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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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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国网广汇（上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

局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国网广汇公司”或“合资公司”） 

 投资金额：9,000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发展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可

能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资本市场行情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不能

实现预期效益或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价值链服务体系，广汇汽车

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汇汽车”）拟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电动汽车”）共同在上海市黄浦区投资设立国网广汇公司。

双方约定，将合计出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

国网电动汽车出资 9,000万元人民币。出资完成后，公司和国网电动汽车将分别持

有合资公司 50%的股权。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9,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4%）,虽单独未达到应予对外披露的标准，但因最近十二个月发生的类别相同的

对外投资（含新设立子公司、向子公司增资等）且未以临时公告披露的事项涉及金

额达到 36.99亿元，故加合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将该等同类对外投资事项

一并披露，具体详见下述“六、公司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对外投资情况”。 



（二）程序履行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投资双方已分别履行各自审批程序。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的审

批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双方有能力完成本次出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号 1幢 812室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6号广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全生明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换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资；销售汽车、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机械电器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化妆品、体育用品、

日用品、纺织品、服装、首饰、通讯设备、工艺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租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旅游信息咨询；货运代理；文艺演出票务代理；软件开发；

电力供应；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电力供应、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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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网电动汽车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国网电动汽车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统一承担充换电发展主体责任的专业化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以聚焦“桩”资源为基础，以做大做强做优平台为目标，以“消

费+工业互联网”为实践，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服务国家新能源汽

车发展战略，服务国家能源转型战略。先后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9 个省电力公司

设立合资公司。投资设立河北雄安联行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恒大智慧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国网智慧能源交通技术创新中心（苏州）有限公司、北京国新智电

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国网绿色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家子公司，建成

全球最大充换电运营服务平台，汽车销售租赁、B端公务出行服务等业务快速成长，

社区智能有序充电、V2G车网互动、绿电聚合交易等能源互联网业务位居行业领先

水平。 

3、国网电动汽车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国网广汇（上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暂定，以登记机

关核定为准） 

（二）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三）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四）拟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丽园路 700 号 501 室（以工商局核准登记的

注册地址为准） 

（五）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软件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充电设施的设计、建设施工及运营服务；充电桩安装、租赁服务(不含金融租赁业

务) ；电源模块的设计、销售、技术服务；充电站用电源调度与监控装置设计；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电能质量在线检测设备设计；社区综合能源服务；新能源汽车销

售、租赁；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其零配件、五金交电、日

用品、服装鞋帽、电子产品、文具用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轮胎、橡胶

及橡胶制品的销售；汽车二手车经纪；汽车维修；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研究、制作、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工商局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六）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国网电动汽车 9,000 50% 

2 广汇汽车 9,000 50% 

合计 18,000 100% 

注：合资公司设立后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乙方：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投资金额及出资方式 

公司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国网广汇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国网电动汽车

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国网广汇公司注册资本的 50%，甲乙双方在合资公司设

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完毕。 

（二）合作方式 

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价值链服务体系，双方经充

分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三）董监事会的人员安排 

国网广汇公司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国网电动汽车委派 2 名董事人选

（其中 1 名推荐为董事长人选），公司委派 1 名董事人选；暂不设监事会，国网电

动汽车委派 1名监事人选。董事、监事任期为 3年。 

（四）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合资协议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或其在合资

协议或任何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则构成对本协议

的违约。在此情况下，守约一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议的违约，违约方应在

通知发出之日起的三十天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包括按本协议履行相关约定或采取

令守约方满意的补救措施。如果该三十天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约予以补救，则守

约一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五）争议解决 

因协议引起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



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上海由仲裁庭进

行仲裁。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署之后即生效且对各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践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各大主流的

汽车制造厂商不断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投入，汽车产品正在逐渐向新能源升级

迭代，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经销集团，新能源

汽车销售的比重正在不断加大，加码新能源后服务市场系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长远

规划。本次联合国网电动汽车设立合资公司，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资金、品牌、

信用、渠道、技术及管理方面的优势，强强联合，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

及其他新能源汽车后服务市场，通过将智慧车联网平台与智能充换电服务连通，共

享充换电设施资源，打造新能源汽车充电、出行、能源一体化服务链条。此次合作

是公司与国网电动汽车在新能源战略布局的契合，双方将在业务上互相促进，共同

响应政策号召，助力国家新能源事业的发展。 

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

动。 

 

六、公司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进行的对外投资情况（不含本次

投资）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9日 

 



