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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6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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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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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629,543.03 752,628,210.28 1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736,393.29 44,579,473.16 6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953,414.81 22,970,458.56 12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132,437.40 195,362,441.25 -3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066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066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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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75%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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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9,898,185.50 5,345,555,403.83 3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66,374,709.67 2,622,306,445.59 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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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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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 292,303,880  质押 173,454,000 

王春山 境内自然人 10.86% 102,328,729 102,328,729 质押 83,275,12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5.62% 52,920,000    

宁波市舜耕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7% 42,079,103 42,079,103   

兴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苏

州中新兴富新

兴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3.04% 28,690,298 28,690,298   

宁波兴富优文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3% 26,671,352 26,671,352   

兴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5% 24,960,559 24,960,559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金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15,930,397 15,930,397   

苏州境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境成高

锦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8% 13,033,964 13,033,964   

宁波兴富艺华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7% 10,982,320 10,982,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中新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新兴富”）、宁波兴富艺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兴富艺华”）、宁波兴富优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富优文”）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事务的执行，通过其普通合伙人身份及对合伙企业出资能够实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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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中新兴富、兴富艺华、兴富优文行为，拥有实际控制权。宁波兴富创赢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拥有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股权，为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王

廷富为兴富创赢的合伙人，出资比例为 79.15%，为兴富创赢的实际控制人。所以，王廷富

为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为中新兴富、兴富艺华、兴富优文的实际控制

人。中新兴富、兴富艺华、兴富优文同受王廷富控制，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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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及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公司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应对，对外进一步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对内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研发创新。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662.95万元，同比上升113.4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73.64万元，同比上升63.16%。 

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公司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成立了以公司董事长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时统一

部署公司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通过各项举措的有效落实，以保障公司员工、客户以及外协人员等利益相关方的生命健康，

保障了公司复工复产后各项业务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在全面复工前，公司销售部门、项目管理部门采取居家远程办公方式，

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公司销售及项目管理的持续进行，生产计划及采购部门居家梳理生产及工程作业安排、物料等情况，人

力资源部门跟踪人员动态、招工招聘等情况，为公司后续全面复工复产做好了充实的准备工作。 

公司子公司中油环保更是积极投身抗疫一线，疫情爆发期间身处疫情中心湖北省武汉市，不惜成本、不计代价，全力以

赴担负起中油环保下属各医废项目所在区域内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任务，此外还先后抽调四批次40辆医疗废物转运车和74

名业务骨干，驰援武汉市开展医疗废物应急收集和转运，有效缓解了武汉市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和安全处置的巨大压力，受到

了国家生态环境部的专项通报表扬。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公司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主动积极履行着作为企业公

民的社会责任。 

疫情给中油环保的生产经营带来挑战和机遇。报告期内，中油环保努力克服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组织生产经营。

中油环保生产部门除了合法合规的处置危废外，重点推进生产成本降本增效工作，相继出台了《危废生产降本增效管理规定》、

《医废生产降本增效管理规定》等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全员降本增效的意识，危废处置生产成本中的材料成本、炉渣填

埋费等成本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中油环保积极拓展市场，危废处置业务新增客户1,033家，医废处置业务新增客户209家。

截止目前，今年中油环保已累计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1项，已完成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受理31项，发明专利申请受理4项。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稳妥地推进各个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抓住目前海上风电高速发展的机遇，润邦海洋增加了基础

设施投资，新建了部分厂房，增添了部分设备设施，以提升润邦海洋海上风电基础桩的产能规模，提高润邦海洋海上风电基

础桩整体生产和制造能力，加快相关产品的交付速度，满足市场和客户不断增长的要求。公司子公司中油环保努力克服疫情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给项目建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半年中油环保陆续完成3个项目建设，分别是中油环保襄阳公司2,000吨/年医废应急处置项

目、宿迁中油3,300吨/年医废处置项目以及襄阳公司27,500吨/年危废综合处置项目，并在取得相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后正式投产。由绿威环保旗下控股子公司江门市双水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新会双水发电（B厂）有限公司燃煤耦

合污泥发电技改项目”也于报告期内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批复的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项

目之一，采用“热力烘干+电厂掺烧”的工艺路线，主要处置江门市及周边城市市政及一般工业污泥。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相关市场，努力提升公司产销规模。高端装备业务方面，润邦海洋在报告期内获得多个海洋风

电基础桩项目，为润邦海洋未来的业务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润邦重机旗下“KOCH”品牌获得多个散料装卸和输送设备订单，

为客户提供堆料机、门式刮板取料机、皮带机、料仓等堆场设备以及卸船机、装船机等装备产品。环保业务方面，中油环保

和绿威环保围绕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积极拓展相关市场，不断提高在相关区域内细分市场的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保质保量地向客户交付产品和提供服务，践行公司对客户

“完美履约”的承诺。上半年“GENMA”品牌、“KOCH”品牌产品线系列累计向客户交付了160余台套物料搬运装备产品。润

邦海洋海上风电基础桩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上半年润邦海洋累计向客户交付海洋风电基础桩近5万吨。 

公司通过资产收购和出售等手段，努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的同时，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公司资产配置，努力提高公

司各项资产的投资回报。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中油环保73.36%股权事项，并将公司所持有的中油环保73.36%

股权划转至润禾环境名下。年初润禾环境完成对绿威环保15%股权的收购，润禾环境已合计持有绿威环保70%股权，进一步

夯实了公司在污泥处置领域的业务布局。公司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增加对润邦重机的投资，使得润邦重机注册资本

由1.5亿元增至5亿元。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受让卡哥特科公司持有的润邦工业49%股权，同时公司向卡哥特科出售了部分润

邦工业资产，适当减轻润邦工业的资产负担，改善润邦工业资产质量，提高其后续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开展各项对外交流和合作，加强与政府、行业组织等的沟通和联系，提

升公司的发展软实力，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润邦海洋通过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并荣获“启东市五大进出口民

营企业”、“启东市五大规模上台阶民营企业”、“启东市工业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同时润邦海洋于报告期内取得了“A2级压

力容器制造许可资质”。润邦重机荣获“南通市十大绿色发展示范民营企业”荣誉称号。中油环保菏泽公司参加了在青岛市举

行的山东省再生资源协会危险废物专业委员会筹备会。绿威环保荣获了由E20环境平台颁发的“污泥投资运营服务年度标杆”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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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并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

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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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公司与王春山、宁波兴富优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兴富艺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市舜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中新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九黎鼎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境成高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环保”）

剩余73.36%的股权，2020年3月13日，中油环保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中油环保100%

的股权，将中油环保及其子公司共计12家纳入合并范围。 

②2020年6月3日，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日照雒嘉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雒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以792.00万元人民币将绿威环保之控股子公司莒县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县绿威”）55%股权转让给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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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嘉，股权转让于2020年6月8日执行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莒县绿威任何股权。因此自2020年6月开

始莒县绿威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③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绿威”）在报告期内注销，2019年11月21日完成清算，于2020

年4月26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准予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④2020年6月，公司子公司中油环保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万清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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