）、汽车配件批发、零售；汽车展览、展示；汽车装饰；汽车租赁；建筑工程机械及设

备销售租赁；二手车买卖代理；市场管理咨询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代理险种:货物运输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电子产

品销售；融资租赁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其他印刷品；房屋、场地租赁。庞

大集团主营业务为汽车经销和维修养护。

虽然深商北方目前经营范围存在汽车租赁业务，但深商北方目前并未实际经营，且

与庞大集团主营业务并不相同或相似，因此与庞大集团不构成同业竞争。

深商北方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范围与庞大集团不相同， 未与庞大集团经营相同或

相似业务，因此，深商北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庞大集团不构成同业竞争。

黄继宏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国民运力及其核心企业在经营范围中涉及“汽车” 相关

业务，但与庞大集团不存在同行业竞争，具体论述如下：

（1）主营业务不同

国民运力及其核心企业主营城市交通电动化的实施与运营； 庞大集团主营汽车经

销及维修、养护业务。

（2）业务模式不同

①国民运力业务模式核心是“建立交通智慧运营平台，企业规模投入装备运营，政

府按里程购买服务” ，即由国民运力建立城市公共交通智慧运营平台，以信息化和大数

据驱动产业升级；投放新能源公交车辆，建设配套充电设施，并提供车辆的保险、保养、

维修、场站建设及充维等机务服务。

②庞大集团业务模式可进一步细分为整车销售业务、 售后服务业务和衍生服务业

务。 整车销售业务通过向购车消费者销售整车赚取差价实现盈利； 售后服务业务通过

提供车辆维修养护服务收取工时费用，并通过销售车辆零配件赚取差价；衍生服务业务

通过在销售、售后服务过程中，向客户提供如保险代理服务、精品装饰服务、佣金代理服

务以及二手车交易代理服务等，收取服务费。

（3）主要客户与提供产品不同

国民运力主要客户对象为地方公交集团； 庞大集团主要客户对象为居民家庭及个

人、企事业单位等。

国民运力提供产品为新能源公交车、充电桩等，产品主要服务于城市公共交通与日

常运营；庞大集团提供产品主体为乘用车，产品主要服务于居民交通出行。

（4）主要供应商不同

国民运力主要供应商为从事客车生产的企业、充电桩建设的企业等；庞大集团主要

供应商为从事中高端品牌乘用车生产的企业等。

因此，国民运力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庞大集团在主营业务或服务、业务模式、客户对

象、产品用途、主要供应商等各方面均不同，国民运力与庞大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不存

在竞争性和相互替代性。 黄继宏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庞大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避免同业竞争所做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下简称“承诺人”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若承诺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 ）与庞大集团存在同业竞

争，则在相关企业能产生较好的收益且庞大集团有意收购时，承诺将持有的相关企业的

股权按市场评估价格转让给庞大集团；否则，承诺将采取对外出售给第三方或经双方协

议确定的其他方式， 消除与庞大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 并且承诺在承诺人控制的

企业与合作伙伴或第三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或安排中不包含限制或禁止相关企业资产

或业务注入庞大集团的条款。

2、若庞大集团有意出售所持与相关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股权，承诺人将支持

庞大集团解决同业竞争的各项措施，承诺无条件在相关表决中投赞成票。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若庞大集团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等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方式，包括在中国境内外

投资、收购、兼并与庞大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今后从事的新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公司或其他组织等方式，从事与庞大集团新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

4、若未来承诺人获得与庞大集团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投资等机会，将

立即通知庞大集团，优先提供给庞大集团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庞大集团的条件。 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庞大集团的条件， 或因其

他原因导致庞大集团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庞大集团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

要求承诺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

决。

5、承诺人在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方面所作的各项承诺，同样适用于承诺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人有义务督促并确保上述其他企业严格遵守本承诺并执行

所述各事项安排。

6、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且承诺人作为庞大集团控股股东期间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在此期间出现因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庞大集团利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020年8月10日，上市公司与深商北方签署《借款协议》，公司向深商北方借款10,

0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借款利率为6.50%/年（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披露的《关

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2020年9月28日，上市公司与深商北方签署《借款协议》，为补充经营用款向深商

北方借款10,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为6.50%/年（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2020年12月8日，根据上市公司资金安排，归还深商北方借款，其中，本金：人民币

7,500万元，利息：人民币161.15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笔借款剩余人民币2,

5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归还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2020年12月15日，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控

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2021年6月30日前，深商北方向公司分次不等额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借款。 其中，单笔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为6.50%/年，作为

公司经营用款（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规范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规范与庞大集团及其控

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承诺人及承

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价格进行，并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承诺人作为庞大集团的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利用控股股东优势地位损害庞大集

