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2%

Liu Shizhen

Zibo Lucheng Textile Investment Co., Ltd.

Lu Thai Textile Co., Ltd.

21%
▼

▼

Stock code: 000726, 200726 Stock abbreviation: LTA, LTB Announcement No.: 2013-004

Abstract of the 2012 Annual Report
of Lu Thai Textil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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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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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lowdown, growth of the textile sector of China as
a whole also slowed down, with a weak international demand, a slower growth of the domestic
demand, rising costs of production elements, a disparity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tton
prices, etc..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e Company adhered to independent R&D and
innovation, carried on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depth and overcame various
unfavorable factors. It manage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momentum
in technical innovation, cost control, market expansion, brand building, informatization, corporate
culture development, etc.. However, the severe situ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aused a drop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results for 2012, the first since its listing.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Company achieved operating revenues of RMB 5,901,049,900,
operating profit of RMB 767,809,800, net profit of RMB 707,857,500 attributable to common
shareholders, and net profit of RMB 670,533,400 attributable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ed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non-recurring gains and losses, down by 2.92% , 25.80% , 16.58% and
14.00%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with 2011.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main business and profit sources of the Company, as well as their
composition, remained unchanged.
4. Matters related to financial reporting
(1) Explain change of the accounting policy, accounting estimate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as
compared with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of last year
1. Change of accounting estimate
On 24 Sept. 2012, the "Proposal on Change of the Depreciable Life of Fixed Assets" was reviewed
and approved at the 24th Session of the 6th Board of Directors.
In order to correctly reflect the actual operating status of its fixed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of the Company reset the actual useful lives of various fixed
assets. The Company planned to adopt the adjusted depreciable lives for fixed assets starting from 1
Oct. 2012, with details as follows:

2. Explana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rationality of the change of the accounting estimate
90% of the Company’s equipment are imported, with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 Company
carries out overall examinations on its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line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annual examinations and conducts technical upgrading in a timely manner, which improves the
functions of equipment (mainly the mechanic equipment) and keeps the equipment in an excellent
overall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condition. It also conducts regular maintenance on its houses and
buildings, virtually extending the useful lives of them as fixed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a company shall at least recheck the useful life and estimated
residual value of a fixed asset at the end of every accounting year. If the estimated useful life of the
fixed asset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ly estimated one, the useful life of the fixed asset shall be
restated. This rational adjustment to the depreciable lives of the Company's fixed asset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will enable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to reflect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the Company
in a more rational way.
3. Effects of this accounting estimate alteration on the Company
This alteration did not affect the business scope of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No. 28—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y and Estimate and
Correction of Accounting Errors", change of the depreciable life of a fixed asset belongs to
accounting estimate alteration, and the prospective application method shall be adopted, which will
have no influence on the financial status and operating results of previous years. As measured by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the Company, this accounting estimate alteration increased the total profit of
2012 by RMB 17,509,600 and increased the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by about RMB 14,227,100.
The said influenced amount accounted for 1.99% of the audited net profit of 2012 (RMB 715,850,
400) and 0.25% of the audited owners' equity of 2012 (RMB 5,654,692,000). This alteration did
not change the gain/loss nature of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2) Explain retrospective restatement due to correction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errors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N/A
(3) Explain change of the consolidation scope as compared with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of last year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two wholly-funded subsidiaries incorporated respectively by two
controlled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were consolidated, with details as follows:
1. The controlled subsidiary Xinjiang Lu Thai Harvest Cotton Co., Ltd. incorporated in the year
the wholly-funded subsidiary Xinjiang Lu Thai Textile Co., Ltd.,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RMB
50 million and the business scope being production and sale of cotton yarn and cotton textile.
2. Zibo Helijie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 Services Co., Ltd. was a wholly-funded subsidiary
obtained in the year by the Company's wholly-funded subsidiary Zibo Xinsheng Thermal Power
Co., Ltd. as a business combination under the same control,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RMB 5
million and the business scope being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sale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consulting service of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ual energy
management service; and development and sale of computer software and hardware.
(4) Explana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concerning the
"non-standard audit report" issued by the CPAs firm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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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知於2013年3月16日以電子郵件方
式發出，會議於2013年3月27日上午9：30在般陽山莊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為年度董事會會
議，召開方式為現場表決。本次會議應出席董事14人，實際出席董事14人，3名監事列席了本
次會議，13名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會議，公司通知及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關規定，會議決議合法有效。

