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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0                           证券简称：通润装备                           公告编号：2020-034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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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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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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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润装备 股票代码 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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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岚 徐庆荣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通港路 536 号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通港路 536 号 

电话 0512-52343523 0512-52052633 

电子信箱 jstr@tongrunindustries.com jstr@tongrunindustr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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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567,083.57 706,435,722.57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146,288.71 67,341,110.21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046,338.24 67,263,244.40 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18,531.02 58,753,078.87 -6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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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5.4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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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601,092.46 1,695,275,255.41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2,439,562.96 1,306,770,832.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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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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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千斤顶

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32% 136,616,207    

TORIN JACKS 

INC. 
境外法人 16.30% 58,110,000    

常熟长城轴承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1% 9,300,330    

新余新观念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 6,084,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1% 4,671,290    

荣俪婷 境内自然人 0.43% 1,531,300    

任平 境内自然人 0.42% 1,506,166    

吴洛峰 境内自然人 0.39% 1,382,500    

谭益洋 境内自然人 0.39% 1,380,000    

郭维 境内自然人 0.38% 1,362,5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常熟市千斤顶厂持有美国 TORIN JACKS，INC.100%的股权，是美国 TORIN JACKS，

INC.的控股股东，两者为一致行动人。2、柳振江先生是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常熟市

千斤顶厂人董事，是新余新观念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新余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常熟市千斤顶厂存在关联关系，柳振江先生与常熟市千斤顶厂，与新余新观念投资有限

公司均存在关联关系。3、前十名股东中除上述情况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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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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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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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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实体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加剧，国际

形势愈加严峻，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国内外经营环境的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紧紧围绕2020年度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积极应对，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快速推进复工复产，一方面

加强市场开拓，抢抓订单，稳定出货；一方面狠抓内部经营管理，积极创新求变，降低经营成本，努力减

少疫情给公司带来的冲击，实现了经营业务的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656.7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31%；营业利润10,718.68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0.24%；利润总额10,726.0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0.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14.6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8%，实现每股收益0.19元。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7,986.86万元，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复工初期产能恢复延后

和物流不畅，一季度生产、销售以及发货受到影响，一季度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977.23万元，

下降约23.37%，二季度生产经营全面恢复，当季度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报告期内虽然营业收入

有所下降，但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生产成本下降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使得公司各项利润指

标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 

报告期内金属制品业务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5,168.96万元，金属制品业务主要以出口为主，虽然

海外疫情形势比较严峻，但订单情况并未出现大幅下降，目前在手订单充足，上半年收入下降主要是受疫

情影响一季度的下降，下半年争取逐步收窄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报告期内，输配电控制设备制造业务销

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2,638.24万元，输配电控制设备制造业务主要以内销为主，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

项目均有所延期，导致销售收入确认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市场风险，围绕市场为中心，积极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开发完成智能工具

柜、68系列升级版工具柜、智能售货柜、不锈钢厨房柜等新产品；市场端加强与优质客户的深度合作，同

时积极布局国内市场，培育新的业务，优化业务结构，推进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新建厂房项目建设进度，至报告期末5号车间土建工程基本完工，预计下半年开

始可投入使用，4号车间土建工程已完成50%，计划11月完工并投入使用。下半年将启动新建6号车间项目

报建。 

展望2020年下半年，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坚持创新与发展，克服困境，抓住机遇，推动公

司持续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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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订后

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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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报告期会计政

策变更对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按规定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具体详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五、3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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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0年5月19日通润装备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在泰国投资设立子公司的

议案》，通润装备全资子公司常熟通润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设立苏州通润智能装备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7,000.00万元人民币，于2020年5月26日已完成工商登记。 

 

 

 

 
 

                                 法定代表人：柳振江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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