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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 98,814,200 股，发行价格为 10.12

元/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2016 年 5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发行中，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从上市首日

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5 日。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6 年 5 月 5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受涨跌幅限制。 

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5、本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3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进行编制。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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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 /公司 /股份公司 /

亚夏汽车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公司股东大会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尽职调查报告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发行保荐书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本保荐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时间：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二）股东大会表决时间：发行人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相关议案。 

（三）审核发行申请的发审会时间：2016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通过。 

（四）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2016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461 号《关于核准芜湖亚夏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五）资金到账和验资时间：2016 年 4 月 21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会验字[2016]2742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发行人共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9,999.9704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2,631.345677 万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368.624723 万元。 

（六）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2016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

书》。亚夏汽车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9,881.42 万股的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146,198,830

股，全部以现金认购。 



 

（三）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本次发行。 

（四）发行价格：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6 月 2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10.12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五）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会验字[2016]2742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704万元，发行费用共计 2,631.345677万元（包括保荐和承销费用 2,220.00

万元、律师费 150.00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167.345677 万元和信息披露费 94.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97,368.624723 万元。本次发行后，亚

夏汽车股本增加 9,881.42 万元，资本公积增加 87,487.204723 万元。 

（六）限售期：发行对象认购此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7 名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股） 认购比例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13,989,100 14.1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81,400 10.00%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股） 认购比例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62,400 11.60%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798,400 17.0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632,400 31.00%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69,500 11.0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81,000 5.24% 

合计 98,814,200 100.00%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关联关系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亚夏汽车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亚夏汽车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保荐代表人：王玥、何进 



 

项目协办人：王隆靖 

联系电话：010-88092288 

传    真：010-88092060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4 层 

邮    编：100035 

（二）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晓健 

经办律师：喻荣虎、吴波、叶冬冬 

办 公地 址：合肥市濉溪路 278 号财富广场 B 座东楼 15-16 层 

电      话：0551-62620429 

传      真：0551-62620450 

（三）会计师事务所：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签字会计师：郑磊、汪健、陈万松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      话：010-66001391 

传      真：010-66001392 

（四）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签字会计师：郑磊、汪健、陈万松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      话：010-66001391 

传      真：010-66001392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股） 

1 
安徽亚夏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84,831,423 23.77% - - 

2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43,804,800 12.27% - 43,804,800  

3 周晖 境内自然人 40,154,400 11.25% - 20,000,000  

4 周丽 境内自然人 26,769,600 7.50% - 26,769,600  

5 
世纪方舟投资

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17,703,200 4.96% - 15,000,000  

6 

芜湖亚夏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非国有法人 3,641,550 1.02%  - 

7 沈纪英 境内自然人 2,016,051 0.56%  - 

8 汪杰宁 境内自然人 1,700,000 0.48%  - 

9 许德全 境内自然人 1,528,400 0.43%  - 

1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38,700 0.32%  - 

合计 230,687,053 64.63% - 105,574,4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

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质押或冻结

股份数量

（股） 

1 安徽亚夏实业 非国有法人 84,831,423 18.61% - - 



 

股份有限公司 

2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43,804,800 9.61% - 43,804,800 

3 周晖 境内自然人 40,154,400 8.81% - 20,000,000. 

4 周丽 境内自然人 26,769,600 5.87% - 26,769,600 

5 
世纪方舟投资

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17,703,200 3.88% - 15,000,000 

6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

－盛世景定增

基金权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6,798,400 3.69% 16,798,400 - 

7 
北京京泰阳光

投资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13,989,100 3.07% 13,989,100 - 

8 

南京瑞森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非国有法人 10,869,500 2.39% 10,869,500 - 

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9,881,419 2.17% 9,881,419 -  

10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9,881,400 2.17% 9,881,400 - 

合计 274,683,242 60.27% 61,419,819 105,574,40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前以 2016 年 4 月 15 日为

基准）：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98,814,200 98,814,200 21.6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6,928,000 100.00% - 356,928,000 78.32% 



 

三、股份总数 356,928,000 100.00% 98,814,200 455,742,200 100.00%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为 76.74%，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70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用于 O2O 汽车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

理制度。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

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

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的业务体系。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为 O2O 汽车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不会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也不会

导致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增加。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编制的 2013、2014、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一、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合计 366,710.90  340,851.06 303,318.35 

负债合计 281,409.06  256,412.07 212,720.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82,183.61  80,637.20 87,248.55 

少数股东权益 3,118.22  3,801.79 3,349.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85,301.84  84,438.99 90,597.58 

（二）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营业收入  522,076.87  523,693.77 504,574.46 

营业成本  491,653.43  497,922.19 471,775.01 

营业利润  -1,068.59  -8,194.52 4,413.77 

利润总额  2,815.04  -4,720.91 7,512.94 

净利润  1,407.58  -5,896.39 4,584.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509.68  -5,636.24 4,730.91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968.62  11,892.37 -1,278.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693.22  -23,853.22 -31,931.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0,455.61  7,580.24 19,494.38 