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了董事會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審議通過了總經理2012年度工作報告。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3、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摘要。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4、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財務決算及2013年度財務預算報告。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

票，棄權0票。
5、審議通過了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012年利潤分配預案：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註冊資本總額為100,889.48萬股，其中含公

司回購B股尚未註銷的庫存股：4,883.7304萬股，因此參與分配的股本總額為：96,005.7496萬
股。

以96,005.7496萬股為基數，每10股分配現金2.80元人民幣（含稅）。A股個人所得稅按照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聯合發布的財稅[2012]85號《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
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相關規定執行。B股按股東會召開日第二天的中國人民銀
行發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折合港幣兌付（外籍個人股東按財稅字（1994）
020號規定免稅，非居民企業股東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等有關規定減按10%徵
收企業所得稅）。

實施上述分配方案實際分配股息268,816,098.88元人民幣。上述分配方案待提交2012年度
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後實施。

6、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高級管理人員2012年度考核結果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
反對0票，棄權0票。

7、審議通過了關於聘任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3年度財務審
計機構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8、審議通過了《關於募集資金存放及使用情況專項報告》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9、審議通過了修改《公司2012年度社會責任報告》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
權0票。

10、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1、審議通過了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關聯董

事劉石禎、劉子斌、王方水、孫志剛、秦桂玲迴避表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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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

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3、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全部激勵對象第二個解鎖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的議

案。表決結果：同意12票，反對0票，棄權0票。關聯董事劉子斌、王方水迴避表決。
14、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

權0票。
15、審議通過了關於向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10億

元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6、審議通過了關於向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15億元的

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7、審議通過了關於向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濟南分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3000萬美

元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8、審議通過了關於向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請開立帳戶，申請綜

合授信額度2000萬美元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9、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表決結果：同意14票，反對0

票，棄權0票。
其中第1、3、4、5、7、14項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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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通知於2013年3月16日以電子郵件方式
發出，會議於2013年3月27日下午2：00在公司二樓第六接待室召開，會議應出席監事3人，現
場出席監事3人。本次會議由第六屆監事會主席朱令文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會議決議合法有效。

一、本次會議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並發表如下意見：魯泰公司監事會認真審核了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我們認為2012年年度報
告的內容與格式符合《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
與格式）》（2007年修訂）的規定，同時符合深圳證券交易所深證上[2012]462號《關於作好
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關要求；公司在編制2012年財務報告時認真
執行了新企業會計準則，真實反映了公司2012年度的生產經營及財務情況；為本公司進行
2012年度財務報告審計的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出具了標準無保留
意見的審計報告；公司不存在大股東及其附屬企業非經營性佔用上市公司資金的情況及違規
對外擔保的情況。

二、本次會議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監事會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
並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三、本次會議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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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表如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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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公司目前經營業務的實際情況，建立了涵蓋公司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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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合理，保證了公司經營活動的有序開展，切
實保護公司全體股東的根本利益。我們認為：《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的評估、
評價過程、格式符合《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要求，報告內容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
了公司目前的內部控制體系建設、運作、制度執行和監督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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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內部
控制評價報告》，為公司出具了中瑞岳華專審字[2013]第0602號《對母公司內部控制審計報
告》，認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內部控制有效。

公司獨立董事對《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發表了獨立
意見。

公司監事會認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內部控制有效。
四、本次會議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五、本次會議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回購註銷部分尚未解鎖

的限制性股票的議案》並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1、由於公司原激勵對象張濤、孟明、崔艷已在考核期內離職，根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

