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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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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2,447,76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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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介绍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装备业务（主要包括各类起重装备、船舶配套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业务)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以及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领域的相关业务（主要包括污泥处理处置服务、危废固废及医废处理处置服务等）。

高端装备业务主要实行按订单生产、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节能环保业务主要实行特许（独占）经营、EPC+O（工程总承

包+托管运营）、托管运营、提供环保服务等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客户和合

作伙伴包括芬兰卡哥特科集团、丹麦艾法史密斯、法国法孚集团、荷兰GustoMSC、荷兰IHC集团、厦门船舶重工、福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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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造船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产品质量及服务深得客户信赖。 

公司起重装备业务定位于中高端市场，为客户提供集装箱码头解决方案、散料系统解决方案、船厂/堆场/工厂解决方案以及

海洋工程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在起重装备领域已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拥有省级“特种起重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起重装备自主品牌“杰马”商标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杰马”品牌起重机已逐步

走向国际市场。公司研发设计的“杰马”品牌移动式港口起重机、移动式港口无尘料斗、气力式卸船机、埋刮板卸船机等产品

满足了不同类型的港口、码头对物料搬运设备的需求，同时凸显了节能、环保、高效、操作简便等特点。随着现代物流产业

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化港口、码头的投资和建设，散料设备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公司将继续专注于自主品牌国

际化，牢牢抓住市场机遇，积极拓展相关市场。 

公司海洋工程装备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各类海洋工程装备及其配套装备，如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海洋风电运维船、海洋风

电钢结构等。由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并建造的国内首座适用于近海海域自升式风电安装作业平台，针对我国近海海域泥层较厚

等特殊地质条件进行了优化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国产化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为我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近年来，随着各项政策和规划的出台，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公司也将紧紧抓住机遇推进海洋

风电产业链相关业务的发展。 

公司船舶配套装备业务主要指舱口盖等产品，主要包括用于集装箱船的吊离式舱口盖、用于散货船及多用途船的折叠式舱口

盖、侧滑式舱口盖，该业务受国际航运和船舶市场影响较大。公司自成立之初即开展船舶配套装备业务，通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在相关细分市场优势较为明显。 

节能环保产业方面，公司已逐步涉足污泥处理处置服务、危废固废及医废处理处置服务等领域。截止目前公司已通过公司全

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投资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金源环保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并购基金--南通润浦环保

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成功投资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涉足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处置

领域。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介绍 

公司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和节能环保行业。 

随着新能源技术不断进步，清洁能源应用日渐成熟，装备制造业将进一步向低能耗、低污染方向发展，国际范围内“绿色供

应链”、“低碳革命”和“零排放”等新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理念不断兴起，推动装备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同时，装备制造业正在

向智能化转型，通过打造数字化工厂，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实现自动化，通过软件实现信息化，然后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实现柔性化的生产方式，再通过协同供应链达到跨企业的上下游信息透明、协作设计与生产，直面互联网用户，最终满足个

性化时代的定制生产和服务。绿色化和智能化将是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我国节能环保行业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产业结构深刻变革期。巨大的潜力空间、利好的政策支持及不断增加的市场需

求，使得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正步入发展黄金期。节能环保行业市场高度分散，细分行业多、专业技术

性强、市场容量大。 

（3）继续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 

根据公司制定的“打造高端装备板块与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板块双轮驱动的高效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方针，公司继续快速推

进企业战略转型升级。随着公司战略转型升级进程的不断推进，目前公司已在污泥处理处置、危废固废及医废处理处置等领

域展开业务布局，未来公司将在稳步发展高端装备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在节能环保板块的业务布局，特别是危废处置领

域，加快企业战略转型升级步伐。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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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842,939,896.04 2,824,431,346.41 -34.75% 1,908,009,91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74,017.21 83,836,008.10 1.48% -460,462,80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38,627.70 72,988,557.20 -68.98% -459,563,37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69,662.03 236,342,608.82 -86.73% 41,233,395.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3.52% -0.07%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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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57,619,390.11 4,662,692,675.27 -6.54% 4,501,047,52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6,370,517.62 2,422,954,838.95 1.79% 2,339,003,567.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2,933,651.06 403,568,620.66 707,568,407.57 298,869,2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04,090.69 31,720,961.86 23,669,949.14 8,779,0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07,389.07 6,826,126.47 15,572,369.59 -10,267,25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73,208.64 -43,238,789.86 57,298,236.19 58,683,424.3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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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4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7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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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23,880 质押 158,840,2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0   

西藏瑞华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8% 32,149,253 32,149,253 质押 32,149,253 

同方金融控股

（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4% 17,77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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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4,627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1.09% 7,300,000 0   

张海涛 境内自然人 0.75% 5,024,163 0   

唐新友 境内自然人 0.45% 3,010,234 0   

刘全富 境内自然人 0.42% 2,826,936 0   

周涛 境内自然人 0.34% 2,282,46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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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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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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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唐新友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10,234 股，实际合计持

有 3,010,234 股。公司股东刘全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47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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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026 股，实际合计持有 2,82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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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郭新彦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87,66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87,6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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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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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内工业生产整体稳中向好、结构转型不

断优化。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围绕公司制定的 “打造高端装备板块与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板块双轮驱动

高效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自主创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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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及市场开拓，内塑凝聚力，外强竞争力。2017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507.40万元，较上年同比上

升1.48%。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产业。2017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2,000万元人民币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南通润浦环保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

与相关专业投资机构开展合作，以并购基金的方式整合内外部资源，做大做强公司节能环保业务。2017年6月，并购基金润

浦环保以22,852.59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1.16%的股权。中油优艺主要从事危险废物、医疗

