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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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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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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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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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388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2016-007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在福建省厦门

市龙净环保厦门基地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召开通知于2016年4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送

达各董事、监事。 会议由董事长周苏华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2015年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为：以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总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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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

须经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因2015年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且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贷款银行申请借款、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国内信用证、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

业务，以及申请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他各项业务，具体如下：

(一)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壹拾柒亿柒仟万元的授信

额度，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

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本公司之子公司福建龙净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贰亿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

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

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具体授信品种由其与授信银行协商确定。

(二)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新罗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捌亿元的授

信额度，内容包括内保外贷、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

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

业务。

(三)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壹拾伍亿元的集团授信额

度，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

申办保理业务、票据池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他业务。

(四)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伍亿元的授信额度。

在办理该业务时董事会给予如下授权：

1、授信额度可用于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国内及国际贸易

融资、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

的其它业务，有关上述债务的利息、费用、期限、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具体协商确

定。

2、总额度可分给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以下称指定子公司，是由本公司另外出具书面指

定书并由本决议被委托的有权签字人在指定书上签字确认的子公司。 )使用，被指定的子公

司使用的额度未用足部分仍可由本公司使用。 以上额度经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同意，由本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调剂使用。

(五)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肆亿元的授信额度。

在办理该业务时董事会给予如下授权：

1、授信额度用于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

据贴现、 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有关上述债务的利息、费用、期限、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具体协商确定。

2、总额度可分给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以下称指定子公司，是由本公司另外出具书面指

定书并由本决议被委托的有权签字人在指定书上签字确认的子公司。 )使用，被指定的子公

司使用的额度未用足部分仍可由本公司使用。 以上额度经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同意，由本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调剂使用。

（六）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第一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伍亿元的授信额

度，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

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贰亿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

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

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贰亿元的授信额度，内容包

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

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以上合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共计陆拾亿零柒仟万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黄炜先生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授信的

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 必要时，董事会授权的代表有权转委托他人履行其职责，受

转托人的行为视为董事会授权代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亦由本公司承担。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6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授权经理班子决定其相关费用。

该议案由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并经独立董事审核同意。

九、审议通过《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吴京荣、黄炜、陈泽民先生、余莲凤女士为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上述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5名董事均参与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十、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手册>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提升公司风险防范能力，贯彻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颁布

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于2012年度启动公司内部控制建设。 经对公司原有内

部控制制度和相关制度的全面梳理，2012年底形成《内部控制手册》初稿，2013年度开始实

际运行，并在运行过程中补充和修订。 2014年4月1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内部控制手册》。 经2014-2015年度的运行，公司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内部控制

手册》进行修订。 董事会审议修订后的公司《内部控制手册》。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以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42,762�万股为基数，每10股送红股5股，并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3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转增42,762�万股。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议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为106,905万

股。

本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份总数之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1、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762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905万元。

2、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2,762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106,905万股，均为普通股。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所披露内容。

以上议案中《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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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在福建省厦门

市龙净环保厦门基地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召开的通知于2016年4月15日以书面方式

送达各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岩先生主持。 本次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证券法》第68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相关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提出如下

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的各

项规定；

2、2015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承诺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成述或重大遗漏。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进行核查，认为：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以上议案中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须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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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9月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4年10月10

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分十期实施，自2014年度始至2023年度止。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将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以公司2015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基数，提取10%的

奖励基金。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成本计量和核算。 计提的奖励基

金将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计入当期费用。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为45,028,956.12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

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获得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公司授权的管理方在二级市

场购买公司股票。

三、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情况及份额分配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规则》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员工变动情况、考核情况对后

续各期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和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骨干员工。 持有

人在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全职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 员工持股计划确定的第三

期参与员工共计385人。 其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19名，公司及子公司骨干员工366名。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45,028,956.12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其中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份额11,527,412.77元；其他骨干员工持有份额33,501,543.35元。 公

