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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portant notes
This abstract is based on the full text of the annual report. For more details, investors
are suggested to read the full text disclos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is abstract on the
website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or any other website designated by CSRC.
This report is prepar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hould there be any understanding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Company profile:

2. Financial highlights and change of shareholders
（1）Financial highlights
Does the Company adjust retrospectively or restate accounting data of previous years
due to change of the accounting policy or correction of any accounting error

（2） Shareholdings of the top 10 shareholders

（3）Relation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its actual controller in the form of diagram

3.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by the management
In 2012, the washing machine industry met a great challenge in terms of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At home, the real estate macro-control continued and the policy of
“bringing household appliances to the countryside” faded out while overseas,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kept mounting and ge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es
seemed never-ending. As a result, growth of the industry slowed down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ChinaIOL data, for the whole year of 2012, the total output of 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 in China was 55.8096 million units, up 0.41% over last year; the total
sales volume was 55.6731 million units, representing a slight year-on-year drop of
0.13% , of which 34.8129 million units were sold domestically, decreasing 4.25% on a
year-on-year basis, and 20.8601 million units were sold overseas, increasing 7.59% over
last year.
Some operating risks of the Company were gathering after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changes of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adjusted the operating strategy in time, adopted “leading products, efficiency-driven
and global operation” as the strategy axis, worked out new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discontinued expansion of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minimized risks concerning channels
and inventories and improved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ough adjustment of the year,
though the sales of the Company were affected in the short run, the adjustment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which lai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stead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o com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Company achieved operating revenues of RMB 6,899,863,
900, operating profit of RMB 404,456,200 and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without subsidiaries) of RMB 338, 387, 700.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total assets of the Company stood at RMB 8,403,705,400 and owner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the Company (without subsidiaries) stood at RMB 3,686,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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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1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於2013年2月28日以書
面或傳真方式發出通知，於2013年3月4日以現場與視頻結合方式召開。會議應
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董事9名，其中獨立董事葉永福先生因出國未能親自出
席，委託獨立董事俞麗輝女士代為出席。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總經理工作報
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
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利潤分配方

案》；
2012年度分配預案為：以公司2012年末總股本632,487,764股為基數，按每

10股派發現金紅利3元（含稅）向全體股東分配，共派發現金189,746,329.20
元，剩餘未分配利潤1,519,680,747.79元結轉以後年度。2012年度不進行公積金
轉增股本。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

告》；
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第四節 「董事會報

告」，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巨潮資訊網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審計委員會對2012年度

審計工作的總結報告》；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支付高管人員2012

年度薪酬的議案》；
根據公司制度規定的績效考核標準和2012年度高管人員的履職情況，並結

合公司2012年度的實際經營情況，對2012年度在公司領取薪酬的高管人員支付
年度薪酬總額763.97萬元(含稅)。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
要》；

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和《無錫小天鵝股
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摘要》(公告編號：2013-02)，刊登在2013年3月6日
的巨潮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ninfo.com.cn）上；《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摘要》(公告編號：2013-02)同時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
《證券時報》、《大公報》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

自我評價報告》；
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

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巨潮資訊網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

財務報告審計機構的議案》；
公司擬繼續聘任江蘇公證天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2013年度財

務報告審計機構。具體審計費用擬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決定。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

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公司擬繼續聘任江蘇公證天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2013年度內

部控制審計機構。具體審計費用擬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決定。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以6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預計公司2013年

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的議案》；
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預計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

的公告》（公告編號：2013-03），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
《大公報》、巨潮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議案關聯董事方洪波先生、李飛德先生、肖明光先生迴避了表決。
本議案將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二、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向銀行申請

借款授信額度並為子公司提供累計擔保的議案》；
本公司及子公司於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間向各家銀行申請合計

53.5億元的借款授信額度（本公司37億元，子公司16.5億元）。
擔保相關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計擔保

額度的公告》（公告編號：2013-04），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
報》、《大公報》、巨潮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議案將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三、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以自有閑置資金

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
內容詳見《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委託理財的公告》

（公告編號：2013-05），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
報》、巨潮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十四、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增補公司董事會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的議案》；

增補董事張趙鋒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第七屆
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為：趙曙明先生、俞麗輝女士、張趙鋒先生。