团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且承诺人作为庞大集团控股股东期间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在此期间出现因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第七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除本报告书“第六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之“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的影响” 所说明的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任何其他重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未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过重大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已披露的事项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

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

况

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重整投资人关联方受让的庞庆华及关联自

然人贺立新、杨晓光、裴文会、克彩君、郭文义和杨家庆持有的合计122,890.57万股已划

转至控股股东深商北方的证券账户，并已完成股权过户登记事项（详见公司于2020� 年

7月2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原控股股

东庞庆华及关联自然人杨家庆持有的合计36,833.50万股公司股票分别划转至金信科

技和天南科技的证券账户，并已完成股权过户登记事项（详见公司于2021� 年1月22日

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021年1月6日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期间，根据增持计划，深商北方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3,669,764股。

除上述情况外，在前六个月（即自2020年7月25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庞大集团股票

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停

牌日前六个月内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庞大

集团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深商北方成立于2019年3月份，因此2017年和2018年均无财务数据。

深商北方于2020年7月份成为庞大集团的控股股东，因此自2020年8月起将庞大集

团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深商北方最近一年一期的未审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71,095,268.44 1,327.18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9,500,000.00 -

衍生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492,602,521.00 -

应收款项融资 8,840,714.00

预付款项 927,578,394.00 27,416.70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

其他应收款 3,823,769,553.60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存货 3,117,524,982.00 -

合同资产 -

持有待售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82,403,172.00 -

其他流动资产 322,734,186.00 -

流动资产合计 10,656,048,791.04 28,743.8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债权投资 704,673,900.17 -

其他债权投资 -

长期应收款 18,086,193.00 -

长期股权投资 760,958,135.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7,621,368.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24,622,810.00

投资性房地产 499,612,600.00 -

固定资产 6,773,534,812.47 127,314.80

在建工程 170,516,879.00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油气资产 -

无形资产 3,881,830,617.00 -

开发支出 - -

商誉 364,135,386.00 -

长期待摊费用 241,992,346.43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3,831,853.00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9,894,406.00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131,311,306.07 127,314.80

资产总计 24,787,360,097.11 156,058.68

资产负债表（续）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75,352,208.00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418,520,000.00 -

应付账款 758,807,685.41 -

预收款项 12,156,911.00 -

合同负债 470,204,005.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应付职工薪酬 160,686,207.23 -

应交税费 221,134,126.33 -9,359.03

其他应付款 3,843,610,478.92 573,240.17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

应付分保账款 -

持有待售负债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29,480,647.00 -

流动负债合计 7,489,952,268.89 563,881.1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

长期借款 5,839,947,997.00 -

应付债券 - -

其中：优先股 -

永续债 -

长期应付款 80,000,000.00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预计负债 62,961,716.00 -

递延收益 169,604,218.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807,768.00 -

其他非流动负债 432,418,418.00 -

非流动负债合计 6,710,740,117.00 -

负债合计 14,200,692,385.89 563,881.14

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 -

其他权益工具 -

其中：优先股 -

永续债 -

资本公积 - -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

专项储备 -

盈余公积 126,720,810.26 -

一般风险准备 -

未分配利润 1,111,351,719.58 -407,822.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8,072,529.84 -407,822.46

少数股东权益 9,348,595,181.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586,667,711.22 -407,822.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24,787,360,097.11 156,058.68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一、营业收入 5,097,650,918.46 -

减：营业成本 4,692,974,094.14 -

利息支出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退保金 -

赔付支出净额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

保单红利支出 -

分保费用 -

税金及附加 30,952,442.67 -

销售费用 138,275,620.92 -

管理费用 218,060,701.72 407,825.49

研发费用 -

财务费用 62,896,261.51 -3.03

加：其他收益 7,386,214.9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7,117,525.8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

-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364,671.00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4,619.19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19,088.45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168,329.69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1,624,727.66 -407,822.46

加：营业外收入 14,363,366.65 -

减：营业外支出 14,317,314.76 -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51,670,779.55 -407,822.46

减：所得税 18,486,568.73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184,210.82 -407,822.46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862,788,924.42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7,715,973.85 314,610.13

现金流入小计 7,605,072,950.57 314,610.1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554,096,544.42 36,775.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50,087,738.99 140,523.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7,279,810.07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412,622.50 -

现金流出小计 7,870,051,470.98 177,29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978,520.41 137,311.1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701,173,900.17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收回的现金净额

2,353,014.00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37,122,283.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57,088.00 -

现金流入小计 -658,241,515.17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46,778,961.16 135,983.98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3,000,000.00 -

现金流出小计 149,778,961.16 135,983.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8,020,476.33 -135,983.9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22,172,016.00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781,595.00 -

