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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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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2 年第三季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要求，现将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一）新增门店 

2022 年 1-9 月，公司通过新建的方式，新增 18 家门店，店面分布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 （㎡） 

西南大区 
4S 店面及其

他经营网点 
3 14,905.75 2 947.00 

江西地区 4S 店面 - - 1 3,100.00 

陕西大区 4S 店面 2 6,282.00 - - 

华北大区 4S 店面 - - 5 9,730.76 

西北大区 
其他经营网

点 
- - 1 567.65 

北方区域 4S 店面 1  3,206.00 - - 

广西大区 4S 店面 - - 1 1,377.60 

安徽地区 4S 店面 - - 2 518.00 

 合计   6 24,393.75 12 16,241.01 

（二）减少门店 

2022年 1-9月，因战略性调整等因素影响，减少门店 18家，具体情况如下： 

区域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 （㎡） 

西南大区 
4S 店面及其他

经营网点 
2 9,620.00 4 24,030.57 



四川地区 
4S 店面及其他

经营网点 
2 10,663.00 - - 

陕西大区 
4S 店面及其他

经营网点 
2 7,449.50 - - 

江西地区 4S 店面 2 5,419.53 - - 

北方大区 4S 店面 1 4,254.02 - - 

华北大区 
4S 店面及其他

经营网点 
3 26,008.00 1 1,600.00 

华东大区 4S 店面 - - 1 6,144.00 

合计 
 

12 63,414.05 6 31,774.57 

二、报告期公司拟增加门店情况 

报告期，公司无拟增加门店情况。 

 

三、报告期末的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整车销售 8,701,952.66 8,380,209.79 3.70 -17.33 -17.30 -0.03 

维修服务 980,369.26 671,952.66 31.46 -11.82 -5.87 -4.34 

佣金代理 302,780.49 73,079.05 75.86 -4.04 -9.88 1.56 

汽车租赁 126,933.75 59,058.63 53.47 -8.08 -17.65 5.40 

其他 38,098.36 16,851.58 55.77 12.83 2.90 4.27 

合计 10,150,134.52 9,201,151.71 9.35 -16.29 -16.48 0.20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整车销售：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反复、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第三季度的高温等自

然灾害影响，导致公司整车销售业务规模较去年同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公司方面

则有条不紊的推进品牌管理工作，在原有的管理机制上，加大了对品牌垂直管理的力

度，充分发挥自身规模优势，持续推进运营销售精细化管控，稳定整车销售的盈利性。

报告期内，公司整车销售营收为8,701,952.6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33%，整车销

售毛利率为3.70%，仅较去年同期降低0.03个百分点。 

维修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维修业务受新冠疫情反复、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第三季

度的高温等自然灾害影响，导致今年以来维修服务业务规模较去年同期持续下滑。由



于维修业务营收规模的下降，维修业务的固定成本未能得到相应转化，因此对公司维

修服务业务的整体毛利率表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维修服务营收

980,369.2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1.82%，维修服务毛利率为31.46%，较去年同期下

降4.34个点。 

佣金代理：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反复、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第三季度的高温等自

然灾害影响，公司佣金代理业务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自2020年9月起，在全国范

围实施的保险费改使得公司车险业务方面的商险客单价和佣金率有所下降，但公司方

面围绕客户需求，积极探索乘用车服务相关的创新险种，同时加大对佣金业务成本的

控制，不断提升效率，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佣金业务的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佣金代理业务营收达302,780.4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4%，佣金代

理业务毛利率为75.86%，较去年同期提升1.56个百分点。 

汽车租赁：报告期内，公司对生息资产规模进行控制，叠加新冠疫情反复等影响，导

致公司汽车租赁业务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公司调整了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战略，以

控制风险、稳定发展融资租赁业务为前提，保证新增客户的质量，持续控制客户基础

的质素，业务质量逐渐优化，盈利性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租赁

业务营收达126,933.7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08%，汽车租赁业务毛利率为53.47%，

较去年同期提升5.40个百分点。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减（%） 

华北大区 2,325,259.06 -18.12 

西北大区 1,675,316.45 -13.81 

四川地区 621,581.28 -24.38 

西南大区 941,394.78 -20.32 

广西大区 1,051,193.07 -8.38 

安徽地区 395,994.60 -14.15 

北方大区 537,895.35 -18.37 

江西地区 463,691.94 5.53 

陕西大区 666,683.12 -20.65 

华东大区 1,344,191.12 -18.67 



汽车租赁 126,933.75 -8.08 

合计 10,150,134.52 -16.29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受国内疫情反复出现的影响，除江西地区外，其他各区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

比均出现了一定幅度下滑。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