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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3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净环保 6003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继永 邓勇强 

电话 0597－2210288 0597－2210288 

传真 0597－2290903 0597－2290903 

电子信箱 longkinghb@163.com longkinghb@163.com 

 



1.6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6,905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6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171,048,000.00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须经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本公司专注于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环保产品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运营，主营除尘、脱硫、脱硝、物料环保输送、电控设备等五大系列产品，在国

内率先提出“烟气治理岛”治理模式，为国际上少数可以提供工业烟气多污染物治理全

方位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本公司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广泛应用于电力、建材、冶金、化工和轻工等行业。本公司产品全部

以销定产，多数按照设计、制造、安装、调试、验收流程交付客户运行并按收款进度

安排生产。近年来，本公司积极拓展了环保工程 BOT、海外工程总包、环保设施运营、

催化剂再生等新业务。 

主要产品简述如下： 

     1、电除尘器 

电除尘器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在国际同行中技术种类最全、产品最丰富。承

担国家“863”计划，成功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煤电厂湿式电除尘技术。国内首

家成功开发余热利用低低温电除尘技术。国内首创的大功率高频电源和脉冲电源，打

破国外同行技术垄断，替代进口。湿式电除尘和低低温电除尘技术大型化应用业绩居

行业第一，多个项目成功实现超低排放。 

2、电袋复合除尘器 

自主开发的电袋复合除尘技术打破了我国除尘技术依赖引进的状态，使我国在该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全球全部 1000MW 特大型发电机组电袋复合除尘技术

应用的业绩，产品的配套总装机容量和单机容量均处于世界第一。产品经权威专家鉴

定：“总体技术和大型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特大型电袋复合除尘器的开发和应用填

补国内外空白”。产品荣获环保部“科学技术一等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

奖励。“电袋复合除尘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弥补了除尘

领域在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 15 年来的空缺，也是本公司自创立以来在技术创新方面



获得的最高奖项。多个超净电袋项目已成功投运，并实现超低排放。 

3、烟气脱硫 

干法脱硫技术：成功地为燃煤电力、热电锅炉、钢铁烧结、玻璃窑炉、炭黑烟气、

垃圾焚烧等行业用户提供了二百余套各类型 LJ 系列烟气循环流化床干法高效脱硫除

尘一体化装置（位居世界第一），连续创造 300MW、660MW 发电机组应用的新世界

纪录。宝钢 600m2 烧结机项目实现世界最大钢铁烧结烟气干法脱硫项目的突破。广石

化干法烟气协同治理项目成功实现“50355+53”的超低排放。 

湿法脱硫技术：成功应用于包括多个 1000MW 发电机组在内的近百个项目，并

推广至冶金脱硫领域。自主研发成功钙基强碱湿法脱硫技术、单塔双区和单塔四区高

效脱硫除尘技术。自主研发的 LK-DSZT 电石渣（石灰）湿法烟气脱硫装置通过国家

相关部门的新产品鉴定，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烟气脱硝 

本公司是国内最早掌握燃煤电厂烟气脱硝技术的企业之一，承接的亚运会工程-

广东珠江电厂 4X300MW 发电机组脱硝项目，创造了业内建设最快纪录。在国内率先

自主研发成功水泥行业 SNCR 脱硝技术。与国际领先的美国公司合作，在国内率先开

展脱硝催化剂再生业务。 

5、物料环保输送 

引进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物料输送专家、建立先进的气力输送测试实验线，开发了

先进的料性法系统设计技术和独特的仓泵流化及出料控制技术。开发的气力输送及管

式皮带输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本公司以“净化环境、造福人类”为企业宗旨、以“创新”为核心发展理念、以“打造

国际一流的创新型环保工程总包产业集群”为发展战略，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龙净文化凝聚团队，形成了一套具有龙净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 

1、以“群雄并起”为经营发展战略，推行事业部制的经营管理模式 

“以事业部为主体、公共平台为支撑”，进行内部市场化管理。公司每年年初都按照“更

加充分地信任、更加充分地授权、更加充分地激励、更加有效地监管”的原则与各事

业部（子公司）签订经济责任制，力求“管出利润、管住成本、管出活力和动力、管

出健康和良性”；年终对照经济责任制进行考核与激励，促进各事业部（子公司）之



间“比、学、赶、超”，持续“大雄领军壮大，小雄异军突起”的局面。 

2、以“技高一筹”为科技发展战略，以“创新”为核心发展理念 

“技高一筹”是公司的立身之本和不断发展的根本支撑。把技术创新始终放在十分突出

的战略位置，不断抢占减排技术的最高点，使得公司始终站在行业技术进步的最前沿。

为技术创新提供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科研实验条件、组建优秀的创新团队并赋予极具活

力的创新机制。在“技高一筹”战略引导下，研发出一大批高水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部分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3、以“追随人才”为人才管理理念，以“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核心 

龙净企业文化以“每个龙净人都应得到尊重”、“一切皆有可能”、“上不封顶”为口号，

体现“所有龙净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公司“为有能力的人提供释放能量的平台，

让人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并”让价值创造者获得相应的财富”。公司吸引聚集了行业

内一批国际国内的顶级专家和海归博士，自主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人才，打造了一支