計劃第二十條、第三十一條之相關規定，公司將原激勵對象張濤、孟明、崔艷三人已獲授的
全部股份尚未解鎖的1.2萬股、1.2萬股、1.2萬股全部進行回購註銷，根據激勵計劃 「第二十九
條 回購價格的調整」的相關規定，其回購價格調整為P=5.025（授予價格）-0.28（2011年度
派息額）=4.745元/股。並收回其第一期已解鎖限制性股票的全部收益，其收益=已解鎖限制
性股票股數(0.8萬股)×2011年度已分配每股紅利（0.28元/股）+【一期解禁日（2012年9月3
日）收盤價（6.26元/股）—授予價格（5.025元/股）】×解禁股數（0.8萬股）—解禁時繳納
的個人所得稅（1672元）。因此，張濤、孟明、崔艷三人應返還公司的收益分別為10,448元、
10,448元、10,448元。

2、公司原激勵對象曲慶鳳，已於2013年1月辦理了退休並離職，根據激勵計劃 「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曲慶鳳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部分限制性仍然有效，第三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
票3萬股將由公司予以回購註銷。本次回購註銷的股份數為3萬股。其回購價格為P=5.025（授
予價格）。

3、由於公司2012年度淨利潤比2010年增長0.52%，未完成201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勵的業績
考核條件：2012年淨利潤較2010年增長率不低於25%。因此根據激勵計劃 「第八章限制性股票
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將授予股份的第二期尚未解鎖的股份由公司予以回購註銷，回購
對象為全部符合條件的受激勵人員339人，回購註銷數量為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數
量，即419.10萬股。根據激勵計劃 「第二十九條 回購價格的調整」的相關規定，其回購價格
調整為P=5.025（授予價格）-0.28（2011年度派息額）=4.745元/股。

我們審核後認為：公司回購註銷部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勵對象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
票、回購註銷全部激勵對象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回購對象的資格認定、回購價格
的確定、對解鎖條件的考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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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稿）的有關規定。
公司董事會審議該議案時關聯董事劉子斌、王方水迴避表決，程序合法。獨立董事發表了獨
立意見。公司監事會同意公司回購註銷部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勵對象尚未解鎖限制性股
票6.6萬股、回購註銷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419.1萬股。

以上第一、二項議案需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3年3月29日

股票簡稱：魯泰A 魯泰B 股票代碼：000726 200726 公告編號：2013-007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關聯交易概述：

二、關聯方介紹和關聯關係
1.基本情況
（1）魯誠公司
魯誠公司註冊資本為6,326萬元，法定代表人為劉石禎，住所為高青縣城黃河路東首，

經營範圍為紡織、電力、製藥投資；棉花收購、加工、銷售；紡織品、針織品、服裝製造、
銷售及相關的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和技術除外）；苗木種
植、銷售（不含種苗培育）；潤滑油、汽油、柴油零售；中餐；日用百貨，洗化用品零售；
批發兼零售預包裝食品、散裝食品、乳製品（含嬰幼兒配方奶粉）；紙製品生產、包裝；計
算機硬件銷售、維護；計算機軟件開發、銷售；計算機網絡工程施工維護；電子產品銷售；
零售捲煙、雪茄煙；公園管理；游泳館、停車服務。

截止2012年12月31日，魯誠公司淨資產44,731萬元、營業收入7,208萬元、淨利潤5,413萬
元。

（2）利民公司
利民公司註冊資本為1910萬元，法定代表人為劉石禎，註冊地址為淄川區開發區立交橋

以北1公里西，經營範圍為城市生活、工業污水處理、中水（不含生活飲用水）銷售。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利民公司淨資產4,492萬元、營業收入2,533萬元、淨利潤573萬元。
（3）魯群置業
註冊資本為1,800萬元，法定代表人為劉石禎，註冊地址為淄川區松齡東路北側，經營範

圍為房地產開發、銷售，物業管理，保潔服務，小區綠化，貨物裝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魯群置業淨資產3,932萬元、營業收入180萬元、淨利潤44萬元。
2、關聯人與上市公司的關聯關係：
（1）魯誠公司係本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至2012年12月31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2.22%。
（2）利民公司係魯誠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與本公司為同一控股股東，利民公司自成立以

