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股權激勵計劃簡述及股票回購註銷的依據
1、公司於2011年4月8日召開的六屆十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魯

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按照中國證監
會要求，公司已將完整的激勵計劃備案申請材料報中國證監會備案。
根據證監會的反饋意見對激勵計劃草案進行了修訂，形成了《魯泰紡
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該修訂稿經2011
年7月15日召開的六屆十三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並報中國證監會備案
無異議。

2、2011年8月3日，公司召開了201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通過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的
議案，同時審議通過了授權董事會辦理此次股權激勵的相關事項的議
案，包括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變更、終止等，對符合條件時向激勵
對象授予股票並辦理授予股票和解鎖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以及對不
符合條件的激勵對象授予股票的回購、註銷等。

3、2011年8月17日召開的六屆十五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向
激勵對象授予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的議案》，確定
2011年8月18日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同時審議通過了《關於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人員調整的議案》
，調整後確定受激勵對象為346人，激勵股份為1412萬股。

4、2011年9月6日，公司刊登了《關於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
告》，由於受激勵對象中有兩人放棄認購，因此授予對象由346人變更
為344人，授予股份由1412萬股變更為1409萬股，授予價格為5.025元
／股。

5、2012年8月13日召開的六屆二十三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第一個解鎖期可解
鎖的議案》。同意對342名符合條件的激勵對象在第一個解鎖期解鎖，
第一期解鎖數量為561.2萬股。

會議同時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
勵對象已獲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公司原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
在考核期內離職，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第二十條限制性
股票的解鎖安排及考核條件」。根據激勵計劃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
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將原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獲授的全部
股份2萬股、4萬股進行回購註銷。

由於原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兩人在 2012 年 6 月之前離職，其所
持激勵股份未享受2011年度的紅利分配，因此，本次回購價不作調整
，仍為授予價即5.025元／股。董事會授權公司有關部門依法辦理註銷
手續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6、2012年8月18日公司刊登了減資公告。公司擬回購註銷劉青春
、石乾所獲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計 6 萬股，公司註冊資本擬從
1,008,954,800 元人民幣減至 1,008,894,800 元人民幣。自公告日起 45 天
內公司未收到債權人要求提供擔保或提前清償債務的請求。

二、獨立董事對公司回購註銷部分已不符合激勵條件的限制性股
票的獨立意見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
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勵對象已獲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公司原
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在考核期內離職，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 「第二十條限制性股票的解鎖安排及考核條件」。根據激勵計
劃 「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將原激勵對象劉青
春、石乾已獲授的全部股份2萬股、4萬股回購註銷，回購價格為5.025
元／股。董事會於8月18日刊登了關於回購註銷的減資公告，已滿45
天。

做為公司的獨立董事，我們審核後認為：劉青春、石乾為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已經在考核期內離職，劉青春已獲授
限制性股票2萬股，石乾已獲授限制性股票4萬股。因此回購註銷劉青
春、石乾的已獲授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
行）》、《股權激勵備忘錄 1-3 號》、《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同意公司回購劉青春、石乾持
有的限制性股票2萬股、4萬股，回購價格為5.025元／股。

三、監事會對公司回購註銷部分已不符合激勵條件的限制性股票
的核實意見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
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勵對象已獲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公司原
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在考核期內離職，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 「第二十條限制性股票的解鎖安排及考核條件」。根據激勵計
劃 「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將原激勵對象劉青
春、石乾已獲授的全部股份2萬股、4萬股回購註銷，回購價格為5.025
元／股。董事會於8月18日刊登了關於回購註銷的減資公告，已滿45
天。

監事會經審核後認為：劉青春、石乾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的激勵對象，已經在考核期內離職，劉青春已獲授限制性股票2萬股，
石乾已獲授限制性股票4萬股。因此回購註銷劉青春、石乾的已獲授限
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股權激勵
備忘錄1-3號》、《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有關規定，監事會同意公司回購劉青春、石乾持有的限制性股
票2萬股、4萬股，回購價格為5.025元／股。

