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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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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贵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盛璐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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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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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3,257,354.88

419,904,953.55

-15.87%

25,202,215.94

28,917,146.97

-12.85%

6,576,087.34

18,569,886.17

-64.59%

239,771,312.24

-76,657,750.27

412.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17%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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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018,954.55

4,545,270,849.00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6,637,501.67

2,521,478,597.47

1.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94,096.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59,806.42
619,903.5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21,329,110.24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2,436.96
2,708,876.90
3,840,3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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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8,626,128.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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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7,887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南通威望实业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43.47%

292,303,880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6,074,6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3,448,955

（深圳）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

11,051,600

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39,718,9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瑞
华精选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同方金融控股
司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1.12%

7,500,000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43%

2,872,628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625,787

张剑华

境内自然人

0.39%

2,625,672

周涛

境内自然人

0.34%

2,282,465

西藏瑞华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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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数量

292,303,880 人民币普通股

292,303,880

52,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20,000

16,074,627 人民币普通股

16,074,627

13,448,955 人民币普通股

13,448,955

11,0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51,600

王学杰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袁海国

2,872,628 人民币普通股

2,872,62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25,787 人民币普通股

2,625,787

张剑华

2,625,672 人民币普通股

2,625,672

周涛

2,282,465 人民币普通股

2,282,465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
华精选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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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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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保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00,000 股。公司股东周涛未通过普通证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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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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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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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53.76% 主要系公司销售合同收款增加所致。

559,051,760.32

363,585,797.48

20,606,408.61

2,550,061.15

708.08%

预付款项

112,512,826.65

70,490,295.25

59.61%

其他应收款

229,126,613.22

133,681,620.81

71.40%

2,353,659.55

778,095.80

202.49%

0.00

3,097,801.07

-100.00%

542,779,394.33

225,965,790.12

140.20%

应付职工薪酬

25,999,999.29

66,067,438.83

-60.65% 主要系完成上年度年终绩效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35,157,856.04

51,024,064.81

-31.10%

4,797,934.04

3,473,199.1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预收款项

递延所得税负债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主要系人民币升值，远期结售汇合约价
值增加所致。
主要系根据采购合同，预付采购款增加
所致。
主要系应收股权转让款及对外关联借款
增加所致。
主要系人民币升值，远期结售汇合约价
值增加所致。
主要系人民币升值，远期结售汇合约价
值增加所致。
主要系公司依据销售合同，收到预收货
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少
所致。

38.14% 主要系所得税时间性差异增加所致。

上年同期数
主要系公司扩大销售网络布局，销售费

销售费用

12,413,920.51

8,294,660.96

财务费用

9,386,437.40

4,507,674.25

108.23% 主要系借款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403,873.84

1,638,601.36

168.76%

其他收益

3,020,277.37

8,429,895.49

-64.17%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514,222.19

4,854,959.31

219.5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729,712.28

3,374,815.20

277.20%

98,360.10

-19,795.60

596.88%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6,810.12

108,473.12

367.22% 主要系客户违约支付合同违约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88,221.99

11,363,922.51

资产处置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49.66%

-80.74%

用增加所致。
主要系根据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主要系股权转让收益及按权益法确认的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主要系人民币升值，远期结售汇合约价
值增加所致。

主要系根据税法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上年同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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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9,771,312.24

-76,657,750.27

-21,039,403.03

8,986,746.60

-60,843,824.71

45,642,383.59

412.78% 主要系销售收款增加所致。
-334.12% 主要系对外关联借款增加所致。
-233.31% 主要系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南 通 润 邦 海 洋 工 程 装 备 有 限公司与 Golden Energy Offshore Services AS 、Golden Energy Offshore
Management AS于2018年达成共识，并重新签订了关于两条海工船舶的购买协议。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合同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2）。2019年1月17日，润邦海洋与 Golden
Energy Offshore ServicesAS签订了关于上述两条海工船舶购买协议的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等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合同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目前相关协议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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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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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资金状况，在其具备付
款条件时将要求项海及时完成支付义务，保障公司相关款项的及时回笼。
3、为整合公司资源、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并综合考虑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将所持有的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将不再从事立体停车设
备业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6）。截至目前，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已完成。
4、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公司所持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海洋”）50,000 万元的债权转作公司对润邦海洋的长期股
权投资资本金，形成注册资本，使润邦海洋注册资本由 30,000 万元增至 80,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
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截至目前，公
司上述以债转股方式向润邦海洋增资的事宜已办理完毕。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5、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3.36%股权。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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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金额

出金额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2,550,061.15 19,631,911.21 19,631,911.21

0.00

0.00

0.00 22,960,068.16 自有资金

合计

2,550,061.15 19,631,911.21 19,631,911.21

0.00

0.00

0.00 22,960,068.16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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