來一直為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魯豐織染有限公司提供污水處理的服務。
（3）魯群置業係魯誠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與本公司為同一控股股東。
3、履約能力分析：
利民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生產能力充足，污水排放達標，魯誠公司、魯群公司對出

租之土地及房屋擁有所有權，因此本公司對魯誠公司、魯群公司和利民公司的履約能力表示
信任。

三、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
1、定價原則和定價依據
1、定價原則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場化的原則，不損害交易雙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價依據
（1）污水處理
利民公司為本公司及魯豐織染處理生產污水，按照利民公司所在地污水處理費用標準收

取污水處理費，如遇當地污水處理費用標準調整，由乙方通知甲方，並修改協議有關條款
後，按照新的定價標準執行。

（2）土地、房屋租賃：
以與租賃土地、房屋有關的稅費及合理收益並參考當地市場價格作為租金定價依據。
2、交易價格、付款及結算方式
1、污水處理
價格：乙方所在地物價局批准的污水處理價格1.08元。
付款及結算方式：每月結束後，雙方核實當月的污水處理數量無異議後，於次月的5日

前，一次性向利民公司支付前一個月的污水處理費用。
2、土地、房屋租賃
價格：根據土地房屋所處的位置及房屋質量不同，土地每月每平方米租金為3.50元、5.84

元，房屋每月每平方米租金為4.4元、21元。
付款及結算方式：按月結算和支付
3、關聯交易協議的簽署情況：
公司與各關聯方於2013年1月1日簽署了《污水處理協議》、《資產租賃協議》，有效期

為2013年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經魯泰公司董事會批准後生效。
四、關聯交易目的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交易的目的
（1）污水處理
通過利民公司為本公司及魯豐織染處理生產污水，使本公司及魯豐織染的污水能達標排

放，保護了環境，並保證公司可持續發展。
（2）土地、房屋租賃：解決本公司的生產用地及部分辦公用房問題。
2、對公司的影響：上述關聯交易不會對公司主要業務的獨立性造成影響。
（1）污水處理
本公司在生產主要產品色織布、魯豐織染在生產匹染布的過程中產生的主要污染物是污

水，廢污水必須進行處理達標後才能排放，本公司及魯豐織染的污水處理站只能將污水進行
初步處理，利民公司係城市污水處理的專業公司，可以有效的對本公司及魯豐織染的生產廢
污水進行深度處理並達標排放，有效的解決了本公司生產廢污水的污染問題，對公司的經濟
效益和社會效益起到了促進作用。

公司選擇利民公司進行二次污水處理的原因是該污水處理廠離公司的距離最近，雙方的
污水定價均按照當地政府確定的污水處理價格，付款時按月支付，不存在資金佔用的問
題，降低了公司直接進行污水處理並達標排放的成本，使公司污水排放符合環保要求，保證
了公司安全持續運行。因此該關聯交易不會影響到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及其獨立性。

（2）土地、房屋租賃：
公司總佔地面積1,623,622.73平方米，生產及辦公用房1,151,889.37平方米，該部分租賃的

土地、房屋分別佔公司生產及辦公佔用土地和房屋的比例為：4.7%、1.65%，不會影響到上市
公司的主要業務及其獨立性。雙方簽署租賃協議，參照當地市場價格及土地房屋位置和質量
確定租賃價格，按月支付租金不存在資金佔用的問題。該宗資產租賃給上市公司使用，會提
高該宗土地及房屋的利用效率，不會損害上市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五、審議程序
上述關聯交易在董事會審議關聯交易的權限之內，不需要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已經在事

前徵得公司獨立董事的同意並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聯董事劉石
禎、劉子斌、王方水、秦桂玲、孫志剛迴避表決。

六、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周志濟、綦好東、洪曉斌、王磊、畢秀麗對該關聯交易進行了事前認可並

