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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9                           证券简称：*ST 鲁丰                           公告编号：2017-041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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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鲁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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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景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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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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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为制造高精度铝板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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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977,120,506.01 1,528,245,617.40 -36.06% 2,039,062,1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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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50,607.32 -118,385,524.43 111.95% -345,801,58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03,142.20 -264,242,958.40 105.38% -410,676,70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51,514.62 -246,735,257.76 22.16% -431,718,594.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0.1278 111.97% -0.37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0.1278 111.97% -0.3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9.46% 10.64% -23.2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488,419,943.61 2,154,735,514.34 -30.92% 5,051,409,4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7,687,091.56 1,193,536,484.24 1.19% 1,310,341,3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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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66,884.90 236,540,734.14 249,606,572.78 305,906,31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8,433.34 11,286,998.48 230,868.07 6,661,17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8,433.34 11,405,987.05 230,868.07 6,594,72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19,126.22 -110,472,337.53 -291,289,940.99 186,291,6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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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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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40,000 329,240,000 质押 329,096,605 

陈规易 境内自然人 0.51% 4,704,900    

邵军 境内自然人 0.48% 4,459,905    

张毅 境内自然人 0.41% 3,838,300    

路成莲 境内自然人 0.34% 3,193,900    

刘敏 境内自然人 0.28% 2,600,000    

赵桂女 境内自然人 0.27% 2,484,200    

聂峰 境内自然人 0.26% 2,363,939    

韦志祥 境内自然人 0.25% 2,350,000    

章承宝 境内自然人 0.25% 2,300,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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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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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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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为公司经营盈利带来极大的挑战。在行业景气

度回升有限的情况下，2016年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因素，攻坚克难，通过加强生产管理、提升产品

质量、节流成本、降低材料的消耗浪费、调节产品结构、提高利润率，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 

2016年，公司总资产达到1,488,419,943.61元，比去年下降30.92%，主要是偿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实现营业收入

977,120,506.01元，比去年下降36.0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50,607.32元，比去年增长111.95%，主要

原因是应收款收回，相应冲销 2015 年度公司对应收往来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及本报告期内经营有所改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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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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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卷 966,219,712.56 944,492,500.02 2.25% 94.26% 89.84% 2.28% 

家用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46% 

药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4.56% 

包装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2.38% 

空调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5.03% 

容器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4.56% 

热封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3.53% 

涂油容器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4.64% 

电池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2.58% 

亲水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21% 

装饰箔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4.26% 

其他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3.70% 

山东地区 965,990,607.17 944,227,904.37 2.25% 91.18% 89.06% 1.10% 

华北地区 229,105.39 264,595.65 -15.49% -99.48% -99.41% -13.92% 

华东地区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34% 

华南地区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49% 

华中地区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03% 

西北地区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01% 

国内其他地区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4% 

国外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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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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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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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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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王景坤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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