四、山東德衡律師事務所關於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回購註銷部
分限制性股票相關事宜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律師認為，公司董事會已取得實施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合法授權；本次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數量和價格
確定等符合《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號》、《股權
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2號》和《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3號》等法律
、法規及規範性文件及公司《激勵計劃》的規定。截至本法律意見書
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購註銷所引致的公司註冊資本減少履行相關
法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購註銷於現階段應當履行的程序。

五、本次回購註銷完成後的股本結構變化情況

特此公告。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12月7日

股票簡稱：魯泰A、魯泰B 股票代碼：000726、200726 公告編號：2012-050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部分
已不符合激勵條件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購註銷的公告

一、有限售條件
股份

1、國家持股

2、國有法人持
股

3、其他內資持
股

其中：境內法人
持股

境內自然人持股

4、外資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二、無限售條件
股份

1、人民幣普通
股

2、境內上市的
外資股

3、境外上市的
外資股

4、其他

三、股份總數

本次變動前

數量

127,697,842.00

7,518,000.00

7,518,000.00

118,232,400.00

118,232,400.00

1,947,442.00

881,256,958.00

556,901,458.00

324,355,500.00

1,008,954,800.00

比例(%)

12.66%

0.75%

0.75%

11.72%

11.72%

0.19%

87.34%

55.20%

32.15%

100%

本次變動增減（＋，－）

發行
新股

送
股

公積
金轉
股

其他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小計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本次變動後

數量

127,637,842.00

7,458,000.00

7,458,000.00

118,232,400.00

118,232,400.00

1,947,442.00

881,256,958.00

556,901,458.00

324,355,500.00

1,008,894,800.00

比例
(%)

12.65%

0.74%

0.74%

11.72%

11.72%

0.19%

87.35%

55.20%

32.15%

100%

3前僱員指控海嘯期間出術避救助

蘋果瀉6%四年最大跌幅

德銀涉瞞930億帳面虧損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德意志銀

行遭3名前僱員指控，涉嫌在全球金融危
機期間隱瞞120億美元（約930億港元）
的帳面虧損，以避免政府救助。德銀已發
布聲明否認指控。受此影響，德銀股價昨
日曾跌近3%，至34.2歐元，稍後跌幅收
窄，回升至35歐元左右。

本報記者 陳小囡

在美國所謂的 「財政懸崖」問題迫在眉睫之際，
奧巴馬政府5日放出狠話，若共和黨不接受對富人加
稅，政府寧愿選擇 「跳下懸崖」，此前白宮已下令聯
邦政府做好 「跳崖」的應對準備。

據中新社報道，在當日接受一家美國媒體採訪時
，被問及如果不對富人加稅政府是否準備 「跳崖」
（即啟動逾 6000 億美元削減支出及加稅措施）時，
代表白宮與國會共和黨人談判的財政部長蓋特納乾脆
利落地回答說： 「絕對的」。

他還補充說： 「如果不納入提高最富有的2%美
國人的稅率，是沒有希望達成協議的。」

白宮通訊主任丹．法伊弗當天也指出， 「這是共
和黨的一個選擇，如果他們願意提高富人的稅率，雙
方還有得談，如果他們不願意，他們將把我們推上懸
崖。」

在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白宮發言人卡尼透露，

政府有信心雙方最終能達成共識，但為防患未然，白
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已下令聯邦機構做好 「跳崖」的
應對準備，即一旦無法達成協議，各機構應為面臨的
開支削減做好準備。

奧巴馬本人當天在華盛頓一家商界組織的會議上
發表講話時立場仍無鬆動，他堅持對富人加稅，並指
出若共和黨人同意上調富裕階層稅率的話，相關財政
問題一周內就可得到解決。

他還明確反對共和黨試圖將債務上限作為財政談
判的籌碼。奧巴馬強調，把調高債務上限作為武器來
使用，會令政府再度面臨違約風險，只會傷害美國的
信用評級。

共和黨籍的眾議長博納當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
表示，共和黨已經將一份嚴肅的能夠解決 「財政懸崖
」問題的計劃放在桌面上，但是白宮幾乎沒有任何回
應。