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我們作為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就淄博市利民淨化水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魯豐織染有限公司處理生產污水、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魯豐織染有限
公司租賃淄博魯誠紡織投資有限公司土地及房屋的關聯交易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魯泰公司已事前向本人就上述關聯交易徵求意見，本人認為上述關聯交易為魯泰公
司及其子公司正常生產中發生的關聯交易，定價及支付方式合理，不會損害魯泰公司及股東
的利益，不影響上市公司主要業務的獨立性，同意將上述關聯交易提交魯泰公司第六屆董事
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

（2）魯泰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
上述關聯交易的議案。

（3）董事會在審議上述關聯交易過程中，關聯董事劉石禎、王方水、劉子斌、秦桂玲、
孫志剛依法進行了迴避 。

（4）魯泰公司董事會審議上述關聯交易議案的表決程序符合有關規定。
（5）上述關聯交易是魯泰公司生產中正常發生的交易，不存在損害魯泰公司及股東的權

益。
七、備查文件目錄

1、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
2、污水處理協議、資產租賃協議。
3、本公司獨立董事關於關聯交易的獨立意見。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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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根據《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提議召
開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現將有關會議情況如下：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召開時間：2013年4月22日上午9:30，會期半天；
2、召開地點：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般陽山莊會議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4、召開方式：現場投票
5、出席對象：截止2013年4月15日下午3:00收盤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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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體股東；公司董事、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公司聘請的見證
律師。

二、會議審議事項
1、董事會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的議案。
2、監事會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的議案。
3、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4、公司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5、公司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6、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7、聘任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3年度財務報告和內部控制審

計機構的議案。
三、股東大會登記方法
1、登記方式：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請持本人身份證、股東帳戶卡、持股清單等股

權證明到公司登記；委託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股東帳戶卡、委託人身
份證及委託人持股清單到公司登記；法人股東持營業執照複印件、法人授權委託書、出席人
身份證到公司登記。異地股東可用傳真或信函登記，傳真、信函以登記時間內公司收到為
準。

2、登記時間：2013年4月18日、19日（上午8:0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記地點：公司證券部
聯繫電話：（0533）5285166
傳真：（0533）5282188-234，235

（0533）5418805
聯繫人：秦桂玲、鄭衛印、李琨
4、委託表決權人登記和表決時應提交的文件：委託代理人本人身份證、委託人簽署的授

權委託書、委託人股東帳戶卡、委託人身份證及委託人持股清單。
四、其他事項
出席會議股東的食宿費及交通費自理。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29日

附：
授權委託書

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個人）出席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
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簽名： 委託人證券帳號：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受委託人簽名： 受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2013年 月 日
委託表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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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回購註銷部分不符合激勵條件的原激勵對象

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基本情況：
公司於2011年4月8日召開的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公司將完整的激勵計劃
備案申請材料報中國證監會備案。根據中國證監會的反饋意見，公司對激勵計劃進行了修訂
並形成《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報證監會備案無
異議後，經2011年7月15日召開的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於2011年8月
3日召開了公司2011年度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

按照股東大會的授權，2011年8月17日公司召開了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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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激勵計劃授予日。同日審議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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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四名員工已不符合激勵對象條件，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取消授
予其限制性股票，因此激勵對象人數由350人調整為346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數量由1,430萬股
調整為1,412萬股。

公司在2011年9月6日公告的《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中說明：激勵對象國媛、楊濤由於個人原因主動放棄公司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萬股、2萬
股。因此授予對象總人數由346人變更為344人，授予股數由原來的1,412萬股變更為1,409萬
股。至此，公司已經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為2011年8月18日，授予數量為1,
409萬股，授予激勵對象人數為344人，授予價格為5.025元／股。

2012年8月，由於原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在考核期內離職，已不符合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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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股全部進行回購
註銷。2012年12月，該項回購完成。至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數為342人，授予股數
為1,403萬股。

2012年9月，342名激勵對象在第一個解鎖期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為561.2萬股。剩餘的第二
期、第三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為841.80萬股。

二、《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的相關規定：
1、 「第二十條 限制性股票的解鎖安排及考核條件」之 「激勵對象申請根據本計劃獲授

