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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参与单位名称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现场参观
□其他

□分析师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网上平台“全景•路演天下”参与润建股份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广大投资者

时间

2021.05.10 (15:0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董事长、总经理许文杰，董事、财务总监梁姬，董事会秘书罗剑涛，
独立董事万海斌，保荐代表人陈菁菁
Q1: 董秘您好，请问最新股东人数多少
答：您好！公司截止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股东总人数为 22,457 人。

投资者
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
介绍

Q2：公司未来规划是什么
答：您好！公司的愿景是致力于成为信息网络与能源网络的管维者，
让天下没有难用的网络。当前公司已经是通信网络管维细分市场中规
模最大的民营上市企业，公司也已经完成对能源网络、IDC 网络、信
息网络的前期布局，未来公司将专注于四大网络的管维，并在四个网
络管维的基础上打造产业工人互联网平台和一系列基础平台。公司的
核心能力在于机制灵活、贴近客户，在未来的经营拓展中，公司将进
一步扩大运营商和华为的业务，也将携手运营商和华为等重要合作伙
伴，此长彼长，优势互补，共赢共生，协同发展。
Q3：请问公司在研发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您好！公司研发工作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业务发展为导向，围
绕客户在产品上的需求，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目前公司研发团队日益
成熟，已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等成果超过 250 项。
公司成立了数字平台研发院、创新研发院、欧洲未来科技研究院、电

力应用技术研究院、5G 技术应用研发院、智能装备研发中心、大数
据及 AI 研发中心等，负责通信、电力等技术应用研发以及提供大数
据应用服务、行业数字化平台、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公司依托内外优势资源，聚焦国内外行业的先进技术和创新理念，保
持对市场卓越的前瞻性，培育和孵化新的产品，强化产品、技术的创
新与研发工作，在 5G 技术应用、数字化平台、云服务与 IDC 服务、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新能源及能源管理、工业和电力物联网技术应用、
电力智能化等高新技术研发上，通过制订科学的项目管理与质量评估
指标体系，建立项目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实现了全方位的项目过程管
理与内控。公司将持续扩大对数字化领域的研究投入，完善泛智能化
服务能力。
Q4：公司去年财务状况怎么样
答：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93 亿，同比增长 12.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 亿，同比增长 3.76%。截止 2020 年底，
公司总资产 69.38 亿，比 2019 年末增长 40.53%；净资产 32.31 亿，
比 2019 年末增长 13.52%；2021 年，公司业务布局战力凸显，通信技
术服务保持稳定增长，云与 IDC 服务、电力与新能源业务、行业数
字化业务快速拓展，技术研发高效推进，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升。202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9 亿，同比上升 79.77%；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69 亿，同比上升 69.76%。截止 2021 年一季
度，公司总资产 70.33 亿，比 2020 年末增长 1.37%；净资产 33.03 亿，
比 2020 年末增长 2.22%。
Q5：公司今年有哪些业务发展计划？具体点说
答：您好，公司经过前期的技术沉淀与累积，现已完成公司战略业务
布局，公司各业务板块相辅相成，推动公司保持可持续快速增长。
在具体经营上，通信技术服务业务以“扎根创牌、建立根据地思维”
为牵引，计划实施聚焦核心区域、提升重大项目份额、深挖地市项目、
突破新客户和新专业、打造重点地市等策略，保持业务稳定持续增长。
云服务与 IDC 服务将以专业的 IDC 咨询、规划、设计服务为牵引，
打造 IDC 的 EPC 总包业务，带动 IDC 建设、运维等业务的发展；五
象云谷云计算中心项目根据客户需要开展定制化工作。电力与新能源
业务将进一步整合控股子公司资源，把握电力与新能源建设投资机
遇，通过重点拓展新能源、智慧电能、电力设计、电力工程、电力应
用技术及电力物联网等业务，快速拓展打造标杆项目，实现业绩高速
增长。行业数字化业务将利用公司研发实力和数字化平台，聚焦优势
地区与优势行业，在电网数字化、教育、警务、融媒体、信创、交通、
数字政务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推出典型应用，进行与中国移动、华为等
客户协同，快速进行业务拓展。谢谢！
Q6：2020 年度公司在通讯技术服务业务方面中标了哪些项目？
答：您好！在通信技术服务上，公司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中国铁塔、中国广电等客户在全国 20 个重点省份提供专业的通

