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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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79,8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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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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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务（主要包括各类起重装备、船舶配套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立体停车设备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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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水处
理服务等）。主要客户和合作伙伴包括芬兰卡哥特科集团、瑞典山特维克集团、美国国民油井、荷兰IHC集团、厦门船舶重
工、福建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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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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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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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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设计并制造了“杰马”新型环保气力式卸
船机，该产品系公司研发的新型环保港口物料装卸设备，能够更好地满足港口的智能自动化及绿色环保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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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牢牢抓住市场机遇，
积极拓展相关市场。报告期内，该板块业务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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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V（海洋工程辅助船）、海洋风电安装作业
平台、特种工程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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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产业发展较快，公司也将紧紧抓住机遇推进相
关业务的发展。受国际原油价格低位运行影响，海工市场持续低迷，报告期内公司逐渐收缩与油气相关度较高的海洋工程装
备业务，同时积极拓展波动比较小的其他与油气基本无关的特种工程船舶等海洋工程装备业务，严格控制公司海洋工程装备
业务板块的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海洋工程装备业务板块实现大幅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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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显。受船舶市场景气度较低的外部环境影响，报告期内该板
块业务有一定的下滑。
公司立体停车设备业务主要指自主品牌“普腾”智能型立体停车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商场、社区、医院、写字楼等场所。
公司自2009年开始推进自主品牌“普腾”智能型立体停车系统的推广和销售，并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
建设和城市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停车难”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难题，而立体停车设备的推广能够有效的解决城市日
益严重的停车问题，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加快城市停车场建设近期工作要点与任务分工》（发改基础[2016]159号）要求加
快停车场建设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将有利于公司立体停车设备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在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领域的业务布局，成功收购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和浙江
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权。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污泥处理处置领域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并在多地拥有
污泥集中处置项目，在市政污泥处理、工业污泥处理等方面拥有多年的建设和管理运营经验。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环境保护高新技术研发和行业应用、水处理服务为核心的环保公司，正洁环境立足食品、电镀、纺织、畜禽养殖等行
业工业污水及农村生活污水，向客户提供包括工艺设计、设备采购与集成、工程实施、后续运维等一体化专业服务。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介绍
目前，公司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和节能环保行业。
通用设备制造行业正处于转型阶段，周期性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公司主要产品在相关细分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
影响力。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在污水、大气、固废处理处置以及环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形成了涵盖环境咨
询、环保设备、工程设计、设施运营维护的多元化产业格局。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前正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
（3）继续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
根据公司制定的“打造高端装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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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控股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参股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业务板块开始逐步贡献收入和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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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水处理等领域展开业务布局，未来公司将在稳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在节能环保板块的
业务布局，在危废固废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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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2,824,431,346.41

1,908,009,915.05

48.03%

2,211,585,79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36,008.10

-460,462,805.82

118.21%

103,487,1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988,557.20

-459,563,375.89

115.88%

83,142,378.98

236,342,608.82

41,233,395.83

473.18%

-268,457,13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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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1.21

116.53%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1.21

116.53%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21.33%

24.85%

4.8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662,692,675.27

4,501,047,525.11

3.59%

3,598,873,6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2,954,838.95

2,339,003,567.77

3.59%

2,190,366,100.6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83,547,681.69

867,850,225.42

601,994,572.87

671,038,8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10,669.79

44,069,015.96

11,984,641.80

5,171,68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24,064.71

41,462,900.10

1,661,863.91

12,039,72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007,549.36

-65,415,900.04

340,656,650.35

58,109,4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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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4,087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4,86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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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威望实业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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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9,925 质押

43.47%

182,689,925

CHINA
CRANE
INVESTMENT 境外法人
HOLDINGS
LIMITED

7.87%

33,075,000

西藏瑞华资本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4.78%

20,093,283

同方金融控股
境内非国有
（深圳）有限公
法人
司

2.77%

11,643,400

0

国海创新资本
境内非国有
投资管理有限
法人
公司

2.39%

10,046,642

10,046,64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长信金 法人
利趋势混合型

0.44%

1,861,054

0

数量
96,500,000

0

20,093,283 质押

20,09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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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
无锡市润元科
境内非国有
技小额贷款有
法人
限公司

0.43%

1,800,000

0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0.38%

1,611,02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境内非国有
华鑫多因子精 法人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31%

