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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请书制作说明

1. 如贵公司愿意加入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传祺）经销商选择程

序，请严格按照要求格式如实填写本申请书。

2. 完整的申请书文件包括以下资料：

①必需提供的资料

i. 申请书正文

ii.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iii. 最近三年的申请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如无法提供审计报告，须提供最近

三年财务报表及经税务部门盖章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如申请公司无法提

供，可提供关联公司的审计报告，或最近三年财务报表及经税务部门盖章的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iv. 候选场地使用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v. 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征信报告。

②建议提供的资料：

i. 资金证明（最近三个月银行流水及余额）；

ii. 银行信用等级证明（加盖公章）；

iii. 金融授信额度证明（加盖公章）。

3. 如贵公司需要说明的内容超出了本申请书格式所规定的，可自行另外起页加以说明。

4. 请将《广汽传祺经销商申请书》的电子版本 Word 文件用 Email 方式发至：

DD@gacmotor.com ；并请将该 Word 文件命名为：“××市××公司__广汽传祺经销

商申请书”。

5. 请将填写完整的电子版《广汽传祺经销商申请书》打印好后与相关附件材料装订成

册(电子版可存入 U盘一起邮寄)，邮递（注明申请资料）至：

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路 633 号

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渠道运营部渠道发展科

电话：020-39206988

邮编：511434

mailto:DD@gac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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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请公司信息资料

1. 申请公司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银行信用等级
（提供盖章的证明复印件）

银行信用等级
资产情况

总资产_______元；净资产_______元；固定资产_______元；流动资产

______元；（精确到个位数）

主营业务
1、小轿车经营 2、汽车维修 3、汽车配件

4、旧机动车交易 5、汽车租赁 6、其它（请注明）

在左边选择相应编号或注明

所有制性质
1、国有 2、集体 3、乡镇 4、私人 5、合资 6、外资

7、股份 8、其它（请注明）

在左边选择相应编号或注明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元） 所占比例（%）

经营品牌

经营面积
总面积 汽车展厅 售后接待大厅 维修车间 配件仓库 其他

职工人数
总人数 销售 维修 配件 财务 其他

1 请提供营业执照，放在【附件 1：申请公司营业执照】中。

2 如果申请公司有上级母公司，请填写【附表 1：申请公司母公司说明】。

3 如果申请公司是集团公司，请提供所有独资或合资的分/子公司的名称、与集团公司

的资产关系、主营业务以及近一年的财务数据，请填写【附表 2：申请公司的所属

集团或关联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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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公司的经营者

姓名 性别 学历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持股情况 政府、协会等社会职务

起止年月 所在单位 岗位/职务

注：从学校毕业开始写起

身份证正面扫描件

1 如申请公司的经营者需要说明的内容超出此格式所规定，请另起页说明。

2 请将申请公司的所有股东的情况照本页格式另起页加以说明。

3 如申请公司的经营者投资设立了其它公司，请提供这些关联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近

一年的财务数据，请填写【附表 3：申请公司经营者的关联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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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公司的财务状况

①请对申请公司近三年的财务状况进行简要说明（需与提供的审计报告或经税务部门盖

章的纳税申报表数据一致），请填写【表 1】。

【表 1：申请公司财务状况】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②请提供申请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i. 提供申请公司最近 3 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盖章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如无法盖章，则同时提供纳税申报表、完税证明，且确保金额一致）；

ii. 如无法提供申请公司的审计报告或经税务部门盖章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则提供申

请公司或申请公司大股东的关联公司的最近 3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盖

章的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iii. 如上述资料都无法提供，则请作出单独说明（需盖申请公司公章）。特别说明：由于

申请公司不能提供上述材料，我司虽会综合考虑申请公司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但

存在无法纳入我司考察范围的风险。

iv. 上述材料请放在【附件 2：申请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或单独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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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公司的业务状况

a) 申请公司如有汽车行业从业经历，请填写以下【表 2】【表 3】【表 4】。

b) 若申请公司没有汽车行业的从业经历，请填写【表 4】的“其他行业业务”栏。

【表 2】经营品牌及数量。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新车

销售

总销量

按
品
牌
分

汽车

维修

进厂台次

按
品
牌
分

二手车
收购

销售

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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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经营品牌的当地销量

经营品牌 销量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品牌一：

当地总销量

经销商数量

申请公司当地销量

品牌二：

当地总销量

经销商数量

申请公司当地销量

……

【表 4】经营业绩：

营业额/税前利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额 税前利润 营业额 税前利润 营业额 税前利润

总额(万元)

汽
车
行
业
业
务

新车销售

维 修

配件销售

二 手 车

合计

其
他
行
业
业
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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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辖区内乘用车经销商评价：（申请销售区域内销量前 3 名的乘用车经销商集团）

类型 排名 经销商名称 经营品牌 2019年销量 成功之处 不足之处

自
主
品
牌

1

2

3

合
资
品
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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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业计划

1. 请提供详细的商业计划，作为附件，放在【附件 3：商业计划】或单

独装订成册。

★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要求最终入选的申请公司成立一家全新的专营广汽

传祺品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

2. 商业计划摘要：

2.1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万元。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2.2. 新公司投资计划

1 土 地万元

2 建筑+装修万元

3 设 备万元

4 流动资金万元

5 总投入资金万元。

2.3. 总投入资金来源构成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股东（名称）投入金额万元，占 %

贷 款 ________________ 金 额万元，占%

其 它 ________________ 金 额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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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公司的经营者