现金流入小计 2,760,953,611.00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246,991,829.00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85,923,333.00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88,120.00 -

现金流出小计 1,338,203,282.0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2,750,329.00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396,940.00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6,354,392.26 1,327.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53,256,990.18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99,611,382.44 1,327.18

二、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一）深商金控

深商金控最近三年一期未审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06.63 3,319.14 2,338.76 2,110.33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 - 360.00 360.0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706.63 3,319.14 2,698.76 2,470.3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

000.00

10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0,000,

000.00

100,000,000.00 - -

资产总计

100,004,

706.63

100,003,319.14 2,698.76 2,470.33

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4,871,998.83 104,326,055.39 2,259,455.39 2,257,455.3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04,871,998.83 104,326,055.39 2,259,455.39 2,257,455.3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104,871,998.83 104,326,055.39 2,259,455.39 2,257,455.39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实收资本 （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4,867,292.20 -4,322,736.25 -2,256,756.63 -2,254,985.06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4,867,292.20 -4,322,736.25 -2,256,756.63 -2,254,985.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

计

100,004,706.63 100,003,319.14 2,698.76 2,470.33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543,188.44 2,063,612.00

财务费用 1,367.51 2,367.62 1,771.57 2,130.9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44,555.95

-2,065,

979.62

-1,771.57 -2,130.92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44,555.95

-2,065,

979.62

-1,771.57 -2,130.92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44,555.95

-2,065,

979.62

-1,771.57 -2,130.92

五、每股收益： - -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 - - -

（二）稀释每股收益 - - - -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45,943.44

102,066,

960.00

2,000.00 2,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5,943.44

102,066,

960.00

2,000.00 2,000.00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44,555.95 2,065,979.62 1,771.57 2,130.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4,555.95 2,065,979.62 1,771.57 2,13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87.49

100,000,

980.38

228.43 -130.92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00,000,

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100,000,

000.00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100,000,

000.00

- -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 -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387.49 980.38 228.43 -130.92

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3,319.14 2,338.76 2,110.33 2,241.25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4,706.63 3,319.14 2,338.76 2,110.33

（二）数通科技

数通科技最近三年一期未审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20年9月30

日

2019年12月

31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7年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38.48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938.48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39,813,

049.2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9,813,

049.23

资产总计

239,815,

987.71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0,566,

028.51

1,003,183.18 566,650.74 345,256.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40,566,

028.51

1,003,183.18 566,650.74 345,256.4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40,566,

028.51

1,003,183.18 566,650.74 345,256.4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750,040.80 -746,978.33 -431,049.32 -223,666.92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

计

-750,040.80 -746,978.33 -431,049.32 -223,666.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239,815,

987.71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000.00 312,506.49 204,592.16 222,158.56

财务费用 1,110.48 2,901.52 2,790.24 1,508.3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48.0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

填列）

-3,062.47 -315,408.01 -207,382.40 -223,666.9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521.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062.47 -315,929.01 -207,382.40 -223,666.9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3,062.47 -315,929.01 -207,382.40 -223,666.92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39,562,

845.33

436,532.44 221,394.25 121,589.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9,562,

845.33

436,532.44 221,394.25 121,589.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 -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 -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062.47 315,929.01 207,382.40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62.47 315,929.01 207,382.4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9,559,

782.86

120,603.43 14,011.85 121,589.57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9,813,

049.23

- -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9,813,

049.23

-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9,813,

049.23

- - -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253,266.37 120,603.43 14,011.85 121,589.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938.48 256,204.85 135,601.42 121,589.57

第十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

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十一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文件；

3、《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4、唐山中院出具的（2019）冀02破2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议；

6、深商北方与深商金控、数通科技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黄继宏、深商北方、深

商金控及数通科技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补充协议》；

7、深商北方与黄继宏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及《补充委托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一）；

8、天南科技、金信科技与黄继宏签订的《委托协议书》

9、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自然人

签订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书》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发生变化的说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2、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

1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5、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

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1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份财

务报表。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

阅。

投资者也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第十二节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继宏

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二、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天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月26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河北省唐山市

股票简称 ST庞大 股票代码 601258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黄继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天津

深商北方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一：深圳市前

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二：深圳市国

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三：海南天南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四：海南金信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天津市

一致行动人一: 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

一致行动人二: 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

一致行动人三: �三亚市天

涯区

一致行动人四: �三亚市天

涯区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 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 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156,924.0842万股

持股比例：15.34%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增加变动数量：48,200.4764万股变动比例：4.71%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方式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即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5日）内完成增持

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2021年1月6日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的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3,669,764股

是否存在 《收

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管理办

法》 第五十条

要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

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

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继宏

天津深商北方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天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金信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月26日

（上接B05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