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活力的人才队伍。 

4、以“成本领先”为市场竞争策略，实行内部结算市场化 

在满足产品质量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技术优化和工艺革新，持续追求“以更低

的成本满足客户需求”的目标。各事业部的项目排产，依据市场化原则，有权在各生

产基地及外部供应商之间作选择，把市场成本压力传导到各生产基地，实现制造成本

的不断降低。公司的生产基地在国内的东西南北中合理布局，事业部所承接项目就近

排产以降低运输成本。原材料及配套件的采购始终坚持“大宗采购、统一招标、厂家

直供”等形式，极大地降低对外采购成本。 

（三）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1、煤电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扩围提速 

2014 年 9 月 12 日，发改委、环保部、能源局联合下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

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拉开了全国煤电企业新一轮

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的大幕，文中明确要求：到 2020 年，东部地区现役机组通过改

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中部地区

新建机组原则上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鼓励西部地区新建机组接近或达到



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2015 年 12 月 11 日，环保部、发改委、能源局印发《全面实施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现役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由原来的东部地

区扩围至中部地区，同时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机组改造完成时间由原来的 2020 年分别

提前至 2017 年和 2018 年底。 

2、配套政策密集出台，环保执法更加严厉 

根据全国政协数据，全年发布配套性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达 85 件。

根据 2016 年 3 月 11 日国家环保部部长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的数据：2015 年度全国实

施按日连续处罚 715 件，罚款数额 5.69 亿元，查封扣押 4,191 件；各级环保部门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 9.7 万余份，罚款 42.5 亿元；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2,079 起，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685 件。环保执法严厉，倒逼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 

3、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各电力集团积极推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各地为了鼓励和推广超低排放，对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并通过绩效审核的燃煤发电

机组，在原有脱硫、脱硝、除尘共计 2.7 分钱/度的环保电价补贴的基础上，纷纷采取

再奖励、电价补贴和发电量鼓励等激励措施。各电力集团（公司）自我加压，积极开

展现役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根据国家能源局局长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全国能源工作会

议的报告数据：2015 年，全国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煤电机组高达 7,874 万千瓦。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3,515,116,962.08 11,441,410,155.61 18.12 8,535,014,843.11 

营业收入 7,390,960,490.82 6,026,663,646.83 22.64 5,568,211,84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0,148,716.64 463,414,694.98 20.87 456,715,10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18,955,730.65 379,681,641.68 36.68 314,194,22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565,159,779.79 3,145,726,299.03 13.33 2,783,242,30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14,778,279.81 495,332,647.96 104.87 80,332,509.18 

期末总股本 1,069,050,000.00 427,620,000.00 150.00 427,62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52 0.43 20.93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52 0.43 20.93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75 15.67 

增加1.08个

百分点 
16.98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2,637,425.87 1,503,978,590.69 2,022,783,219.17 2,901,561,25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576,265.73 111,611,200.85 217,409,869.12 170,551,38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6,780,263.31 102,422,948.37 202,979,745.24 156,772,77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6,996,120.52 324,380,334.92 -37,112,247.40 864,506,312.8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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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4,4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0,41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省东正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110,115,084 183,525,140 17.17 

  质押 151,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龙岩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47,135,610 84,050,000 7.86 

  质押 46,125,000 国有

法人 



兴业全球基金－

上海银行－龙岩

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9,272,135 9,272,135 0.87 

  无   其他 

龙岩市电力建设

发展公司 
5,094,867 8,491,445 0.79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龙岩市海润投资

有限公司 
5,044,071 8,406,785 0.79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011,752 4,011,752 0.38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2,430,105 3,221,838 0.30 

  无   其他 

新韩法国巴黎资

产运用株式会社

－新韩法巴中国

大陆 RQFII 证券

投资信托 

3,013,200 3,013,200 0.28 

  无   其他 

福建龙净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 

2,478,600 2,478,600 0.23 

  无   其他 

福建龙净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2,299,780 2,299,780 0.22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大股东“福

建省东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兴业全球

基金－上海银行－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发

生变化。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9,096.05 万元，同比增长 22.6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14.87 万元，同比增长 20.87%。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增长主

要是由于环保标准的提高、公司市场开拓能力及经营效率提升所致。  本公司主要客

户分布在火力发电、建材、冶金等行业。2015 年度，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为

54,529.38 万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 7.38%；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34,828.42 万

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 6.11% 。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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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

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包括 22 家子公司和 8 家孙公司，与上年相

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子公司或孙公司的清单如下： 

子（孙）公司名称 简称 

福建龙净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龙净安装 

龙岩溪柄电站有限公司 溪柄电站 

福建龙净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 脱硫脱硝 

厦门龙净环保物料输送科技有限公司 物料输送 

福建龙净高精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龙净高精 

龙岩龙净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龙净机械 

LONGKING ENGINEE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印度龙净 

新疆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龙净 

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工程 

上海龙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房产 

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科杰 

江苏龙净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 江苏科杰 

武汉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科技 

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工程 

龙净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龙净 

盐城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龙净 

天津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龙净 

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龙净 

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矿环保 

西安西矿环保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西矿安装 

西安中电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中电能源 

西安西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西矿工程 

西安贝雷钢桥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贝雷 

西安神力起重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神力 

厦门龙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技术 



子（孙）公司名称 简称 

厦门龙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物业 

厦门龙净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节能 

厦门龙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酒店 

沈阳市沈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沈房 

北京朗净天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朗净天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

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苏华 

                                                         

 2016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