姓名 性别 学历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持股情况 政府、协会等社会职务

起止年月 所在单位 岗位/职务

注：从学校毕业开始写起

身份证正面扫描件

1 新公司的经营者必须为申请公司的主要投资人、控股股东，如申请公司的经营者需

要说明的内容超出此格式所规定，请另起页说明。

2 请将新公司所有股东的情况照本页格式另起页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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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公司总经理（预定）的详细资料（总经理不得兼任其他公司职务，原则上 3 年内不得变更）：

姓名 性别 □男□女 学历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持有新店的股份 □是□否 持股比例 % 出生日期

起止年月 所在单位 岗位/职务 证明人 证明人电话

身份证正面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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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约店的场地

3.1. 侯选场地基本要求：

候选场地最好位于主干道、汽车城或商业氛围浓的区域，符合用地规划、环保要求，

形状与面积适合建设（改造）销售店，土地成本合适。

3.2. 候选场地资料：

地址

建设方式 □新建 □改建

土地面积

新建 占地面积㎡，规划建筑面积㎡，临街面宽 m没，纵深 m

改建

面积：土地面积㎡；一层建筑面积㎡，其中车辆展示区面积㎡，一层销售办

公区面积㎡；二层销售办公面积 ㎡。

面宽：展厅临街面宽 m，展厅临街内宽 m，

展厅高度：展厅外高 m，展厅内高 m；

售后情况：售后总面积㎡，其中车间面积 ㎡，售后办公面积㎡，零部件库房

面积㎡。

所有形态

购买 购买金额：万元 使用年限：年 年月~年月

租赁 年租金：万元 租赁期限：年 年月~年月

所有者

土地性质 □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其它：

土地位置

地理特性 □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郊区

交通条件 □市区主干道；□市区道路；□外环道路；□国道；□省道

3.3.请提供建店场地使用权相关文件（例如租赁合同、租赁意向协议、土地证等），放

在【附件 4：建店场地使用权相关文件】

3.4.如选择新建方案，请提供用地红线图，如已获得相关规划、施工许可证，也请提供，

放在【附件 5：新建店场地相关证照】

3.5.如选择改建方案，请提供候选改造场地的建筑平面布局图，放在【附件 6：改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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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面布局图】

3.6.土地形状位置及周边主要建筑示意图：

3.7.请提供建店候选场地的现场照片，放在【附件 7：建店场地现场照片】，拍摄标准请

参考【附件 7：建店场地现场照片】

四、 申请者资金证明：

4.1建议提供申请者最近 3个月银行资金流水及余额，放在【附件 8：投资人资金证明】

或单独装订成册。

4.2 建议提供申请公司金融授信额度证明（加盖公章），放在【附件 9：申请公司金融授

信额度证明】

五、 其他

申请公司若需要说明的其它未尽事宜，请在此阐述：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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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请公司声明

申请公司声明

1. 申请公司承诺提供申请书所要求的全部真实有效资料,如因资料的不完整、不真实等

造成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申请公司作出不利的判断,一切责任由申请公司

承担。

2. 申请公司声明按本申请书要求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真实的，且保证按本申

请书内容履行，无论何种原因，申请公司提交的相关申请资料中如有错误或虚假内

容, 或者实际开展实施的投资行为与申请书不一致，无论何时发现以上情形，广汽

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有权决定拒绝其申请或者取消其经销商认定资格或立即终

止由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其签署的任何协议。

3. 申请公司同意自行承担申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义务和费用。

4. 申请公司同意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认为有必要核对的资料进行调查,而不

被认为这是对其权利的侵犯。

5. 鉴于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诺对申请者的所有资料保密，申请公司在申请过

程中向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图片等所有

资料，在今后将成为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财产并由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保管。

6. 在申请过程中，若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需要申请公司提供额外资料以作为判

断是否批准其申请的依据，申请公司将自愿积极提供。否则，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有权拒绝其申请。

7. 申请公司应保证具备履行后续合作事宜要求的独立的决策能力和履行能力。

单 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_ _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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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申请公司母公司说明】

母公司名称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元） 所占比例（%）

【附表 2：申请公司的所属集团或关联公司说明】

集团/关联公司

公司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股东 A 及%

股东 B 及%

股东 C 及%

股东 D 及%

经营品牌

17 年营业额

17 年税前利润

17 年负债率

17 年总资产

注：1. 可以按实际情况设计集团/关联公司架构介绍表；

2. 建议提供各公司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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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申请公司经营者的关联公司说明】

集团/关联公司

公司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股东 A 及%

股东 B 及%

股东 C 及%

股东 D 及%

经营品牌

17 年营业额

17 年税前利润

17 年负债率

17 年总资产

注：1. 可以按实际情况设计集团/关联公司架构介绍表；

2. 建议提供各公司近一年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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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申请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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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申请公司财务报表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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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商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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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建店场地使用权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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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新建店场地相关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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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改建店场地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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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建店场地现场照片】土地照片拍摄标准

土地

道路

拍照角度

左侧成 45度角拍摄土地全景，包括前面道路

拍照位置

土地

道路

拍照角度

右侧成 45度角拍摄土地全景，包括前面道路

拍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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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道路

拍照角度

中间成 120度角拍摄土地正对面全景，包括前面道路

拍照位置

土地

道路

拍照角度

中间成 120度角拍摄土地全景，包括前面道路

拍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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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投资人资金证明】--建议提供

【附件 9：申请公司金融授信额度证明】--建议提供

【附件 10：银行信用等级证明】--建议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