白宮：若不增稅寧跳崖

希臘近日獲得歐盟批准撥款，可是阻止不了
頹勢，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天再次調低希臘的評
級，由原來的CCC降至選擇性違約（SD）級別。

希臘最近宣布以100億歐元回購今年較早前
買入的債務，以免龐大的債務負擔減少被救濟的
機會。不過仍難逃被標普降級的厄運。標普昨宣
布，把希臘的主權債務評級由原來的CCC級調
低至SD級。今年5月份，希臘的評級才從SD級
回升至CCC級。年初時，希臘公布了歷史上最大
規模的主權債務重組計劃，因而被降至SD級。

希臘從本周開始，買入由2023 年至2042 年
到期的債券，並作出比預期高的報價，以增加這
次計劃的吸引力。標普認為，降至SD級的原因
是希臘已完成債務重組，令債權人血本無歸，
這表明希臘用低於合理價錢或低於合理價值金
融工具回購其債券。

標普又指出，今次債券回購構成了他們所認
為的慘痛債務重組，但日後任何把希臘債務評級
回復至CCC級的舉動，均會反映出這次回購所起

的正面作用，令希臘的公共債務水平得以回復至可持續水平。
投資者界人士相信，降級對希臘無大影響，因為他們的

主權債券已重組。回購債務行動對希臘有利，令債券價值在
近期不斷回升。在過去3個月內，回報率升至72%。同時，
根據金融分析家聯會與彭博社的統計顯示，在其追蹤的174
種主權債券指數中，希臘的債券表現排第一。

歐洲財政部長上周公布了希臘債務重組步驟，其中包括
減低援助金額的利率，以及把歐洲中央銀行買入希臘債券後
所得到的收益回饋希臘庫房。

歐盟27國的財長將於下周在布魯塞爾恢復希臘問題的
談判，屆時將商討如何批核希臘下一輪撥款的細節。這已是
他們連續第5周在比利時首都舉行的會議。

另外，希臘9月份失業率續創新高，由8月份經修訂後
的 25.3%進一步升至 9 月份的 26%，為全歐元區最高，超越
了西班牙。

▶香港金管
局數據，自
2010年8月
以來，人民
幣跨境交易
已經增長約
3倍

路透社

諾基亞與中移動簽約合作協議，銷售諾基亞 Lumia
920T手機消息公布後，投資者擔心蘋果在中國智能手機市
場份額，將會被諾基亞搶佔，拖累蘋果股價在紐約收市下挫
6.4%，創2008年12月17日以來最大跌勢，報收每股538.79
美元，市值瞬間蒸發349億美元。根據彭博數據，蘋果周三
的跌勢起碼是 1988 年以來最厲害。不過，今年以來，蘋果
股價仍然有33%升幅。

根據公布，中國最大無線經營商中國移動，同意與諾基
亞合作銷售 Lumia 920T 手機，這款手機配置微軟的
Windows 8 軟件。雖然蘋果與中國電信和中國聯想簽署
iPhone銷售協議，不過仍然未與中國移動達成類似協議。

業界分析員指出，諾基亞宣布與中移動推其中一款
Lumia手機，市場推測蘋果可能快將步其後塵與中移動合作
，估計或於接近中國農曆新年前成事。

分析員表示，蘋果股價跌勢反映未能守住近期升浪，出
現技術破位下跌情況，而市場投資者或對蘋果不派發特別股

息感到失望，因為包括甲骨文、沃爾瑪等部分大型美國企業
，陸續宣布派發特別股息。

另外，業界市場公司 IDC 預測，消費者對平板電腦需
求愈來愈大，由蘋果iPad領導的全球平板電腦銷售，4年內
料增逾一倍至2.827億部。蘋果iPad銷情強勁，加上微軟推
出Windows 8軟件，IDC調升2016年平板電腦銷售預測，
較原先估計的2.614億部增多8.1%。平板電腦漸取代個人電
臘，凸顯電腦業的轉變，上網、收發電郵、看戲這些本來是
個人電腦擁有的功能，現時體積小型得多的平板電腦已經做
得到。

