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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百圆裤业 股票代码 00264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跨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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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 张红霞

电话 0351-7212033 0351-7212033

传真 0351-7212031 0351-7212031

电子信箱 gx@byky.com zhanghongxia@byk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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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203,218,650.30 198,345,031.43 50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926,494.59 11,395,952.96 56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5,613,955.97 11,321,371.33 56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726,015.53 -45,317,749.84 18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09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09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1.6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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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794,081.02 2,204,676,511.85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0,383,890.63 1,830,326,565.99 3.8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6,55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建新 境内自然人 22.30%

47,226,

750

35,420,

062

质押

33,402,

000

徐佳东 境内自然人 20.19%

42,764,

020

42,764,

020

质押 4,500,000

樊梅花 境内自然人 13.11%

27,773,

250

质押 7,800,000

新余睿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3% 9,380,000

李鹏臻 境内自然人 4.39% 9,288,882 9,070,982 质押 3,370,000

新余明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 8,1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0% 8,045,320 8,045,320

珠海横琴安赐文化互联叁号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4% 5,594,405 5,594,405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 5,363,546 5,363,54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4,174,8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杨建新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建新、樊梅花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2.杨建新为新余睿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睿景公司90.62%的股权；3..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

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44%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深创投

与红土创投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红土创投为深创投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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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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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在裤装行业方面，公司对内部组织结构进行整理，员工岗位合理优化；对终端门店

进行了分类管理，有效地提升了部分分店盈利能力；在供应商管理方面，结合实际需求及供应商供货能

力作出统筹安排，在控制产品质量的同时有效缩短了供货周期。 在跨境电商行业方面，全资子公司环球

易购在拓展产品品类的同时，也加强了供应链优化管理和海外仓的建设，有效提高了商品配送效率和

客户购物体验。 截至目前，环球易购旗下网站注册用户数量超过2000万人，最高月访问量超过6000万

次；2015年上半年重复购买率为36.07%，流量转化率为1.39%。 基于公司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实践与持续

发展，公司加快了对跨境电商产业链优质企业的投资布局，公司先后投资了前海帕拓逊、广州百伦和通

拓科技等各具特色的跨境电商企业，并投资了跨境数字营销企业上海飞书，为公司在跨境电商行业的

战略布局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321.87万元，同比增长506.63%；实现营业利润9,150.01万元，同

比增长636.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92.65万元，同比增长566.26%�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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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百博服装有限公司在2015.6.30日已经办理工商注销登记。 国税注销时间为2015年5月4日，

地税注销时间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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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新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070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勇先

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过监事会认真讨论，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072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为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运营效率，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注销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百圆” 或“兰州子公

司” ）。

201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拟注销公司的基本情况

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1681号万国港E座25层25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新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整

注册号：62010000001915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服装的批发零售

成立日期：2010年2月9日

财务情况：截止2015年6月30日，兰州百圆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0,541,700.44元，净资产为9,762,

323.55元，2015半年度营业收入为1,622,208.99元，净利润为-1,308,906.81元。

公司持有兰州百圆100%的股份。

三、注销兰州子公司的原因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影响，服装行业萎靡不振、消费终端购买力持续低迷及主要经营成本不断上

涨，兰州子公司业绩未出现好转。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的整体业务战略及规划，为整合资源、降低管

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决定注销兰州子公司。

四、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兰州子公司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运营效率和管控能

力。 兰州子公司注销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

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和经营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欧阳建国先生、容和平先生、裴亮先生、赵利新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兰

州子公司的决策是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外部投资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的决定，是必要而可行

的，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本次注销兰州子公司的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公司章程》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司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及公司

利益的。

六、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073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

25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十四时三十分。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2015年9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

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盛饰大厦公司十五楼第二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者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

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股权登记日：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八）会议出席对象：

1、2015年9月2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要求，上述两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两项议案内容详见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2015年9月3日9：00—17：00到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盛

饰大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

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3、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

账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4、登记地点：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盛饰大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40；投票简称：跨境投票。

2、在投票当日，“跨境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投票时间：2015年9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代表议案1。 每个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

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请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9月11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则服务密

码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大于或等于1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四）网络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盛饰大厦十三层

电话：0351—7212033

传真：0351—7212031

邮编：030006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高翔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关于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注：1、委托人或委托单位，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赞成”“反对”“弃权”明确选择

一项表决，在累积投票中表明投票数量；如委托人或委托单位委托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必须在

委托书中注明“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2、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附件二

回 执

截 至 2015 年 9 月 2 日 ， 我 单 位（个 人 ） 持 有 跨 境 通 宝 电 子 商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069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送达或者电子邮

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

于2015年8月25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75,926,494.59元， 2015年内公司支付普通股股利6,354,046.05元，加上2014年末经