的限制性股票進行解鎖，除需滿足上表所列的公司業績考核條件以外，還必須同時滿足如下
條件：

（二）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內被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或宣布為不適當人選的；
2、最近三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的；
3、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4、激勵對象在本計劃實施完畢之前單方面終止勞動合同；
5、公司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激勵對象在任職期間，由於挪用資金、職務侵佔、盜竊、泄露

經營和技術秘密等損害公司利益、聲譽的違法違紀行為，或者嚴重失職、瀆職行為，給公司
造成損失的。」

2、 「第三十一條 激勵對象的權利與義務」之 「（六）激勵對象在獲授限制性股票並解
鎖之後2年內離職的，激勵對象應當將其因獲授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全部收益返還給公司。」

3、 「第三十三條 激勵對象發生職務變更、離職或死亡」之 「（三）激勵對象在本計劃
有效期內退休的，且退休年度經考核合格的，其可申請解鎖的限制性股票根據本計劃繼續有
效，自退休之日起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將由公司以授予價格回購並註銷。公司根據工作需
要可對其進行返聘，其因本計劃獲授之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本計劃規定的條件和程序解鎖。
若相關激勵對象在退休後因不接受公司的返聘而離職，其獲授的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不再
解鎖，由公司以授予價格回購後註銷。」

三、原激勵對象中已不符合激勵條件的人數及擬回購註銷的股票數量
1、公司原激勵對象中的張濤、孟明、崔艷已於2013年1月離職，已不符合激勵計劃 「第

二十條 限制性股票的解鎖安排及考核條件」。擬將原激勵對象張濤、孟明、崔艷已獲授的
全部股份尚未解鎖的1.2萬股、1.2萬股、1.2萬股全部進行回購註銷。根據激勵計劃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購註銷」之 「第二十九條 回購價格的調整」的相關規定，其回購價格調整
為P=5.025（授予價格）-0.28（2011年度派息額）=4.745元／股。

原激勵對象張濤、孟明、崔艷三人所獲受的限制性股份一期已經解鎖流通，一期解鎖的
股份為0.8萬股、0.8萬股、0.8萬股。根據激勵計劃 「第三十一條 激勵對象的權利與義務」的
規定，原激勵對象應將其全部收益返還公司。其收益=已解鎖限制性股票股數(0.8萬股)×2011
年度已分配每股紅利（0.28元／股）+【一期解禁日（2012年9月3日）收盤價（6.26元／股）—
授予價格（5.025元／股）】×解禁股數（0.8萬股）—解禁時繳納的個人所得稅（1,672元）。
因此，張濤、孟明、崔艷三人應返還公司的收益分別為10,448元、10,448元、10,448元。

2、公司原激勵對象曲慶鳳，已於2013年1月辦理了退休並離職，根據激勵計劃 「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曲慶鳳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部分限制性股票仍然有效，第三期尚未解鎖的限制
性股票3萬股將由公司予以回購註銷。本次回購註銷的股份數為3萬股。其回購價格為P=5.025
（授予價格）。

因此，本次擬回購註銷的限制性股票總數為6.60萬股，激勵對象人數減少4人。至此，公
司第二期獲受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數調整為339人，第三期獲受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數調
整為338人，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數量調整為419.10萬股、第三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
股票調整為416.10萬股。

本次回購註銷股份佔股權激勵限制性股票總量1403萬股的0.47%，佔總股本100889。48萬
股的0.0065%，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29日

股票簡稱：魯泰A 魯泰B 股票代碼：000726 200726 公告編號：2013-010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回購註銷全部激勵對象

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基本情況：
公司於2011年4月8日召開的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

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公司將完整的激勵計劃
備案申請材料報中國證監會備案。根據中國證監會的反饋意見，公司對激勵計劃進行了修訂
並形成《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報證監會備案無
異議後，經2011年7月15日召開的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於2011年8月
3日召開了公司2011年度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