十五、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公司2012年
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會議內容詳見《關於召開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編號：
2013-06，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3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預計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釋義：
本公司(或 「公司」)：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合肥榮事達洗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荊州三金：小天鵝（荊州）三金電器有限公司
合肥百年:合肥市百年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會通節能:合肥會通節能材料有限公司
華凌股份：合肥華凌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印尼公司：PT. MIDEA PLANET INDONESIA
美的新加坡公司：Midea Electric Trading (Singapore) Co. Pte. Ltd.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Midea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 SDN.BHD
美的越南公司：美的製冷設備（越南）有限公司
美的材料:合肥市美的材料供應有限公司
淮安威靈：淮安威靈電機製造有限公司
順德百年:佛山市順德區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荊州電器：小天鵝（荊州）電器有限公司
寧波安得物流：寧波安得物流有限公司
蕪湖美的日電：蕪湖美的日用家電銷售有限公司
一、預計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基本情況

單位：（萬元）

二、關聯方介紹和關聯關係
1、各關聯方基本情況介紹

2、與關聯方之關聯關係說明

3、履約能力分析

三、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關聯交易價格以市場價格為基礎，遵循公平合理的定價原則，由雙方簽訂

購銷框架協議，遵循實際交易中的定價慣例，協商確定交易價格。
本公司與上述關聯方採購與銷售價格均以市場價格確定，且不偏離第三方

價格，具體由雙方協商確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上述關聯交易有利於平衡公司產能，保證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實現
資源的合理配置，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關聯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不會損害本公司利益，對公
司本期及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有積極影響。亦不會影響公司獨立性，公司
主要業務不會因此類交易而對關聯人形成重大依賴。
五、審議程序

上述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與關聯交易議
案之相關關聯董事均已迴避表決。公司獨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七屆董
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的事前認可函，並發表了獨立董事意見書，一致認為：上
述關聯交易表決程序合法，關聯董事均迴避了表決，上述交易公平、公正、公
開，有利於公司相關主營業務的發展，交易價格均參照市場價格確定，沒有對
上市公司獨立性構成影響，沒有發現有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和情況，符合
中國證監會和深交所的有關規定。

上述關聯交易尚須獲得股東大會的批准，與該項交易有利害關係的關聯股
東將放棄在股東大會上對相關議案的投票權。
六、關聯交易協議簽署情況

本公司及子公司於2013年1月15日至2月25日期間與關聯方分別簽訂了《日
常關聯交易協議》，協議主要內容如下：

1、協議主體、協議內容和協議最高金額

2、協議結算方式：甲方在收到乙方供貨或服務後（或乙方在收到甲方供
貨後），付給乙方（甲方）現匯或3-6月內到期的承兌匯票；

3、協議生效條件和日期：由甲乙雙方簽字蓋章後經雙方有權機構審核通
過後生效，自2013年1月1日起執行；

4、協議有效期：有效期限為一年；
5、協議其他主要條款：
合同期間，甲乙雙方經協商一致可變更或解除本合同。但在未解除合同之

前，各方仍需嚴格履行。如因一方違約而給另一方帶來經濟損失，違約方必須
給予守約方相應的賠償。
七、備查文件目錄

1、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事前認可函；
3、獨立董事獨立意見書；
4、本公司及子公司與關聯方的日常關聯交易協議；

特此公告。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4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計擔保額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擔保情況概述
2013年3月4日召開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3年

度公司向銀行申請借款授信額度並為子公司提供累計擔保的議案》，為保證公
司子公司的正常資金周轉，確保日常生產經營，2013年度公司擬對子公司合肥
榮事達洗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無錫小天鵝通用電器有限公司向銀行申請授信
額度時提供擔保，擔保額度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上述子公司於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間在向銀行申請綜合授信額
度時，公司在上述額度內承擔連帶責任擔保，每筆擔保金額及擔保期間由具體
合同約定。合肥榮事達洗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無錫小天鵝通用電器有限公司
以全部資產為上述擔保提供了反擔保。該擔保不構成關聯交易。

上述事項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後實施。
對於本公司為子公司在上述額度內提供的擔保，在實際辦理過程中授權董

事長簽署相關文件。對於子公司在上述額度以外要求公司提供的擔保，需根據
情況另行提請公司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審議。

二、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1、被擔保人基本信息

2、被擔保人財務數據（單位：萬元）

三、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上述擔保協議尚未簽署，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由本公司及被擔保的控股子

公司與銀行共同協商確定。公司將嚴格審批擔保合同，控制風險。
四、董事會意見
2013年度為子公司提供擔保累計額度合計人民幣165,000萬元，上述擔保有

利於保證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資金周轉，確保日常生產經營。
公司獨立董事趙曙明先生、葉永福先生、俞麗輝女士認為:1、上述擔保為

