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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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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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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335,031.95 1,606,629,543.03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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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438,179.17 72,736,393.29 18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3,665,346.20 50,953,414.81 26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12,465.50 136,132,437.40 -9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7 0.090 14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7 0.090 14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2.30%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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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6,655,997.36 7,492,657,828.92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07,214,556.84 3,950,289,468.34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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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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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威望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2% 292,303,880  质押 176,937,669 

王春山 境内自然人 9.17% 86,394,862 77,708,437 质押 77,70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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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32,67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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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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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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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境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境成高

其他 1.38% 13,03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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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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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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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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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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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2,700,000 股，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603,8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2,303,8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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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望企业”）

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控”）签订了《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

司、吴建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根据《股份转让框架

协议》，威望企业拟向广州工控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共计 188,457,747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广州工控将直接持有公司 20%股权，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吴

建先生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于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0 日期间通过减持公

司股份将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降低至 5%以下，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

据相关规定，自本次权益变动十二个月后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及其实际控制人卡哥特科公司将不再是公

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卡哥特科公司所发生的业务往来将不再是关联交易。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3、2017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56%

股权暨股权回购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56%股权给正洁环境股东项海暨提前履行《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项海、任松洁、周立新、陈赵扬、周建辉、孙

玉珍、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关于股权回购方面的相关

安排。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56%

股权暨股权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项海按照《股权回购协议》已向润禾环境累计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合计

4,002.31 万元，剩余本金 642.31 万元及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款利息尚未支付。公司已就上述欠款提起诉讼，一审已判公

司胜诉。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二审法院已裁定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公司将按照法院裁定积极采取法律措施收回相关

欠款。 

4、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鹿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绿威环保以 3,559.80 万元将其所持昆山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40%股权转让给苏州鹿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绿威环保收到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2021 年 5 月 1 日，绿威环保与苏州鹿禹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苏州鹿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最晚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向绿威环保支付完毕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成，绿威环

保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剩余 2,559.80 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未收到。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方尽快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

款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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