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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0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润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贵兴 刘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9 号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9 号 

电话 0513-80100206 0513-80100206 

电子信箱 rbgf@rainbowco.com.cn rbgf@rainbowco.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2,628,210.28 955,716,667.02 -2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79,473.16 32,545,132.55 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970,458.56 3,006,454.36 664.0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362,441.25 -150,295,145.65 22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 0.04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 0.04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1.31%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53,303,567.64 4,545,270,849.00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3,926,982.10 2,521,478,597.47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威望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47% 292,303,880  质押 139,718,9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国海创新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9% 16,074,627    

江苏瑞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瑞华精选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13,448,955    

同方金融控股
（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 11,051,600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1.09% 7,300,000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43% 2,899,928    

西藏瑞华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2,625,787    

张剑华 境内自然人 0.39% 2,625,672    

周涛 境内自然人 0.34% 2,282,4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学杰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7,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300,000 股。公司股东周涛未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股，通过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82,465 股，实际

合计持有 2,282,46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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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262.82万元，同比下降21.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7.95万元，
同比上升36.98%。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照公司制定的“打造高端装备板块与环保板块双轮驱动的高效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方针，持续推
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73.36%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直接持有中油环保73.36%股权，公司控制的润浦环保持有中油环保26.64%股权，合计将控制中油环保100%股权。公司
拟通过本次并购深化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业务“触角”，以“危废处置”细分领域为战略落脚点，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和新的增长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海洋风电产业链相关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润邦海洋与Golden Energy Offshore ServicesAS就两条海工船舶签署了补充协议，从而推动实现了润邦海洋于报告期内对相关

海工船舶的销售和产品交付，也使得公司进一步回笼了资金。由润邦海洋为客户制造的“华电稳强”号自升式海上风电作业平
台也于报告期内顺利交付客户，“华电稳强”号自升式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是润邦海洋针对当前市场同类产品的全面设计升级，

采用目前国内最安全的液压插销式升降系统和连续高压冲洗桩系统，全平台电气自动化程度较高。同时，为了优化润邦海洋
的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增强其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将公司所持润邦海洋50,000万元的债权转作公司对润

邦海洋的长期股权投资资本金，形成注册资本，使润邦海洋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增至80,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

述以债转股方式向润邦海洋增资的事宜已办理完毕。报告期内，润邦海洋积极开展市场拓展，有序推进各项业务部署。报告

期内，润邦海洋成功签约一艘600t自升式海上风电大部件更换运维平台。该产品将用于海上风电场施工作业，工程主要包括

海上风电大部件维修更换，亦可在船艉增设一套打桩设备进行打桩作业和桩基建设。润邦海洋通过技术创新，联合客户共同
开发出了“智能深海养殖网箱”海洋牧场装备产品，推动海洋牧场与海水养殖融合发展，今后润邦海洋将积极推进海洋牧场方

面的相关海工装备业务。  

报告期内，由润邦重机为客户提供的两台1,000t装船机在润禾码头顺利装船发运。这两台装船机将用于俄罗斯Taman港

一期码头。润邦重机为力拓矿业量身定制的盐矿物料搬运设备“杰马/GENMA”环形堆料机从客户实际需求出发，以澳大利亚

AS标准和力拓规范为导向，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润邦重机良好的设计研发水平和出众的精益制造能力，产品获

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润邦重机于报告期内也获得多个产品订单，产品主要涉及单臂架门座式起重机、造船门座机、移动式
卸粮机等。“KOCH”品牌重质散料系统解决方案在报告期内获得俄罗斯Sukhodol项目和斯洛文尼亚Luka项目订单，上述项目

相关产品已开始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润邦重机通过自主研发，推出了粮库机器人（Gbot）、埋刮板卸船

机、悬链斗卸船机、门式链斗卸船机、链斗卸船机、气力式水泥卸船机、气力式粮食卸船机等新产品以及移动式港口起重机

新技术，新产品更加注重高效、智能、节能、环保等性能。同时，润邦重机于报告期内成立了高机事业部，通过自主研发高
空作业设备产品和技术，为市场提供高空作业设备及产品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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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润邦卡哥特科工业有限公司承担的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面向深海作业的超大型智能化折臂式起

重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验收并在报告期内取得了相关验收证书。这将有助于公司快速

掌握超大型智能化折臂式起重机的设计、制造等关键技术，加快相关研发项目的产业化进程。   

为整合公司资源、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并综合考虑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将所持有的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不再从事立

体停车设备业务。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已完成。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由

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
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

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

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本准则

实施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年度相关

财务指标。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自2019年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2019年3月6日，公司与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望创投）签署了《关于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公司以7,329.44万元人民币将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普腾）100%股

权转让给威望创投。股权转让于2019年3月8日执行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苏普腾任何股权。因此自2019

年3月开始江苏普腾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②2019年4月29日，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电力）、李卉签署了《关于

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1,265万元人民币将公司之全资孙公司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义乌绿威）100%股权转让给鑫浩电力和李卉。股权转让于2019年4月30日执行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

再持有义乌绿威任何股权。因此自2019年5月开始义乌绿威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③公司控股孙公司江阴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绿威）在本期注销，截止2019年5月29日已完成工商注销手

续。因此自2019年5月29日开始江阴绿威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④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重机）报告期内在哥伦比亚设立子公司杰马哥伦比亚有限公司，
总投资额50万美元，注册资本1.5亿比索，润邦重机持股100%。截止2019年6月30日尚未出资。 

⑤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绿威）报告期内在石家庄设立石家庄新威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截止2019年6月30日尚未出资。 

⑥2019年3月，江苏绿威与李四洋签署了《李四洋与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江门市双水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江苏绿威以102万元收购李四洋所持有的江门市双水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绿威）51%注

册资本出资权。股权转让于2019年3月28日执行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苏绿威持有江门绿威51%股权。截止2019年6

月30日尚未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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