正常資金周轉與日常經營需要，且被擔保方分別以其全部資產對相應擔保提供
了反擔保，對公司持續經營能力、損益和資產狀況無不良影響。2、公司嚴格
執行證監會《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的規定，履行了必要的
審議、批准程序，沒有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的利益。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為子公司提供的擔保餘額為44,643萬元，無其

他對外擔保情況，無逾期擔保事項。公司不存為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或者直接
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債務擔保。

特此公告。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5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以自

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公司為提高閒置資金使用效率，以自
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用於投資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擬投資額度不超過

18億元。相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委託理財情況概述：
1、委託理財的目的
在不影響正常經營及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閒置資金進行低風險的

委託理財，有利於提高公司的資金使用效率，為公司與股東創造更大的收益。
2、投資金額
使用合計不超過18億元的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上述資金額度可滾

動使用。
3、投資方式
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

為原則，委託商業銀行、信託公司以及其他資產管理機構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
理財，投資包括銀行理財產品、信託產品、委託貸款、債券投資等產品。

公司投資的委託理財產品，不用於股票及其衍生產品、證券投資基金、以
證券投資為目的的委託理財產品等。

4、投資期限
公司委託理財的期限為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一年以內。
二、委託理財的資金來源
公司進行委託理財所使用的資金為公司的自有閒置資金，資金來源合法合

規。
三、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依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信息披露業務備

忘錄第25號─證券投資》的相關規定，本次委託理財事項需經公司董事會審議
通過，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委託理財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委託理財所選擇的理財產品，投資方向均為短期低風險理財產品品

種，公司對委託理財產品的風險與收益，以及未來的資金需求進行了充分的預
估與測算，相應資金的使用不會影響公司的日常經營運作與主營業務的發展，
並有利於提高公司的閒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五、風險控制
公司已制定了《委託理財內控管理制度》，對委託理財的權限、審核流

程、報告制度、受託方選擇、日常監控與核查、責任追究等方面做了詳盡的規
定，以有效防範投資風險，確保資金安全。

六、獨立董事關於委託理財事項的獨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認為：公司進行委託理財，符合相關法規與規則的規定；公

司建立了《委託理財內部控制制度》，明確了委託理財的審批流程與權限，加
強風險管控，可以有效防範投資風險，保障公司資金安全。公司本次以自有閒
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有利於提高公司閒置資金的使用效率，不會影響公司主
營業務的正常開展，不存在損害廣大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
特此公告。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6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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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召開時間：2013年4月12日上午9：30
2、召開地點：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3、召 集 人：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4、召開方式：現場投票
5、出席對象：
（1）2013年4月3日（周三）下午證券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
會，並可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東（授權委託書附後）。

（2）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和公司聘請的執業律師。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2、審議《2012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3、審議《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4、審議《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7）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5、審議《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6、審議《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財務報告審計機構的議案》；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7、審議《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8、審議《關於預計公司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的議案》；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9、審議《關於公司向銀行申請借款授信額度並為子公司提供累計擔保的
議案》；

本議案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公告（公告編號
2013-01）內容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巨潮資訊
網（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現場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辦法：法人股東代表持單位介紹信、股東帳戶、授權委託書及代

表人身份證；社會公眾股東持身份證、股東帳戶和持股憑證（委託出席者還需
持授權委託書及其身份證）辦理登記。異地股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

2、登記時間：2013年4月9日至2013年4月10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
13：00至16：30）

3、登記地點：無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長江南路18號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部

四、聯繫方式：
公司地址：無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長江南路18號
郵政編碼：214028
聯繫電話：0510-81082377、81082320
傳 真：0510-83720879
聯 繫 人：田林、游小妹
特此通知。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

附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全權委託 （正楷體）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單位）出席無錫
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4月12日召開的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並代表本人
（單位）對大會各項議案（不包括臨時議案）按下列意思表示代為行使表決
權，其行使表決權的後果均由本人（單位）承擔。若委託人沒有對表決權的行
使方式作具體指示，受託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權，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投票贊成
或反對某議案或棄權。
本人（或本單位）對下述議案的投票意見如下（請在相應表決意見欄目打
「」）：

委託人姓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持股數量： 委託人股票帳戶卡號碼：
受託人姓名：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2013年 月 日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

