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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9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6-032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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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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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鲁丰环保 股票代码 00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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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永 王平 

办公地址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1568 号 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1568 号 

传真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电话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电子信箱 stock@loften.cn wangping@loften.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5年，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业务由制造铝板带、铝箔业务，变更为制造高精度铝板带业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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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528,245,617.40 2,039,062,154.60 -25.05% 2,412,688,79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385,524.43 -345,801,581.98 65.76% 7,410,2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242,958.40 -410,676,702.27 35.66% 3,060,2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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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735,257.76 -431,718,594.03 42.85% 274,185,01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78 -0.3733 65.76% 0.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78 -0.3733 65.76% 0.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6% -23.28% 13.82% 0.4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154,735,514.34 5,051,409,418.14 -57.34% 6,797,546,01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3,536,484.24 1,310,341,330.42 -8.91% 1,660,699,930.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16,974,029.74 475,222,550.35 298,500,757.71 337,548,27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43,522.86 -26,506,953.08 72,048,111.52 -125,683,1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249,855.18 -10,477,748.02 71,813,909.60 -271,329,26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09,895.76 -132,245,435.22 -559,595,791.73 429,996,0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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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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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4,5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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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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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35.54% 329,240,000 246,930,000 质押 325,710,00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75% 16,185,9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00% 9,270,00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6% 2,450,000    

封艳 境内自然人 0.22% 2,048,100    

洪群力 境内自然人 0.20% 1,841,700 1,841,700   

陈红娟 境内自然人 0.20% 1,809,700    

廖华英 境内自然人 0.18% 1,624,500    

蒋荣贵 境内自然人 0.17% 1,553,700    

华维 境内自然人 0.15% 1,43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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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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总资产达到2,154,735,514.34元，实现营业收入1,528,245,617.40元，分别比去年下降57.34%、25.05%，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385,524.43元，比去年增长65.76%，为公司重组后，较好的改善了公司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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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家用箔 467,909,383.20 470,042,393.40 -0.46% 41.50% -44.71% 2.73% 

药箔 54,107,547.14 51,642,717.90 4.56% 5.78% -54.06% 2.44% 

铝卷 497,374,587.46 497,517,663.76 -0.03% 2.26% 978.62% -1.43% 

包装箔 10,407,503.88 10,655,687.79 -2.38% 4.55% -88.78% -0.93% 

空调箔 44,759,885.91 47,013,396.82 -5.03% 16.07% -86.34% -5.31% 

容器箔 59,001,020.07 56,308,980.28 4.56% 13.07% -77.85% 7.70% 

工业用箔 0.00 0.00 0.00% 5.46% -100.00% -1.29% 

热封箔 9,217,922.53 8,892,296.18 3.53% 100.00% 100.00%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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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油容器箔 156,086,478.51 148,842,413.39 4.64% 100.00% 100.00% 4.64% 

电池箔 24,167,384.55 23,544,838.13 2.58% 100.00% 100.00% 2.58% 

亲水箔 19,884,799.51 19,843,921.99 0.21% 100.00% 100.00% 0.21% 

装饰箔 26,501,647.85 27,631,112.50 -4.26% 100.00% 100.00% -4.26% 

其他 80,295,974.29 83,265,123.50 -3.70% 1.12% 250.40% -5.26% 

山东地区 505,276,620.47 499,441,686.46 1.15% 723.21% 696.68% 3.29% 

华北地区 44,377,077.81 45,072,861.05 -1.57% 42.31% 41.83% 0.34% 

华东地区 142,750,543.08 142,268,299.21 0.34% -66.21% -67.07% 2.61% 

华南地区 42,584,489.17 42,373,748.27 0.49% -76.14% -77.05% 3.92% 

华中地区 15,013,999.29 15,009,185.38 0.03% 72.19% 75.60% -1.94% 

西北地区 2,874,703.21 2,874,373.02 0.01% -89.77% -89.59% -1.67% 

国内其他地区 3,309,848.60 3,275,328.59 1.04% -84.94% -84.43% -3.21% 

国外 693,526,853.27 694,885,063.66 -0.20% -35.72% -36.4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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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组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减少，较好的改善了公司经营业绩。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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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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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于2015年7月6日，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以及《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

板有限公司与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将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上

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鲁丰铝箔（香港）有限公司和鲁丰北美有限公司等 6 家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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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以1,129,742,040.41元价格出售给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7月31日完成了交割；2015年4月10日，公司将对博

兴县鲁丰物流有限公司认缴的100%股权转让给魏永庆，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博兴县鲁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设立来未实

质经营，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对其完成工商注销。 

2、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或结构化主体 

2015年7月21日，公司同意出资20,000,000.00元成立博兴县宏博环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

出资20,000,000.00元;2015年11月11日，公司同意出资100,000,000.00元成立青岛鲁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12月

31日公司实际出资未到位。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于荣强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04月 21 日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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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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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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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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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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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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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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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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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5、对2016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