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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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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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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400,608.10 1,889,335,031.95 -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511,414.38 204,438,179.17 -4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14,711,268.81 183,665,346.20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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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5,296,069.43 13,112,465.50 13,744.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217 -4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217 -4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5.0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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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5,359,915.96 8,099,961,197.87 3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82,291,610.32 4,249,557,120.28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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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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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工业

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188,457,747    

南通威望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2% 103,846,133    

王春山 
境内自然

人 
7.57% 71,308,437 55,820,322 质押 

66,300,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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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24,017,798    

深圳毕升

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必胜年

年升 1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2.00% 18,865,832    

上海高毅

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高

毅晓峰 2

号致信基

金 

其他 1.82% 17,136,060    

中国对外 其他 1.76% 16,542,100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

公司－外

贸信托－

高毅晓峰

鸿远集合

资金信托

计划 

CHINA 

CRANE 

INVESTMEN

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46% 13,718,626    

兴证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1,298,580    

国寿养老

策略 4 号

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中国工

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 

其他 1.18% 11,1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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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深圳毕升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必胜年年升 1 号私募基金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865,832 股，实际

合计持有 18,86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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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3 月 1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

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0 ） 刊 登 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18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广州市人民政府 

变更日期 2022 年 03 月 1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

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0 ） 刊 登 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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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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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控”）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南通威望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威望”）、原实际控制人吴建签署了《南通威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建与广州工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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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并放弃表决权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2022 年 3 月，公司

上述控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广州市

人民政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

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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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31 万元，剩余本金 4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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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以收回相关欠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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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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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