股票簡稱：小天鵝A、小天鵝B 公告編號：2013-07
股票代碼：000418、200418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者重大遺漏。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於2013年2月28日以書
面形式發出通知，於2013年3月4日在本公司以現場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監事
3名，實際出席監事3名。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
定。

會議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通過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刊登在2013年3月6日的巨潮資訊網(www.

cninfo.com.cn)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2、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監事會審核並發表如下意見：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所載的資

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
確性和完整性等方面沒有異議。

3、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

作指引》的有關規定，公司監事會對公司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發表意見如
下：

公司根據《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及證券
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建設的有關規定，結合公司經營實際情況，建立
了涵蓋公司經營管理各環節，並且適應公司管理要求和發展需要的內部控制體
系，現行的內部控制體系較為規範、完整，內部控制組織機構完整、設置合
理，能夠保證公司管理規範運作、經營業務有序開展。報告期內，公司未有違
反法律法規、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情形發生。

公司監事會認為，公司《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是客觀和真實的，公司
內部控制的實際情況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等規範性文
件的規定和要求相符。

特此公告。

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

Stock abbreviation
Stock exchange listed
with

For contact
Name
Tel.
Fax
E-mail

XTEA, XTEB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ompany Secretary
Ms. Zhou Sixiu
0510-81082320
0510-83720879
IR_littleswan@littleswan.com.cn

Stock code 000418, 200418

Securities Affairs Representative
Ms. Tian Lin
0510-81082377
0510-83720879
tianlin@littleswan.com.cn

Operating revenue
(RMB Yuan)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RMB Yuan)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after
extraordinary gains and
losses (RMB Yuan)

Net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RMB Yuan)

Basic EPS (RMB Yuan/
share)

Diluted EPS (RMB
Yuan/share)

Weighted average ROE
(%)

Total assets (RMB
Yuan)

Net assets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RMB Yuan)

2012

6,899,863,926.81

338,387,680.99

341,978,755.36

344,757,698.15

0.54

0.54

9.59%

As at 31
Dec. 2012

8,403,705,443.29

3,686,210,495.87

2011

10,975,621,704.52

453,327,963.81

364,358,220.01

242,531,309.07

0.72

0.72

13.99%

As at 31
Dec. 2011

9,145,185,476.94

3,441,144,937.45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is year over

last year (%)

-37.13%

-25.35%

-6.14%

42.15%

-25%

-25%

-4.4%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is year-end

than last year-end
(%)

-8.11%

7.12%

2010

11,202,366,806.14

506,917,078.13

370,959,019.17

724,134,271.20

0.80

0.80

18.09%

As at 31 Dec.
2010

8,001,576,321.32

3,056,480,975.76

He Xiangjian

Midea Holdings Co., Ltd.

Midea Group Co., Ltd. Ningbo Kail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GD Midea Holding Co., Ltd.

Midea Holding（BVI）Ltd.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

Wuxi Little Swan Company Limited

▼

▼

▼▼

▼

▼

▼

▼

▼

▼

◀

94.55%

59.85% 30% 70%

41.17%

100%

1.66%

100%

4.88% 35.20%▼

Total number of
shareholder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Shareholdings of the top 10 shareholders

Name of shareholder

GD MIDEA
HOLDING CO., LTD.

GAOLING FUND,L.P.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
FINANCE BUREAU
OF WUXI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PORTFOLIO 102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SUN HUNG KAI
INVESTMENT
SERVICES
LTD-CUSTOMERS
A/C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 PENGHUA
VALUE ADVANCED
STOCK FUND

ICBC － E Fund Value
Selection Stock Fund

Explanation on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or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shareholders:

33,689

Nature of
shareholder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Overseas corporation

Overseas corporation

On behalf of the
state

Overseas corporation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Overseas corporation

Overseas corporation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

35.2%

8.28%

4.88%

3.49%

3.4%

2.39%

2.16%

1.1%

1.1%

0.98%

GD MIDEA HOLDING CO., LTD. and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 are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Total number of
shareholder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trading day before
the disclosure date of the
annual report

Total shares
held at the
period-end

222,661,571

52,368,043

30,851,714

22,057,657

21,475,656

15,133,169

13,650,442

6,986,181

6,933,828

6,203,622

Number of
restricted
shares held

216,342,015

0

30,851,714

0

0

0

0

0

0

0

29,339

Pledged or frozen
shares

Status
of shares

Number
of shares

關聯交易
類別

銷售產品、零
部件及原材料

採購產品、零
部件及原材料

接受服務

按產品或勞務等
進一步劃分

銷售塑料、鋼材原
料等

銷售塑料原料等

銷售冰箱控製器等

銷售洗衣機等

銷售洗衣機等

銷售洗衣機等

銷售洗衣機等

採購塑料、鋼材原
料等

採購塑料、鋼材原
料等

採購塑料原料等

採購發泡件等

採購電機等

採購模具等

採購塑料原料等

採購小家電等

接受物流運輸服務

交易對方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美的印尼公司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材料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淮安威靈