 

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180.21  -4,380.61 -13,715.54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74  0.81 0.93 

速动比率（倍） 0.45  0.44 0.49 

资产负债率 76.74% 75.23% 70.1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7.96  243.51 344.40 

存货周转率（次） 6.25  6.25 7.03 

总资产周转率（次） 1.48  1.63 1.8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9,513.50 10,496.07  18,984.68  

利息保障倍数（倍） 1.34  0.40  2.2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股） 
0.53  0.33 -0.0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3  -0.12 -0.38 

（五）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 号”）的规定，报告期

内，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27.34  207.66 137.8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1,242.59  2,481.94 2,332.9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15.38 -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2.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9.34  784.02 628.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2.49  841.34 438.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00  0.89 5.74 



 

合计  5,624.17  2,631.39 2,652.39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单位：万元 

资产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5,758.18  17.93 48,081.48 14.11 52,347.08 17.26 

  应收票据  -    0.00  -  -  -  - 

  应收账款  2,040.32  0.56 2,750.16 0.81 1,551.01 0.51 

  预付款项  32,958.57  8.99 31,704.98 9.30 27,795.55 9.16 

  其他应收款  5,000.06  1.36 2,453.40 0.72 2,573.15 0.85 

  存货  77,767.02  21.21 79,441.31 23.31 79,968.12 26.3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2,322.60  0.63 - - - - 

  其他流动资产  9,564.26  2.61 8,995.89 2.64  5,640.38  1.86 

流动资产合计  195,411.01  53.29 173,427.22 50.88 169,875.29 56.01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7,866.62  2.15 3,465.92 1.02  -     - 

  长期股权投资  -    0.00 - - - - 

  投资性房地产  3,555.83  0.97 476.51 0.14  490.63  0.16 

  固定资产  74,716.21  20.37 75,146.66 22.05  51,903.47  17.11 

  在建工程  12,122.00  3.31 9,452.57 2.77  9,670.45  3.19 

  无形资产  64,661.89  17.63 67,156.94 19.70  49,631.58  16.36 

  商誉  4,477.94  1.22 4,563.47 1.34  5,159.23  1.70 

  长期待摊费用  125.84  0.03 54.85 0.02  74.49  0.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8.95  0.89 2,962.05 0.87  176.19  0.06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4.60  0.14 4,144.87 1.22  16,337.01  5.3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1,299.88  46.71 167,423.84 49.12 133,443.06 43.99 

资产总额  366,710.90  100.00 340,851.06 100.00 303,318.35 100.00 

公司资产主要为流动资产， 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末的流动资产

分别为 169,875.29 万元、173,427.22 万元和 195,411.01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分

别为 56.01%、50.88%和 53.29%。公司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及存

货等，资产的流动性较强。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盈利能力

逐年提高，总资产规模增长较快，2014 年末及 2015 年末公司总资产规模分别较

上期末增长 12.37%和 7.59% 。 



 

（二）负债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负债构成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0,915.02  42.97 98,472.23 38.40 81,915.81 38.51 

应付票据 110,750.34  39.36 88,258.17 34.42 79,780.10 37.50 

应付账款 5,366.71  1.91 5,338.36 2.08 3,521.41 1.66 

预收款项 10,642.59  3.78 10,025.96 3.91 6,950.33 3.27 

应付职工薪酬 339.67  0.12 376.11 0.15 352.14 0.17 

应交税费 2,678.70  0.95 4,605.96 1.80 2,894.28 1.36 

应付利息 69.31  0.02 209.04 0.08 203.72 0.10 

其他应付款 10,104.27  3.59 5,877.85 2.29 4,670.40 2.2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345.00  1.19 490.00 0.19 2,610.00 1.23 

流动负债合计 264,211.62  93.89 213,653.68 83.32 182,898.19 85.9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755.00  0.98 6,100.00 2.38 3,990.00 1.88 

应付债券 3,978.17  1.41 25,921.14 10.11 25,832.58 12.14 

递延收益 10,464.27  3.72 10,737.25 4.19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197.44  6.11 42,758.39 16.68 29,822.58 14.02 

负债合计 281,409.06  100.00 256,412.07 100.00 212,720.77 100.00 

报告期内，由于业务规模扩张较快，公司对经营资金的需求也大幅提升，公

司负债规模相应扩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12,720.77 万元、

256,412.07 万元和 281,409.06 万元。 

（三）偿债能力分析 

1、主要偿债指标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偿债能力有关的主要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74  0.81 0.93 

速动比率（倍） 0.45  0.44 0.49 

资产负债率 76.74% 75.23% 70.1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9,513.50 10,551.06  19,044.42  

利息保障倍数（倍） 1.34  0.40  2.2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股） 
0.53  0.43 -0.0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3  -0.16 -0.60 

2、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93，0.81，0.74。流动比率较为稳定

略有下降，公司正在推进精细化管理，强化库存管理能力，提高公司流动性水平。 

3、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0.13%，75.23%和 76.74%，存在

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是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长短期借款、应付账款

