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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6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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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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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建股份 股票代码 0029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润建通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湘平 罗剑涛 

办公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中心

C 座 32 楼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中心

C 座 32 楼 

电话 0771-2869133 0771-2869133 

电子信箱 rjtxdsh@163.com rjtxds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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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007,674.65 1,502,056,318.94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703,672.27 102,697,159.35 -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478,745.44 101,557,546.01 -1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2,722,608.02 -607,938,990.12 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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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73 0.5080 -2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73 0.5080 -2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8.04%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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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3,502,276.35 3,913,670,385.69 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23,148,486.38 2,630,309,970.50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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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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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35.52% 78,415,666 78,415,666 质押 32,185,800 

珠海弘泽熙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0% 52,103,829 52,103,829 质押 7,970,000 

广西威克德力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7% 13,625,479 13,625,479   

广西盛欧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5,995,210 0   

新余市鑫宏图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1,942,356 0   

游庆明 境内自然人 0.55% 1,217,400 0   

吉林省现代农

业和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000,000 0   

海通（吉林）现

代服务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000,000 0   

北京汇金嘉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000,000 0 质押 1,000,000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鹰信

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996,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蒋鹂北女士系李建国先生配偶、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蒋鹂北女士为珠海弘泽熙元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蒋鹂北女士与李建国先生持有该合伙企业全部合

伙份额；2、广西威克德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为激励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所设立

的持股平台，李建国先生持有威克德力 73.39%的合伙份额，为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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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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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9年上半年，运营商压缩运营成本，减少资本开支，通信技术服务市场价格竞争加剧，中标价格下降，导致公司毛利

率下降明显。在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成本高企的环境下，公司通过管理体系和人员结构优化，借助信息化系统提升管理效率，

采用智能化作业系统提升交付质量，降低成本增长幅度，进一步巩固公司在优势业务、优势区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公司根据

战略规划和市场环境变化，进一步扩展服务范围至信息技术服务、电力与新能源服务、云服务与IDC服务。2019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613,007,674.65元，同比增长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703,672.27，同比下降14.60%；

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4,413,502,276.35元，比上年度末增长12.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3,148,486.38元，比上年度末增长3.53%。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重点工作如下： 

1、市场 

2019年上半年，公司依托已有辐射全国的市场布局，强化销售渠道建设，建立并完善基于产品的市场体系。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中标四川、云南、广西、江苏、山东、河南、北京、河北、湖南、青海、湖北、宁夏、陕西等13

省移动综合代维项目，其中河北首次突破此项目，广西、江苏、北京、陕西、青海、湖北6个省份市场份额省内排名第一，

此次招标结束后，公司在全国移动综合代维服务业务中省份数量排名第一。上半年公司开拓天津铁塔融合智能监控业务，进

一步巩固了公司代维业务的优势。在网络优化业务上，中标广西、四川中国移动无线优化业务。 

在信息技术服务、电力与新能源服务、云服务与IDC服务等业务上，2019年上半年公司已经开始战略布局及市场开拓，

并在电力、警务、教育、金融、交通、建筑等行业上斩获了一系列项目，为后续业务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2、研发工作 

2019年上半年，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在软件开发、平台建设等高新技术业务进行拓展。创新研发院积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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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研究院所等进行研发项目合作，持续进行自主创新产品研发、产品解决方案宣传与推广，同时对

前沿技术、优秀产品进行调研及合作。团队建设方面积极引进精干人才，同时为稳定和扩大研发技术人员队伍，完善技术创

新激励机制并推动执行。公司持续强化在资质优势，完成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三级(CMMI3)至五级（CMMI5）升级，

新获取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三级（ITSS3级）资质。目前公司集合已有产品与先进技术，形成产品生态链。 

3、重点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快工作重心向现场一线、市场、项目交付转移，紧抓公司价值创造的关键节点，围绕关键节点

强化资源投入，有效提升了公司作业生产效率与市场开拓能力。同时，在夯实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公司战略发展

的整体业务布局，为下半年及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公司还按照业务拓展的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完善了内部管理架构

及管理方式，按业务线实施精简高效的线条管理模式，为各分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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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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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文杰           

2019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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