1,288,200

0

袁海国

0.27%

1,120,780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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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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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如有）
券账户持有 1,611,02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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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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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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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作为国家“十三五”战略的开局之年，公司积极践行“中国制造2025”和“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公司战略
转型升级，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板块与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板块双轮驱动”高效发展模式，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寻求新的市场和
业务，同时通过加强企业内部降本增效管理、提高履约水平、运营风险管控等手段，进一步提升企业整体核心竞争力。报告
期内，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板块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板块开始逐步贡献收入和利润。2016年度，公司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383.60万元，较上年同比上升118.21%。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产业。2016年6月，公司出资17,875万元收购江
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绿威环保作为一家以城市综合污泥处理处置为核心业务的高科技企业，在市政污泥处理、
工业污泥处理等方面拥有多年的项目建设和管理经验。2016年9月，公司出资4,112万元收购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56%股权。正洁环境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工业污水处理领域的运维/技术服务、药剂销售以及工程设计施工，并逐步推进人
居环境建设服务、实验室废液处理服务等新的业务。通过上述股权收购安排，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节能环保产业的相关业务
布局。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目前，公司已在新加坡、印度、阿根廷、肯尼亚、埃及、泰国、印尼等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点，签约了合作代理商12家，公司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得以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2016年，公司“杰马/GENMA”品牌产品首次进入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和缅甸等国市场，“杰马/GENMA”品牌的国际化进程
步伐进一步加快。
（3）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自主品牌业务的迅速发展。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移动式港口起重机（MHC）首次实现出口，
并在报告期内顺利通过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新产品和科技成果鉴定。随着公司自主品牌业务的不断推进，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断提高，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品牌“杰马/GENMA”获得了由江苏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颁发的“江苏名牌产品证书”，为
公司今后自主品牌产品拓展全球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各类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工作。公司成功研发、设计并制造了“杰马/GENMA”品牌气力式
卸船机，该产品具有卸载效率高、环保等特点。“杰马/GENMA”品牌海上风电提升系统通过与GustoMSC公司、厦船重工等
开展深入合作，进一步提升了该系统的整体综合实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超大轨距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三维化研发设计、
全自动集装箱轨道式起重机5.0 设计、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中电推顶升系统、电池动力转场系统、新一代人机交互系统开发、
堆场自动防碰箱系统集成的开发等工作。“普腾/Parktec”品牌立体停车系统成功面向市场推出了PCX-7型垂直循环式智能立体
车库，极大提升了停车取车效率。此外，公司还积极研发PPY多通道智能型平面移动车库技术、停车设备自动识别技术、远
程监控和故障诊断技术、车辆过载保护技术等立体停车设备领域的相关技术。2016年，公司全年累计获得各项专利授权72
件，其中发明专利25件，实用新型专利46件，外观专利1件。同时公司还获得了3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9项高新技术产品认
定，多个研发项目获得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
（5）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各种对外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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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功举办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桥式和门式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二届四次会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普腾停车
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停车设备工作组”组员单位，积极参与立体停车设备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的制定。
（6）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和规范企业日常运营管理，决策效率得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相继开展了“运营风险评估”、
“管理创新提案评审”、“大项目管理制”、“全流程内控评审”、“供应商管理小组”、“降本增效”、“客户信用等级评价”、“质量
完善”、“安全教育”等涉及企业运营各方面的日常管理活动。通过上述各项管理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运营各环
节的管控，有效控制了企业运营过程中潜在的各项经营风险，降低了企业整体运营成本，提升了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能
力。
（7）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实施“润禾码头项目”，开展润禾码头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润禾码头
已完工并顺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验收取得了《港口经营许可证》，润禾码头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润禾码头的投入运营，
将显著增强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和进出口能力，为公司后期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8）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收缩与油气相关度较高的海洋工程装备业务，积极拓展与油气相关度较低的特种工程船舶等海
洋工程装备业务，并通过对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管理组织架构的调整和优化，打造了一支高效、精干
的团队，积极寻求新的市场突破点，努力消化现有产能，控制该业务板块的经营风险。报告期内，润邦海洋首制的两条6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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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工作船“拉瓦比320”和“拉瓦比321”顺利完成交付。
（9）为整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将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普腾立体停车设备
分公司及上海欧蔚海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注销，集中有效资源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快速推动公司战略转型。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上述两公司注销事项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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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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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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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装备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2,194,985,632.40 1,651,629,054.25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4.75%

64.73%

62.0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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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8.03%，主要系公司起重装备业务增长所致；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4.56%，主要系公
司销售收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8.21%，主要系公司起重装备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毛利率
水平同比也有所上升，同时公司海洋工程装备业务同比大幅减亏。
报告期内，公司节能环保业务开始逐步贡献收入和利润，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的构成均发生一定的变
化。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收购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公司自2016年8月将绿威环保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绿威环保为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为377.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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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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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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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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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7月出资收购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本报告期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增加江苏绿威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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