信一体化服务，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20 年，公司中标的重点项目
包括，“2020 年至 2022 年中国移动广东、安徽、贵州、山西分公司
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无线网络优化服务集中采购（日常优化部分）”、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20 年家集客接入一体化服务（增补）公开招
标项目”、“中国移动广西公司 2020-2022 年传输全业务工程施工服
务框架集采项目”、“安徽移动 2021-2023 年度有线宽带和政企接入
类项目施工集中采购项目”、“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 年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 2020-2022 年综合代维服务项目”、“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通信接入机房配套施工服务公开招标项目”、“中国铁
塔广西分公司 2021 年至 2022 年一体化综合施工服务采购项目”、
“2021-2022 年广东联通综合代维采购项目”等重要项目。
Q7：感谢许总和公司管理层百忙之中参加此次说明会。2020 年公司
取得骄人的业绩，感谢您们的付出！但是公司上市三年，大股东拿着
近 2000 万的年薪，不在乎中小股东的收益，我们绝大多数是负值，
没有享受到企业发展的红利。按 2020 年的分红率，10 派 1.5 元，分
红率仅为 0.65%（1.5/230），不及银行定期或其他理财方式的收益。
换位思考，如果你们也是这样的中小投资者，是否怪自己看走眼？怪
大股东太自私自利？
答：您好，公司非常重视中小股东的利益，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 亿，分红政策为每 10 股派 1.5 元，现金
分红总额超过 3300 万元，约为公司 2020 年净利润的 13.87%，公司
将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以回报投资者，谢谢！
Q8：为什么股价这么低，破净值了，有什么补救措施
答：您好！股价的变动受到行业政策、市场变动、大盘走势等多方面
综合因素的影响，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当前公司已经是
通信网络管维细分市场中规模最大的民营上市企业，公司也已经完成
对能源网络、IDC 网络、信息网络的前期布局，未来公司将专注于四
大网络的管维，并在四个网络管维的基础上打造产业工人互联网平台
和一系列基础平台。公司的核心能力在于机制灵活、贴近客户，在未
来的经营拓展中，公司将进一步扩大运营商和华为的业务，也将携手
运营商和华为等重要合作伙伴，此长彼长，优势互补，共赢共生，协
同发展。
Q9：请问贵公司目前的业务都覆盖了哪些方面？
答：您好！公司主营业务专注于通信网络的管理和维护、能源网络的
管理和维护、IDC 数据网络的管理和维护、信息网络的管理和维护，
致力于成为信息网络与能源网络的管维者，让天下没有难用的网络。
公司自 2003 年成立以来深耕通信技术服务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和市场品牌，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主力军、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
是中国移动 A 级优秀供应商，中国铁塔五星级的服务商。在发展过