附件：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进行的对外投资情况（不含本次投资） 

单位：万元 

被增资/新设公司名称 
投资类别（新设公

司/子公司增资） 
子公司类型 

增资或新设立公

司工商变更时间 

增资/投资金

额 

被增资方注册

资本（增资前） 

广西弘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0     1,500.00      1,000.00  

贵港市弘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1       500.00      1,500.00  

郴州市奥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2     1,000.00      3,000.00  

柳州市华奥汽车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6       500.00      2,300.00  

芜湖众国宝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控股子公司 2018/11/27     4,500.00      1,000.00  

佛山市顺德广治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7     1,500.00      1,500.00  

惠州俊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7     1,200.00      1,008.00  

河池市弘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29       500.00      2,400.00  

桂林弘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1/30       600.00      1,000.00  

重庆丰誉汽车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3     1,000.00      1,000.00  



吴忠市金富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3     1,000.00      3,865.00  

红河威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3       800.00        200.00  

乌鲁木齐燕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控股子公司 2018/12/4     1,000.00      1,200.00  

青海天汇茂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5       500.00   -  

新疆天汇华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7     1,000.00      4,500.00  

兰州阜康金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1     1,000.00      1,000.00  

江门市嘉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1       500.00      1,000.00  

陕西佳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2     1,600.00      1,880.00  

绵阳路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4     2,000.00      1,500.00  

甘肃西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8     1,000.00        500.00  

兰州金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8     1,000.00        800.00  

江西运通众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8       600.00      1,400.00  

兰州阜康金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18       500.00      1,000.00  



重庆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26     1,000.00   -  

尊荣亿方集团大连投资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27    37,700.00     70,000.00  

陕西佳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28     1,200.00      1,800.00  

宁夏和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8/12/29       500.00      1,500.00  

宁夏天汇永信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1/17       500.00   -  

甘肃海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1/23       500.00        500.00  

上海众国宝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控股子公司 2019/2/12     1,500.00      3,000.00  

沧州市德联汇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2/28       800.00        800.00  

安徽广皖汇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19/3/19     2,000.00   -  

新疆天汇华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3/22     1,000.00   -  

重庆广新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4/10     2,500.00      1,000.00  

四川申蓉雅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4/29     1,000.00      1,000.00  



四川申蓉广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4/29     1,000.00      2,000.00  

上海天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控股子公司 2019/5/5     2,000.00      1,000.00  

四川申蓉泓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10     1,000.00      1,100.00  

四川申蓉圣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14     1,500.00      1,000.00  

尊荣亿方集团大连投资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24    94,000.00    107,700.00  

广汇国际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27     5,000.00   -  

哈尔滨美通荣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30       500.00        600.00  

佛山市溢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5/31     1,800.00      1,200.00  

萍乡美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3     1,300.00        200.00  

辽宁尊荣和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4     2,000.00        500.00  

锦州尊荣捷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4     1,000.00      1,000.00  

吉林省隆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4       850.00      2,150.00  



大庆业勤鸿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4       600.00        900.00  

哈尔滨哈得力金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5     3,500.00      1,000.00  

长春市瑞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5     1,000.00      4,200.00  

大庆润达新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6     1,000.00      1,000.00  

哈尔滨尊荣亿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0     2,000.00      3,000.00  

沈阳尊荣富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0     1,000.00      1,000.00  

尊荣亿方集团黑龙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0     1,000.00      2,000.00  

沈阳汇旗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2     1,000.00      1,000.00  

大庆业勤鸿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2       300.00        600.00  

吉林市隆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18     1,000.00      1,500.00  

通化市威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20     1,000.00      1,500.00  

尊荣亿方集团沈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25     1,500.00      5,000.00  

吉林瑞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25       700.00      1,800.00  



哈尔滨美通中信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26       500.00        500.00  

和田天汇华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6/28     1,000.00   -  

锦州新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5     1,000.00   -  

贵州乾通企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12    50,000.00     15,000.00  

新疆天汇鑫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12     1,000.00   -  

洛阳裕华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15       500.00      1,500.00  

西安广盛金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16     3,000.00   -  

哈尔滨美通中信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7/25       500.00      1,000.00  

长春市瑞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8/2     4,800.00      5,200.00  

佛山市顺德溢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8/5     1,300.00      1,200.00  

秦皇岛四联通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8/7     1,000.00      1,200.00  

霍尔果斯汇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8/27   100,000.00   -  



霍尔果斯汇旭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8/27       100.00   -  

霍尔果斯宝衡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19/8/27       100.00   -  

宁夏新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 2019/9/20     1,000.00   -  

四川港宏风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子公司增资 全资附属公司 2019/10/30     1,000.00      1,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