较上期末增幅较大所致。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2.26，0.40 和 1.34。公司利息保障

倍数较高，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情况如下： 

指标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17.96  243.51 344.40 

存货周转率（次） 6.25  6.25 7.03 

总资产周转率（次） 1.48  1.63 1.86 

1、应收账款周转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主要是由于公司

的销售一般为面对消费者且以货币资金结算。2013年末至2015年末，公司应收账

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551.01万元、2,750.16万元、2,040.32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0.51%、0.81%、0.56%，整体占比很小。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客户

购车款，单项金额较小。 

2、存货周转情况分析 

2013年末至2015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79,968.12万元、79,441.31

万元、77,767.02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6.36%、23.31%、21.21%，存



 

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报告期内公司一般保持40天至60天的整车销

售库存。公司为提高盈利水平，正在推进精细化管理，强化库存管理能力，提高

公司流动性水平。 

（五）盈利能力分析 

1、盈利能力相关的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营业利润 -1,068.59  -37.96 -8,194.52 173.58 4,413.77 58.75 

营业外收支净额 3,883.63  137.96 3,473.62 -73.58 3,099.17 41.25 

利润总额 2,815.04  100.00 -4,720.91 100.00 7,512.94 100.00 

所得税费用 1,407.46  50.00 1,175.48 -24.90 2,928.38 38.98 

净利润 1,407.58  50.00 -5,896.39 124.90 4,584.56 61.02 

2、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公司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504,574.46 万元、523,693.77 万元和

522,076.87 万元,收入增长较为平稳；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584.56 万元、-5,896.39

万元及 1,407.58 万元，2013 年至 2014 年净利润呈现逐年下滑趋势。报告期内，

公司收入平稳增长，利润下降主要是公司新车销售毛利率下降所致。2013 年汽

车经销行业有所回暖，整车销售业务毛利率略有提升，推动亚夏汽车销售收入和

毛利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公司 2013 年经营扩张，经营支出较多，三费增加导致

2013 年利润下降。2014 年经济形势下滑，汽车经销行业整体不景气使得亚夏汽

车 2014 年毛利下降，出现亏损。2015 年营业亏损减少较多，实现盈利。 

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汽车销售 465,670.44  89.20 468,193.25 89.40 450,340.14 89.25 

维修及配件 38,492.99  7.37 41,374.97 7.90 42,762.75 8.48 



 

驾驶员培训 7,474.94  1.43 6,490.40 1.24 5,840.81 1.16 

经纪及咨询服务 4,553.11  0.87 3,891.54 0.74 3,577.09 0.71 

其他 5,885.39  1.13 3,743.60 0.71 2,053.67 0.40 

合计 522,076.87  100.00 523,693.76 100.00 504,574.46 100.00 

3、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行业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毛利率 毛利率 毛利率 

汽车销售 1.61% 0.72% 2.42% 

维修及配件 31.16% 30.75% 32.94% 

驾驶员培训 33.05% 48.76% 51.75% 

经纪及咨询服务 67.11% 77.54% 84.07% 

金融服务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业务 88.85% 91.76% 87.14% 

合计 5.83% 4.92% 6.50% 

最近三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6.50%、4.92%、5.83%，2014年毛利率下滑较多

主要是汽车销售毛利率下滑导致。 

最近三年公司维修及配件业务毛利率保持在30%左右，驾驶员培训毛利率为

30%-55%，由于业务竞争较为激烈，相关产业毛利率有所下滑。经济及咨询服务

毛利率为65%-80%之间，毛利率水平较高。根据公司业务规划，汽车金融服务业

务目前阶段全部使用自有资金，因此毛利率水平为100%。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主要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68.62   11,892.37   -1,278.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93.22  -23,853.22 -31,931.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5.61  7,580.24 19,494.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80.21  -4,380.61 -13,715.54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2013年至2015年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78.74万元、11,892.37万

元、18,968.62万元。2014年公司备货和应付票据相比2013年保持平稳，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相比2013年增加13,171.11万元。2015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

加，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2013 年至 2015 年末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别为 -31,931.17 万元、

-23,853.228万元、-9,693.22万元。2014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相比2013年减少，

主要是由于收到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所致。2015年度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较上年度减

少59.36%，主要系本年度投资活动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2013年至2015年末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别为19,494.38万元、7,580.24万

元、-10,455.61万元。2014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减少11,914.14万元，主要由于公

司归还银行借款增加。2015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

237.9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债权融资减少所致。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

超过 1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 O2O 汽车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发行人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明确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应当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1 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公司已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暂时存放于亚夏汽车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设立的账户，账户名称及账号如下： 

户名：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鸠江支行 

账号：1100701021000543490 



 

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见证意见出具之日，亚夏汽车本次发行

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

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

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亚夏汽车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第七节  相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王隆靖 

 

 

保荐代表人：                                           

  王玥 何进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保荐机构（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7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

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吴 波             喻荣虎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4 月 27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方长顺 汪  健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 年 4 月 27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本页无正文，为《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之盖章页）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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