废物处置业务，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对其投资有助于加快公司在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领域的业务布局。未来，公司将继续扩

大在节能环保板块的业务布局，特别是在危废固废及医废处理、污泥处理处置等环保行业细分领域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加快

企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步伐。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污泥耦合发电项目试点的相关工

作。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对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络的布局，重点推进散料设备和海洋风电

产业链的市场开拓。国内市场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获得两套海洋风电安装平台液压插销式升降系统

订单，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获得一艘自升式海上风电作业平台订单。国际市场方面，公司“杰马

/GENMA”品牌产品--移动式港口起重机（MHC）在印尼、印度等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 

（3）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自主品牌业务的发展，公司自主品牌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杰马/GENMA”品牌被江苏

省商务厅认定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公司自主品牌的市场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强化科技研发工作。在公司内部强化各企业间的技术研发交流与协作，外部通过

组织技术骨干参加行业技术研讨会、赴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交流等形式掌握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

重机有限公司成功研发、设计并制造“杰马/GENMA”品牌埋刮板卸船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品牌关于该类产品多年

的市场垄断。埋刮板卸船机主要用于粮食码头或化肥码头粒状、粉状物料的卸货。由润邦重机自主研发的产品移动式港口起

重机（MHC）被江苏省经信委认定为“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产品”，该系列产品在东南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润

邦重机与荷兰GustoMSC公司联合打造的1000吨绕桩式海洋起重机顺利取得了由中国船级社(CCS) 颁发的船用产品证书。

2017年，润邦重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2017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另外也获得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协

同创新中心（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称号。 

2017年，公司全年累计获得各项专利授权65件，其中发明专利13件，实用新型专利51件，外观专利1件，另外获得2件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全年公司共有“250t超大型智能化折臂式起重机”等六个产品被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报告期

内，润邦重机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5）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各类对外交流活动，加强与客户、供应商、同行业等社会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联系。2017

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润邦卡哥特科工业有限公司举办了润禾码头开港仪式暨杰马/卡尔玛新技术发布会，润禾码头正式对

外承接码头业务，同时润邦卡哥特科发布了关于轮胎吊的最新技术。报告期内，公司还参加了TOC（码头运营峰会，Terminal 

Operation Conference）、上海国际风能展、世界智能制造大会、2017年中国（郑州）粮食储藏技术设备暨物流装备展览会等

展会活动，组织召开了“沙洲电厂2*600MW污泥耦合国家示范项目”、“多功能无人驾驶船舶”等专题研讨会，积极参与行业

学术交流活动。此外，报告期内润邦重机与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成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大吨位负压气力卸船机等

领域展开技术合作。 

（6）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和规范企业日常运营管理，打造富有润邦特色的企业文化。公司相继开展了“读书活动”、“拔

河比赛”、“员工专题讲坛活动”、“安全生产月”等主题活动，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员工归属感。报告期内，公司

及润邦重机获得由南京海关颁发的AEO认证企业证书，公司荣获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二0一七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7）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公司海工业务板块的产品结构，努力消化现有产能。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

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与江苏蓝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功签约，润邦海洋将为其建造一艘自升式海上风电作业平台，积极发展

海上风电相关产业链的业务。另外，润邦海洋还积极发展特种大型钢结构业务，成功获得海洋风电钢管桩、压力容器等订单。 

（8）为推进公司战略转型，理顺公司节能环保产业的业务架构，构建节能环保产业平台，从而实现对公司节能环保产业的

集中管理和整合，公司将所持控股子公司绿威环保55%股权全部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同时鉴

于正洁环境2017年度及后续的利润承诺实现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集中资源发展公司节能环保产业的重点业务领域，

控制公司对外投资风险，公司决定提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关于股权回购方面的相关安排，将所持有的正洁环境20.56%

股权转让给正洁环境原股东。 

（9）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增强完美履约意识，努力提升完美履约能力，提高合同履约质量，保证合同的顺利履约。报告

期内，由润邦重机为FLSmidth 打造的铝土矿装船机、为澳大利亚BMA公司打造的堆取料机、为SEMEN INDONESIA（印尼

最大的水泥企业） 打造的“杰马/GENMA”抓斗式卸船机等项目均顺利实现发运。润邦海洋为荷兰Royal IHC公司建造的4000T

自航重吊船于2017年7月顺利交付客户离港，该船将服务于欧洲市场的海上重吊作业和风电场的安装、维护作业，入级英国

劳氏船级社。润邦海洋为客户建造的“海豚1号”风电运维船顺利达成下水节点，该产品主要用于近海海域风电场设备设施的

维护和保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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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起重装备 1,425,387,600.75 150,072,814.80 26.74% -35.06% -23.32% 1.9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4.75%、营业总成本同比下降34.03%，主要系起重装备业务下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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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2017〕13号）的规定，本

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该准

则。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准则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

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

规范，并规定企业对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重大

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号）的规定，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该

准则。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

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

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对同期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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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2月20日，本公司与为邦自动化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邦自动化”）签署了《关于南通润邦电气

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300.90万元人民币将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南通润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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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电气”）51%股权转让给为邦自动化。股权转让于2017年2月28日执行完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润邦电

气任何股权。因此自2017年2月28日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欧蔚海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本年度注销，截止2017年2月28日已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因此自2017年2月28日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7年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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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300万元

购买莒县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股权转让于2017年4月30日执行完毕。因此莒县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4

月30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4）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在张家港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张家港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全资子公司GWE INVESTMENT CO.,LTD。 

（6）2017年4月，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2,000万元发起设立南通润浦环保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33.33%，表决权比例66.67%。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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