順德百年

荊州電器

蕪湖美的日電

寧波安得物流

2013年預計總金額

10,600

6,800

300

3,600

180,000

4,800

2,400

53,900

12,800

25,400

100

68,800

300

1,000

2,000

15,600

合計:
208,500

合計：

164,300

15,600

2012年該類交易
實際發生金額

122,585.41

86,945.04

6,072.92

關聯方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美的印尼公司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材料

淮安威靈

順德百年

荊州電器

寧波安得物流

蕪湖美的日電

主營業務

塑料製品生產、銷售，模具
設計、製造及技術諮詢、應
用、推廣，非金屬製品模具
設計、製造及服務（待領取
環保批准證書後可經營）。

節能材料、塑料及新材料、
新產品的研發、加工、製
造、銷售，技術服務、技術
轉讓；塑料回收及再生利
用。

生產經營冷藏箱、冷凍箱及
相關係列產品，自營和代理
同行業產品的出口業務（不
含進口商品分銷業務）

進口、銷售空調、冰箱、洗
衣機、冰柜

進出口貿易和家電買賣

經銷馬來西亞國家美的牌產
品

家電產品加工，生產

金屬材料、塑膠產品及零配
件的加工、銷售；電器元器
件、家用電器產品及原材料
的銷售；自營和代理各類商
品和技術進出口業務（國家
限定企業經營或禁止進出口
的商品和技術除外）

生產摩托車磁電機、起動電
機、串激電機等關鍵零部
件，銷售本公司產品（經營
範圍中涉及國家專項審批規
定的需辦理審批後方可經
營）

生產經營塑料製品；模具設
計、製造及技術諮詢、應
用、推廣；非金屬製品模具
設計、製造（經營範圍中涉
及行政許可的項目須憑有效
的許可證或批准證明經營）

生產銷售電冰箱、冷柜及系
列製冷產品，電器產品。經
營本企業自產產品及相關技
術的出口業務；經營本企業
生產、科研所需的原輔材
料、機械設備、儀器儀表、
零配件及相關技術的進口業
務；開展本企業的進料加工
和 「三來一補」業務；通用
機械產品、電子、信息產品
生產、銷售。

許可經營項目：貨運：普通
貨運、貨物專用運輸（集裝
箱、冷藏保鮮）（在許可證
件有效期限內經營）。一般
經營項目：普通貨物倉儲服
務。（上述經營範圍不含國
家法律法規規定禁止、限制
和許可經營的項目。）

日用電器、家用電器及上述
產品的零部件銷售

註冊資本或
法定股本

1,600萬元

1,000萬元

9,120萬元

200萬美元

6,476萬新幣

1,200萬林吉特

2300萬美元

13,000萬元

500萬美元

2,000萬元

85,000萬元

2,000萬元

10,000萬元

法定代表人

璘

璘

王建國

DJINO
SUGIYANTO
RAHARDJO

趙軍、顧炎民、
劉平、BAEY

CHENG
SONG

Ng Kong Chin

張克宇、Ng
Kong Chin

周樹青

周向陽

李國林

方洪波

蔡其武

黃健

註冊地址

合肥市廬陽工業園區
劉沖村

合肥高新區柏堰科技
園蘆花路2號

安徽省合肥經濟技術
開發區錦繡大道

MENARA
IMPERIUMLT. 10
SUITE D KAV.

NO.1 JL.HR.
RASUNA SAID,

GUNTUR,
SETIABUDI,

JAKARTA SELATAN,
INDONESIA

10 Anson Road #
21-16,International
Plaza,Singapore 079903

16,jalan chan sow lin,
55200,kuala lumpur,

Malaysia

My Phuoc 3
Industrial Park, Ben
Cat District, Binh
Duong Province,

Vietnam

安徽省合肥市經濟技
術開發區天都路與天

海路交口西北角

淮安市經濟開發區海
口路

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
蓬萊路美的工業城

荊州市東方大道38號

寧波梅山鹽場1號辦公
樓五號184室

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
管委會五樓508室

關聯方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美的印尼公司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材料
淮安威靈
順德百年
荊州電器
寧波安得物流
蕪湖美的日電