按照股東大會的授權，2011年8月17日公司召開了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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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激勵計劃授予日。同日審議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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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四名員工已不符合激勵對象條件，取消其激勵對象資格、取消授
予其限制性股票，因此激勵對象人數由350人調整為346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數量由1,430萬股
調整為1,412萬股。

公司在2011年9月6日公告的《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中說明：激勵對象國媛、楊濤由於個人原因主動放棄公司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萬股、2萬
股。因此授予對象總人數由346人變更為344人，授予股數由原來的1,412萬股變更為1,409萬
股。至此，公司已經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為2011年8月18日，授予數量為
1,409萬股，授予激勵對象人數為344人，授予價格為5.025元／股。

2012年8月，由於原激勵對象劉青春、石乾已在考核期內離職，已不符合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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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股全部進行回購
註銷。2012年12月，該項回購完成。至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數為342人，授予股數
為1,403萬股。

2012年9月，342名激勵對象在第一個解鎖期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為561.2萬股。剩餘的第二
期、第三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為841.80萬股。

2013年1月，由於原激勵對象張濤、孟明、崔艷三人在考核期離職，已不符合《魯泰紡織
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中所規定的激勵對象的條件，根據激
勵計劃的相關規定，對其尚未解鎖的所獲限制性股票進行回購註銷，回購註銷限制性股票合
計3.60萬股，受激勵對象人數減少3人。公司第二期獲受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人數調整為339
人，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數量調整為419.10萬股。

二、《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修訂稿） 「第五章 限制
性股票的鎖定和解鎖安排」中規定的第二個解鎖期的解鎖條件如下：

根據股權激勵計劃的規定，上述解鎖條件中的公司業績指標三個條件需要同時滿足才能
解鎖，因為公司2012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比2010年增長為0.52%，低於設定的考核
條件。因此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第二期不符合解鎖條件，應按照股權激勵計劃 「第八章 限制
性股票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的規定予以全部回購註銷。

三、回購對象、回購註銷股票數量、回購價格：
根據激勵計劃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購註銷」的相關規定，回購對象為全體符合條

件的激勵對象，根據前述第一條的條件調整第二期尚未解鎖的限制性股票為419.10萬股，因此
回購註銷股數為419.10萬股。公司實施了2011年度現金分配，每股分配現金0.28元人民幣，根
據激勵計劃 「第二十九條 回購價格的調整」的相關規定，回購價格調整為P=5.025（授予價
格）-0.28（2011年度派息額）=4.745元／股。

本次回購註銷股份佔股權激勵限制性股票總量的30%，佔總股本100889.48萬股的0.42%。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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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Stock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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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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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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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1,049,894.02

707,857,544.14

670,533,382.36

1,170,463,168.56

0.71

0.71

13.57%

As at
31 Dec. 2012

8,153,279,084.33

5,268,701,258.26

2011

6,078,659,406.75

848,528,065.19

779,695,645.56

999,543,135.76

0.85

0.85

18.13%

As at
31 Dec. 2011

7,784,722,025.64

5,086,100,453.10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is

year over
last year (%)

-2.92%

-16.58%

-14%

17.1%

-16.47%

-16.47%

-4.56%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is
year-end than

last year-end (%)
4.73%

3.59%

2010

5,025,624,126.30

739,091,623.50

667,051,258.52

1,206,041,098.85

0.74

0.74

17.75%

As at
31 Dec.2010

7,015,883,263.33

4,404,133,413.47

Total number of shareholder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Shareholdings of the top 10 shareholders

Name of
shareholder

ZIBO LUCHENG
TEXTILE
INVESTMENT
CO., LTD.
TAILUN
(THAILAND)
TEXTILE CO.,
LTD.
DBS VICKERS
(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DIVIDEND-
INDIVIDUAL
DIVI-
DEND-005L-FH0
02 SHEN

FIRST
SHANGHAI
SECURITIES
LIMITED

CHINA AMC
INCOME FUND

AVIVA LIFE &
PENSIONS UK
LIMITED
AEGON-
INDUSTRIAL
TREND
INVESTMENT
MIXED-TYP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ONE-FOUR
COMBINATION

SINOCO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Explanations about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or concerted action among
the above shareholders