IDC平板電腦研究董事Tom Mainelli說，平板電腦繼
續受消費者寵愛，反映市場對較小型、手機體積屏幕設備的
需求強勁。另一間市場研究公司IHS iSuppli於10月預測，
個人電腦市場今年將會萎縮1.2%至3.487億部，是10年來首
度下跌。IDC 表示，個人電腦市場今年增長料低於 1%，
2016年料為4831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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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審計長昨日表示，若美國明年1月1日真
正墜入 「財政懸崖」，紐約居民明年或需要多繳超過
430億美元（約3333億港元）的稅。

若兩黨未能在年底前就削赤方案達成協議，美國
明年初將自動削減開支並增加稅收，共涉及約 6000
億美元，將對美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眾議院議長共
和黨人博納周三表示，談判目前陷入僵局。紐約州審
計長迪納波利警告，若美國真的 「墜崖」，紐約經濟
也將面臨真正的危險，幾乎全部890萬紐約就業人員
的稅收都會大幅攀升。若兩黨談判同意將工資稅調高
47%，將使紐約人明年多繳77億美元的稅。還將新增
340萬人繳納替代最低稅，目前有50萬人繳納該稅。

政府開支方面，紐約州及其地方政府明年收到的
聯邦財政補貼將減少 6.09 億美元，其中教育基金將
減少2.1億美元。迪納波利引述紐約州預算部門數據
稱，未來 9 年減少的聯邦財政補貼可達 50 億美元。兩
黨還提議減少對市政債券的稅收優惠提高聯邦稅收。

財崖或害紐約人繳稅3333億

科技業研究公司 IDC 周四表示，蘋果在中國的智能手
機市場地位第3季跌至第6，原因是來自中國 「土產」手機
品牌的劇烈競爭。

中國今年將成為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市場，在蘋果股價勁
跌逾6%的後一天，IDC發出對蘋果在中國市場的智能手機
市場排名下跌之言。中國已經成為智能手機爭霸地，全球各
大手機和中國本土的手機商，都希望在此爭得一席位。

IDC表示，蘋果第3季的市佔額料由第二季度下跌2位
，季內中國的智能手機付運量創歷史高位，超過 6000 萬部
之多，以付運計蘋果的市場份額卻低於一成。然而，IDC分
析預期，蘋果12月在中國推出iPhone 5發售，相信蘋果的
市場份額有所反彈。蘋果獲中國監管當局批准發售 iPhone
5。

蘋果的強敵三星電子、全球第二大個人電腦生產商聯想
集團、全球第二大電訊設備生產商華為，分別排首兩位及第
5 位。期內，台灣品牌 Coolpad 佔第 3，但中興通訊跌至
第 4。

IDC分析指出，中國品牌聯想、中興通訊和Coolpad在
其本土市場表現強勁，顯示中國的名牌並不是無可能作為國
際品牌。中國現時擁有逾10億手機用戶，少於五分一是3G
用戶。

手機在華市佔率跌落第6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這 3 份指控於 2010 至
2011年期間分別由3名德銀前僱員提出，均指德銀在
金融危機惡化期間，未能計入名為 「超高級槓桿交易
」的衍生產品持倉虧損。指控稱，當時德銀所持該衍
生產品的帳面價值達 1300 億美元，在正確估值情況
下，虧損或可超40億美元，最高可達120億美元。

德銀斥無事實根據
指控稱，若計入該虧損，德銀的資本將落入危險

水平，或需要政府救助。3份指控被遞交給包括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在內的美國監管當局。

另外，其中兩人還指控，德銀曾在 2009 年錯估
巴菲特的巴郡公司所提供的保險價值。與此相關的內
容此前從未公開過。

對此，德銀發布聲明否認指控，稱指控已有兩年
半之久，並在 2011 年 6 月份被公開報道過。德銀稱
，就此進行了 「一項細緻且全面的調查」，指控 「完
全無事實根據」，而調查顯示，3名舉報人均缺乏對
關鍵事實及信息的了解，且不用對此負責。德銀承諾
「將繼續充分配合SEC對此事的調查」。