關聯關係
與實際控制人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控制的公司
與實際控制人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控制的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實際控制人控制子公司
與實際控制人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控制的公司
控股股東控制子公司
實際控制人控制子公司
實際控制人控制子公司

關聯方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美的印尼公司

履約能力分析

該公司為塑料製品與模具的專業製造公司，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
司向其銷售、採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塑料製品與模具的專業製造公司，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
司向其銷售、採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生產經營冷藏箱、冷凍箱及相關係列產品專業生產商，不存在
履約能力障礙。

該公司為海外專業銷售商，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司向其銷售產
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甲方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荊州三金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荊州三金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荊州三金
榮事達洗衣設備
榮事達洗衣設備

荊州三金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本公司

榮事達洗衣設備

乙方

合肥百年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美的印尼公司
美的印尼公司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材料

美的材料

美的材料

合肥百年

合肥百年

會通節能
會通節能
華凌股份
會通節能
淮安威靈
淮安威靈
淮安威靈
順德百年
荊州電器

蕪湖美的日電
蕪湖美的日電
寧波安得物流
寧波安得物流

協議內容

甲方向乙方銷售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塑料原料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塑料原料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冰箱控制器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銷售洗衣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鋼材原料等
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原料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原料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發泡件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原料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電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電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電機等產品
甲方向乙方採購模具等
甲方向乙方採購塑料原料等
甲方向乙方採購小家電等
甲方向乙方採購小家電等
甲方接受乙方提供的物流運輸服務
甲方接受乙方提供的物流運輸服務

協議最高金額
（萬元）

600

10,000

5,000
1,800

300
1,800
1,800

70,000
110,000

1,200
3,600
1,200
1,200

22,500

1,400

30,000

800

12,000

15,000
3,000

100
7,400

36,800
5,000

27,000
300

1,000
1,500

500
10,300
5,300

序號

1

2

合 計

被擔保單位

合肥榮事達洗衣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無錫小天鵝通用電器有限公司

擔保額度

160,000

5,000

165,000

名稱

合肥榮事達
洗衣設備有

限公司

無錫小天鵝
通用電器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洪波

柴新建

註冊資本

13,552萬美元

2800萬元

主營業務

洗衣機、塑料製品產
品、模具產品、家用
電器的開發、設計、
製造、銷售，並提供
售後服務。

洗衣機、乾衣機及零
部件的研發、生產；
技術服務；自營和代
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
進出口業務。

住所

合肥市長江西
路669號

無錫出口加工
區J3號地塊5號
6號

公司持股比例

69.47%

70%

公司名稱

合肥榮事達洗
衣設備製造有
限公司

無錫小天鵝通
用電器有限公
司

2012年12月31日

總資產

294,811.72

23,392.11

總負債

143,836.01

8,330.17

淨資產

150,975.71

15,061.94

資產負債率

48.79%

35.61%

2012年1-12月

營業收入

286,635.45

40,337.42

利潤總額

7,818.08

5,072.70

淨利潤

6,649.33

4,426.75

議案
1、審議《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2、審議《2012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3、審議《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4、審議《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5、審議《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6、審議《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財務報告審計機構的議
案》；
7、審議《關於聘任公司2013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
案》；
8、審議《關於預計公司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的議
案》；
9、審議《關於2013年度公司向銀行申請借款授信額度及提
供累計擔保額度的議案》；

反對或棄權的理由：

同意 反對 棄權 迴避

美的新加坡公司

美的馬來西亞公司

美的越南公司

美的材料

淮安威靈

順德百年

荊州電器

寧波安得物流

蕪湖美的日電

該公司為海外專業銷售商，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司向其銷售產
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海外專業銷售商，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司向其銷售產
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家電產品加工、生產的專業製造商，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
公司向其銷售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塑料製品與模具的專業製造公司，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
司向其採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經營穩健，為洗滌電機及相關電子元件的專業生產廠商，具備充
足的生產能力與可靠的產品保障，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司向其採
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塑料製品與模具的專業製造公司，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本公
司向其採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該公司為冰箱及配件的專業生產、銷售公司，具備充足的生產能力與可
靠的產品保障，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

該公司為專業物流企業，提供可靠的服務保障，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
本公司與其合作，壞賬風險較小。

該公司為日用家電、家用電器的專業銷售公司，不存在履約能力障礙；
本公司向其採購產品，不存在壞賬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