司监事会对持有人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序号 持有人 持有份额（元）

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吴京荣、黄炜、余莲凤、陈泽民、张

原、郭俊、罗如生、修海明、陈贵福、王焕章、吴岚如、熊越、潘仁

湖、林国鑫、谢小杰、张会君、黄星、廖增安、罗继永共19名。

11,527,412.77 25.60%

2 公司及子公司骨干员工共366名 33,501,543.35 74.40%

合计385名 45,028,956.12 100.00%

参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每个员工获得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计提的奖励基金金额（扣除个人所得税后）×该员工的分配比例。

四、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和锁定期

1、存续期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至当期员工持股计划

时起计算。

2、锁定期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锁定期为24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购买之标的股票

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时起计算。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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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93.33%股权）本次综合授信担保合计金

额为人民币18,500万元，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2、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全

资子公司江苏龙净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一年，由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3、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本次综合授信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2,4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由全资子公司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截止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外实际已签订的担保合同余额为5,455.49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3%。 其中（1） 对其他法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2）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455.49万元。

※ 截止本信息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 单位：人民币

一、担保内容

公司2016年4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综合

授信担保的议案》。 内容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93.33%股份）拟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二环世纪星支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申请

4,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4,000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此次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合计为18,500万元。 公司同意其向上述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上述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董事会授权黄炜总经理签署本次担保项下的相关文件及合同。

因该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74.09%，此项授信担保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全

资子公司江苏龙净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中国银行盐城城中支行

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短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信用证

和保函，授信期限为一年。 公司同意由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该项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0%股份）因

生产经营的需要，向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申请人民币2,4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

用于短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信用证和保函，授信期限为一年。 公司同意由全资子公

司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为该项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20号华晶广场B座7层。

法定代表人：陈贵福。

注册资本：7,500万元。

经营范围：电除尘器、袋除尘器及其成套设备、烟气脱硫、脱硝成套设备、零配件的开

发、设计、制造、安装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改造；起重运输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风

机、通用机械、环保成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改造、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新型建筑材

料的开发、生产、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纺织品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和

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6,003.36万元、 负债总额为78,

542.31万元、净资产为27,461.06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383.67万元、净利润1,

438.49万元。

2、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路88弄1-30号第22幢WZ118室。

法定代表人：MICHAEL� � FREDRICK� � MATTES。

注册资本：美元2,400万元。

经营范围：大气污染防治（含烟气脱硝治理技术）专用领域内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以上领域内的检测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零配件、刚才的批发及网上零售、进出口，佣

金代理，提供相关配套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设计配额、许可证、

专项规定、质检、安检管理要求的，需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业

务）。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4,371.44万元、负债总额为2,502.92

万元、净资产为11,868.51万元。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716.53万元、净利润120.88万元。

3、江苏龙净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盐城环保产业园经一路88号（28）。

法定代表人：WILLIAM� JOSEPH� MC� MAHON。

注册资本：7,000万元。

经营范围：烟气脱硝催化剂再生技术研究、技术检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SCR脱硝失

活催化剂再生生产；处置、利用废烟气脱硝催化剂（HW49）#5000吨（约10000）立方米#；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脱硝催化剂及配件销售；钢材销售。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0,614.19万元、 负债总额 为4,

510.33万元、净资产为6,103.86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51.33万元、净利润-780.39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二环世纪星支行申请5,

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申请4,5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担保责任，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董事会授权黄炜总经理签署本次担保项下的相关文件

及合同。

2、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净

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盐城城中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3、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龙净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净科杰

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申请人民币2,4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上述2、3担保行为不属于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中规定的需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上述第1项担保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公司授信额度担保，其经营活动

由公司统一管理，经营风险可控。 上述担保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已签订的担保合同余额为5,455.49万元（全部为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3� %。

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2015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

3、龙净科杰环保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2015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

4、江苏龙净科杰催化剂再生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2015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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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5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龙岩市工业西路4号1号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

2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4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

除以上10项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作2015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已于201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6、7、8、10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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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2016年5月20日上午11：00点前到本公司股证办办理出席

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以抵达公司股证办时间为准)，出席

会议时需验看原件；

2、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4、与会股东或委托代表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六、其他事项

会议地址：福建省龙岩市工业西路4号1号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364000�联系电话：0597-2210288传真：0597-2237446

联系人：卢珍丽、邓勇强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2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88

公司简称：龙净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