SEC執法部門主管庫扎米（Robert Khuzami）迴
避了有關德銀的全部調查，因為他曾於 2004 至 2009

年擔任德銀美國地區法律總顧問。目前德銀的法律總
顧問是沃克（Dick Walker），他以前則是 SEC 執法
部門主管。SEC拒絕對調查作出回應。

3人曾與SEC律師會談
知情人士稱，提出指控的3人均曾與SEC的執法

律師進行過幾個小時的會談，並在會面中提供了
銀行內部文件。其中兩名僱員指他們因此而遭到德
銀解僱。

其中一名舉報者名為本阿奇（Eric Ben-Artzi）
，是德銀一位前風險經理。他在向SEC遞交指控後3
天遭解僱，後來又向勞工部上訴，指這是德銀對其進
行報復。本阿奇的辯護律師托馬斯（Jordan Thomas）
認為，自我保護是德銀行為背後的強大推動力。他表
示，金融危機期間眾多金融機構面臨存亡威脅，證據
表明德銀越過底線，誇大了衍生品投資組合的估值。

另一位舉報人是德銀前高級交易員辛普森
（Matthew Simpson），他在遞交指控後亦遭解僱。

報道稱，德銀後來支付 90 萬美元 「私了」其反報復
上訴問題。辛普森拒絕對此作出回應。路透社曾於
2011年6月份報道過辛普森對德銀衍生品的不恰當估
值表示擔憂。

第三位舉報人要求匿名，他過去曾任職德銀的風
險管理部門，在遞交指控後自動離職。

加國卑詩省擬發行人債
加拿大的卑詩省計劃發行人民幣債券

，這將是外國政府首次發行此類債券，從
而拓展中國境外的主權政府對人民幣的使
用。

據彭博報道，根據公關公司品尚國際
的邀請函，卑詩省定於12月10日在北京
就此次發行舉行新聞發布會。卑詩省駐北
京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辦公室行銷經理

Annie Zhao 昨日證實此次發布會，但未
有透露進一步細節。

根據歐洲清算銀行引述的香港金管局
數據，自 2010 年 8 月以來，人民幣跨境
交易已經增長約 3 倍，今年 10 月達到近
2000億元（320億美元）。

根據彭博數據，今年在香港發行點心債
的外國政府控股的銀行包括阿布達比商業銀

行（Abu Dhabi Commercial Bank PJSC）
和巴登符騰堡農信銀行（Landeskreditbank
Baden-Wuerttemberg Foerderbank）。

品尚國際的邀請函還透露，卑詩省自
去年12月31日以來向中國（包括香港）
出口了價值 24 億美元的商品，較 2011 年
同期增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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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再調低經濟預測
歐央行昨日議息會議維持基準利率在 0.75 厘不變，行

長德拉吉會後講話稱，歐洲經濟仍面臨下行風險，料疲軟狀
態將持續至明年，年底開始可看到復蘇。

他調低了9月公布的經濟增長預測，料明年歐元區GDP
增長介於-0.9%至0.3%之間，此前預測為-0.4%至1.4%。德
拉吉表示，經濟活動的疲弱與油價等物價的升高中和了通脹
風險，料明年歐元區通脹可跌落2%。

英倫銀行維持買債計劃
英倫銀行周四議息後維持債券購買計劃不變，行長金默

文與貨幣政策委員會維持其量化寬鬆目標於 3750 億英鎊
（6040 億美元），議息決定符合彭博經濟員調查預測。英
倫銀行表示，如果有需要，不排除擴大購買債券規模，英國
財長奧斯本周三表示，他的財政計劃容許對貨幣政策的支持
。英國經濟面對消費開支緊縮，全球增長放緩和歐債危機打
擊，英倫銀行正在努力推動英國經濟復蘇。

▲德銀發布聲明否認指控，稱指控已有兩年半之
久，並在2011年6月份被公開報道過 美聯社

▲投資者擔心蘋果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份額，將會被諾
基亞搶佔 路透社

▲投資界人士相信，降級對希臘無大影響。
圖為生活艱難的希臘人在午膳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