程中，公司基于通信技术服务的基因延伸到了更广阔的业务领域，从
通信技术服务到云网协同服务，从弱电服务到强电服务，从数字服务
到智能服务；为了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公司努力开拓新业务领域；
目前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通信技术服务、云服务与 IDC 服务、行业数
字化业务和电力与新能源业务，公司各业务板块相辅相成，推动公司
保持可持续快速增长。
Q10：公司上市的时候，曾经说过，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如果
做不到企业、员工、股东的共赢，谈不上良心，谈不上企业的更大发
展，所畏的良心，也就是虚头巴脑的假话。许总不是大股东，分配方
案您说了也不算，不多说了。只盼着企业能够早日真正树立共赢的理
念，共同促进企业经营、员工收益、股东利益（市值）共同提升。
答：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上市公司、股
东、员工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公司将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提升公司
价值以回报投资者，谢谢！
Q11：请问公司的五象云谷云计算中心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答：您好！五象云谷云计算中心项目处于施工阶段，建设进度按工程
计划推进中，逐步根据客户需要开展定制化工作，预计 2022 年开始
投产运营。谢谢！
Q12：你好，公司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提供通信代维
服务（基站维护，网络抢修）那么润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面
对 5G 的发展公司在未来一年又有什么新的经营目标？因为总让人觉
得润建公司只是提供劳动力帮助三大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做
事情，相当于劳动密集型劳务公司的性质。
答：您好！术业有专攻，公司专注于通信网络、IDC 数据网络、信息
网络、能源网络四大基础网络的管理和维护业务，核心竞争力包括：
1、跨行业和区域的综合服务能力优势；2、营销渠道覆盖广、数量多、
末梢长的市场拓展优势；3、技术研发优势；4、快速响应市场的平台
型组织优势；5、网络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维能力优势；6、高素
质的人才队伍与专业技术优势。任何业务最终都需要人力的落实，公
司拥有 5G 技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保障了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并非劳动密集型企业。
Q13：你好，问下公司经营良好，股价持续低迷，公司有无措施维护
股价？今年公司有无大的并购和项目提升业绩？
答：您好！股价的变动受到行业政策、市场变动、大盘走势等多方面
综合因素的影响，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当前公司已经是
通信网络管维细分市场中规模最大的民营上市企业，公司也已经完成
对能源网络、IDC 网络、信息网络的前期布局，未来公司将专注于四
大网络的管维，并在四个网络管维的基础上打造产业工人互联网平台
和一系列基础平台。公司的核心能力在于机制灵活、贴近客户，在未
来的经营拓展中，公司将进一步扩大运营商和华为的业务，也将携手

运营商和华为等重要合作伙伴，此长彼长，优势互补，共赢共生，协
同发展。
Q14：请问许董,润建 5G,智慧农业,智慧电力,边缘计算,数据中心都有
涉及,但是二级市场的反应是只认可润建是搞网络基础建设的公司,并
且贵公司中标如同中镖,每次中标如同中镖必跌,公司的二级市场一直
低迷,上市之后跌了 3 年,目前公司有没有维稳二级市场的政策?另外
公司一直加大了研发资本支出,并且也能查询到很多的专利,请问目前
已经转化为收益的有哪些?谢谢
答：您好，股价的变动受到行业政策、市场变动、大盘走势等多方面
综合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在做好经营管理的同时，加大对外宣传，以
便投资者了解公司价值。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从整体上促进了
公司的发展，是公司通信网络、IDC 数据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
四大基础网络管维业务的重要支撑，促进公司保持可持续快速增长。
Q15：个人提的问题可能尖锐了一点，请见谅。正如梁总监所说，企
业获得良好经营业绩是基础，如果没有股东的共赢，不客气的说就是
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大股东利用约 60%的股权，控制着约
100%的企业利益。请公司管理层，多为企业股东着想，找到一个共
赢的解决方案，实现企业更大的发展。企业高分红，必然带来高市值，
市值高了，你们抵压或减持，收益不就更高吗？大家共赢多好的事。
许总能否向李总多美言几句？
答：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上市公司、股东、员工三者的
利益是一致的，公司将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以回报投资
者，谢谢！
Q16：罗董你好!你说：股价的变动受到行业政策、市场变动、大盘
走势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个
人认为只是提到了天时、地利，没有提到人和，为什么这么好的公司
连续 4 年，如此低的分红率（不及银行的定期）？低分红率的形势下，
难道中小股东都会抢着买？所以，股价的变动，根因在人！！！问 7
个为什么，我们才能找到根因
答：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上市公司、股东、员工三者的
利益是一致的，公司将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提升公司价值以回报投资
者，谢谢！

备注

无

日期

2021.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