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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盛璐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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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32,933,651.06

683,547,681.69

-36.66%

20,904,090.69

22,610,669.79

-7.55%

10,507,389.07

17,824,064.71

-41.05%

-41,373,208.64

-97,007,549.36

5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0.96%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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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011,565.15

4,662,692,675.27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3,893,084.81

2,422,954,838.95

0.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1,556.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3,633.3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11,830,686.82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8,599.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01,260.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673,400.93
10,396,701.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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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86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南通威望实业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43.47%

182,689,925

境外法人

7.87%

33,075,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20,093,283

（深圳）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11,11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0,046,642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0.52%

2,200,000

周涛

境内自然人

0.29%

1,234,641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26%

1,073,980

吴建

境内自然人

0.24%

1,014,678

国有法人

0.21%

879,900

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30,139,925 质押

数量
96,500,0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西藏瑞华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20,093,283

同方金融控股
司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46,642

761,00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152,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52,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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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RANE INVESTMENT

33,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75,000

11,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10,000

王学杰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周涛

1,234,641 人民币普通股

1,234,641

袁海国

1,073,980 人民币普通股

1,073,9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79,900

周乐华

839,030 人民币普通股

839,030

于栋

8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5,000

708,960 人民币普通股

708,960

HOLDINGS LIMITED
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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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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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00,000 股。公司股东周涛未通过普通证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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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641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234,641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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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同比上升30.47%，主要系银行理财到期收回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2）应收票据较期初同比下降44.34%，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兑承或背书使用所致。
（3）应收利息较期初同比上升94.97%，主要系应收对外借款利息增加。
（4）其它应收款较期初同比上升33.51%，主要系预付投资保证金所致。
（5）预付账款较期初同比上升147.04%，主要系为生产经营采购物资而预付的款项增加。
（6）其它流动资产较期初同比下降64.97%，主要系银行理财到期收回所致。
（7）长期应收款较期初同比上升62.53%，主要系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
（8）工程物资较期初同比下降49.95%，主要系工程物资领用减少。
（9）在建工程较期初同比下降46.23%，主要系在建工程转固而减少。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同比下降65.16%，主要系预付工程款结算所致。
（11）交易性金融负债较期初同比下降66.13%，主要系远期结售汇合约交割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同比下降64.59%，主要系支付年终绩效薪资所致。
（13）应交税费较期初同比下降34.12%，主要系应纳税款缴纳所致。
（14）新增应付股利，主要系新增应付未付子公司少数股东股利。
（1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同比下降48.03%，主要系归还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16）长期借款较期初同比上升174.49%，主要系新增长期银行贷款。
（17）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同比上升690.93%，主要系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36.66%，主要系销售规模同比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38.17%，主要系销售规模同比下降所致。
（3）营业税费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30.34%，主要系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费根据财政部文件由管理费用调
整至本报表项目核算。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41.96%，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150.58%，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收，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200.16%，主要系远期结售汇合约交割增加所致。
（7）投资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50.32%，主要系银行理财减少导致理财收益减少。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2684.72%，主要系收到客户合约违约金。
（9）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33.05%，主要系根据所得税法规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57.35%，主要系货款回笼速度加快，使得经营活动净流量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335.40%，主要系收回部分银行理财，使得投资活动净流量增
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459.26%，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使得筹资活动净流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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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2月，公司将所持有的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51%股权对外进行转让。目前，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
完成，公司不再持有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任何股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与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为其海洋风电安装平台的起重及提升系
统提供两套海洋风电安装平台整体解决方案，合同总价为3.4亿元。目前，上述合同正在履行中。
3、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与挪威 GoldenEnergy PSV Invest I AS、Golden Energy PSV InvestII AS
分别签订了一份《海工船舶建造合同》，合同总价为3.48亿元。目前，该合同正在履行中，因客户和市场原因产品延期交付。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南通威望实业

股份限售承

有限公司

诺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2018 年 正常履行中。
8 月 25 日

西藏瑞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现名：西藏瑞
华资本管理有

股份限售承
诺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2018 年 正常履行中。
8 月 25 日

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

国海创新资本

行或再融资

投资管理有限

时所作承诺

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2018 年 正常履行中。
8 月 25 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或
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
关于同业竞
南通威望实业

争、关联交

有限公司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
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
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公

2010 年 03 月
06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
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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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
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
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公司将
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控制
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不从事
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就避免与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
下："本公司作为江苏润邦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公司出具的《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在此进一步承
诺：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
和/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
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
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
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
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
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吴建就避免与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承诺如下："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
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
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
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
生产经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
和/或经济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
关于同业竞
吴建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
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2010 年 03 月

06 日
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本人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
障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
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经
营。"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进一步承诺如下："本人作为江苏
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人出
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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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
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或投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并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
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1）不
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
公司出售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
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
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
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2）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收购南通
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
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
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
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
权或资产的议案；
（3）不会开展南
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
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
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
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对南通威和的未来业务安排进行
了承诺："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控制南
通威信及南通威和期间，南通威
信、南通威和两家公司除开展现有
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避
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生
利益冲突。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如承诺超期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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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0.00%

至

0.00%

3,333.99

至

6,667.97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6,667.97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起重装备业务同比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 2017 年 1 月 6 日公司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01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483/index.html ）
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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