审计的未分配利润194,582,945.71� 元， 公司2015年6月30日累计未分配的利润为264,155,394.25�

元。 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211,801,535股为基数， 拟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20股，此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211,801,535股增加为635，404，605股，资本公积（母公

司）1,396,430,395.59�元减少为972,827,325.59元。

除上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外，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

的有关规定。 因此，董事会同意通过该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未来三年 （2015-2017年） 股东回报规划》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注销兰州百圆服饰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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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传真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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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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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92,196,580.09 1,185,336,744.40 -2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750,475.94 -17,831,053.32 -26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727,603.20 -17,818,388.24 -26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135,539.46 748,938,944.02 -11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1.08%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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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361,183.48 5,051,409,418.14 -1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5,935,752.39 1,310,341,330.42 -4.9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64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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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

000

毛韦明 境内自然人 0.43% 4,000,000

朱恩英 境内自然人 0.32% 2,959,937

李梁 境内自然人 0.31% 2,900,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0.27% 2,511,100

张赛琴 境内自然人 0.27% 2,480,400

周志能 境内自然人 0.27% 2,464,600

王庆华 境内自然人 0.26% 2,367,700

邹友坤 境内自然人 0.21% 1,938,046

洪群力 境内自然人 0.19% 1,787,500 1,6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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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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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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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公司

产品毛利率水平下滑，产能未达到预期水平，同时铝锭基准价的波动也侵蚀掉

部分公司营业利润。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219.66�万元，较同

期下降24.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75.05万元，较同期下降

263.13%。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强营销

管理，尽量增加产品销量，不断提升公司产品质量，加强生产管理，降低资金占

用，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对生产经营的冲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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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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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于荣强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08月27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6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

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青岛润丰

铝箔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

会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真审议张河涛先生、 刘帅先生的相关

信息，认为张河涛先生、刘帅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相关规定，同意提名张河涛先生、刘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同意张河涛先生、刘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次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张河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韩妹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工作调整的原因，韩妹芳女士辞去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职务，同时公司

聘任尚锴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董事兼总经理简历：

张河涛先生，出生于1969�年，硕士研究生。 1996�年7�月至1998�年6�月

机械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软件中心任课题组长，1998�年7�月至2005�年2�月

微软中国研发中心移动设备任经理，2005�年3�月至2006�年9�月北京衡准科

技有限公司任运营总监，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晶世科技有限公司任

COO，2007�年至2014�年任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中海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河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事简历：

刘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9年，大学学历，获理

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位。 曾任职于博兴瑞丰铝板有限公司，2013年2月至

今在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职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

控部副经理。

刘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财务总监简历：

韩妹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6年，大专学历，中

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曾任职于沾化县水产养殖公司、山东省鲁铁铁路配件

有限公司、山东省牧工商总公司明天大酒店、山东嘉润置业有限公司、山东新

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10年9月-2011年8月在山东

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1年8月-2013年1月担任山东鲁丰铝箔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2013年2月-2013年10月担任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3年10月至今担任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

计部经理。

韩妹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内部审计部经理简历：

尚锴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6年，大学学历，中国

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曾任职于天津城建恒信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大信会计师

事务有限公司、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3年1月起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

尚锴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4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25

日收到公司洪群力先生、穆昱杉先生、乔向前先生、李景民先生和于荣强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为了保持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促进和保

障上市公司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因工作调整的原因，洪群力先生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穆昱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职务，乔向前先生和李景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以上董事、高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于荣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继续担

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和提名、考核与薪酬委

员会委员。

根据规定， 以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

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确定新的董事和高管人选，以上董事、高管辞职

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对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

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7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

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权登记日期：2015年9月7日

（五）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9月10日－2015年9月11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1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

10日下午15：00至9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1568号公司会议室

（七）出席及列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9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张河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2关于选举刘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上述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

其拥有董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各项议案已于2015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进行公

告。

三、特别说明：

上述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进行表

决。

四、现场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二）现场登记时间：2015年9月8日 9：30---16：30

（三）登记办法：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现场参会人员的食

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1568号

邮政编码：256500

联 系 人：王平

电 话：0543-2161727

传 真：0543-2161727

五、其他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

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年9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投票代码：362379；投票简称：鲁丰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

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1.00元代表议案１，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格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累积投票制

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张河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1元

1.02 关于选举刘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02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为准。

③在“委托数量” 项下输入投票数

以上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

数。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投票权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股

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亦可以分散使用，但总数不能超过其持有的股

数与2的乘积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姓

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

会返回一个４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

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5分钟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

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A� 、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

“鲁丰环保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Ｂ、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

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ＣＡ证书登录；

Ｃ、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15:00至2015年9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2015年9月11日召开的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以下议

案进行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总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张河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2 关于选举刘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单位盖章）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鲁 丰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跨境通宝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 司

证券代码：002379�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65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