Nature of
shareholder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Foreign
corporation

Foreign
corporation

State-owned
corporation

Foreign
corporation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Foreign
corporation

Domestic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

State-owned
corporation

Foreign
corporation

111,836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

12.22%

11.72%

4.02%

0.94%

0.78%

0.36%

0.36%

0.31%

0.3%

0.3%

Zibo Lucheng Textile Investment Co., Ltd. i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and the actual controller. Tailun
(Thailand) Textile Co., Ltd. is the second largest shareholder as
well as sponsor of foreign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ll of other
shareholders are ones holding circulating A share or circulating B
share and the Company is not able to confirm whether there
exists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or concerted action among other
shareholders.

Total shares
held at the
period-end

123,314,700

118,232,400

40,528,642

9,533,526

7,867,715

3,639,157

3,614,900

3,153,442

3,007,858

2,9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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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f restricted
shares held

118,232,400

106,254

Pledged or
frozen shares

Status
of

shares

Number
of

shares

Type of fixed asset

Houses and buildings

Machines and equipment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Electronics and other equipment

Depreciable life before alteration

5-20

10-13

5

5

Depreciable life after alteration

5-30

10-18

5

5

關聯
交易
類別

接受
勞務

銷售
產品

或商品

合計

按產品或
勞務細分

污水處理

土地
、房屋
租賃

關聯人

淄博市利民淨化水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
「利民公司」）

淄博魯誠紡織投資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
「魯誠紡織」）

淄博魯群置業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魯群
置業」）

2013-2015年
預計金額

2559.6萬元

1347.78萬元

540.72萬元

4448.10萬元

2012年實
際發生的
總金額

679.93萬元

449.18萬元

180.25萬元

1309.36萬元

序號
1
2
3

議案名稱
董事會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的議案
監事會2012年度工作報告的議案
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同意 反對 棄權

激勵計劃設定的第二個解鎖期解鎖條件
（一）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
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
告；
2、最近一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
會予以行政處罰；
3、中國證監會認定不能實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其他情形。
（二）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內被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或宣布為
不適當人選的；
2、最近三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
會予以行政處罰的；
3、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
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4、激勵對象在本計劃實施完畢之前單方面終止
勞動合同：
5、公司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激勵對象在任職期
間，由於挪用資金、職務侵佔、盜竊、泄露經
營和技術秘密等損害公司利益、聲譽的違法違
紀行為，或者嚴重失職、瀆職行為，給公司造
成損失的。

（三）根據《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辦法》，激勵對象解鎖的
前一年度績效考核合格。
（四）公司業績指標
1、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同行業上市公司的2倍
2、淨利潤較2010年增長率不低於25%
3、經營性現金流淨額不小於當期淨利潤

是否達到解鎖條件的說明

公司2012年度未發生前述情形。

張濤、孟明、崔艷在考核期內自動離職，因此根
據《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與激勵對象簽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協議書》的有關條款的規定，對該3名激勵對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未解鎖部分回購註銷。其餘339名
激勵對象沒有發生前述情形。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
施考核辦法》，對339名激勵對象2012年度績效進
行考核，全部合格。

1、公司2012年淨資產收益15%，上公司年報披露
需到2013年4月30日才能束，因此現在無法取得同
行業上市公司2012年平均淨資產收益率的數據。
2、公司2012年淨利潤比2010年的增長率為0.52%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不滿足解鎖條件。
3、公司2012年度經營性現金流為113,154.65萬元，
高於2011年度淨利潤71,585.04萬元。

4
5
6

7

公司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公司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聘任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3年
度財務報告和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司徒黃美珍（Jane Meichun Wong Seto）：

本院受理原審原告黃秉國訴你房屋買賣合
同糾紛一案〔（2013）穗越法審監民再字第1
號〕，於2013年7月16日上午9:00在本院公開開
庭進行審理。因你下落不明，無法送達，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之規定，現依
法向你公告送達開庭傳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
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30日內。舉證期限為公
告送達之日起30日內。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將缺席審理並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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