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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子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洪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克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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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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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058,505.40 1,282,806,624.05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994,708.53 150,268,522.21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049,414.60 137,542,633.98 1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576,928.32 183,258,282.60 -14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2.1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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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9,617,156.96 9,407,103,263.34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92,096,902.20 6,937,985,729.19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73,169.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31,296.6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98,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71,535.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1,344.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452.84  

合计 2,945,293.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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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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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3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1% 140,353,583    

泰纶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82% 118,232,400 118,232,4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315,300    

T.ROWE PRICE INTL DISCOVERY 

FUND 
境外法人 2.16% 19,948,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 15,679,091    

LYNAS ASIA FUND 境外法人 1.35% 12,44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8% 10,864,371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10,205,505    

法国巴黎银行 境外法人 0.88% 8,131,797    

首域中国 A 股基金 境外法人 0.80% 7,352,38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 140,353,58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315,300 人民币普通股  

T.ROWE PRICE INTL DISCOVERY FUND 19,948,2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679,091 人民币普通股  

LYNAS ASIA FUND 12,44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64,371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05,505 人民币普通股  

法国巴黎银行 8,131,79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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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域中国 A 股基金 7,352,381 人民币普通股  

HTHK-MANULIFE CHINA VALUE FUND 6,858,138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淄博鲁诚纺织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亦为实际控制

股东。泰纶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外资发起人股东，为本公司第二

大股东。其他股东均为流通 A 股或流通 B 股，公司无法确认其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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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项目： 

（1）其他应收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31,955,559.44元，比期初数减少30.93%，主要原

因是期初应收出口退税款本期收回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7,017,887.67元，比期初数减少46.98%，主要

原因是出售股票款本期从证券账户转出所致。 

（3）工程物资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99,826,672.33元，比期初数增加70.62%，主要原

因是鲁泰（越南）待安装设备增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7,484,641.71元，比期初数减少44.07%，主

要原因是新疆鲁泰土地预付款本期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项目： 

（5）应付票据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6,423,218.00元，比期初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

是本期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99,084,558.19元，比期初数减少36.92%，主

要原因是2016年度年终奖励在本期支付所致。 

利润表项目： 

（7）税金及附加2017年1-3月发生数为22,303,687.92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0.13%，主要

原因是本期按《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将原记入管理费用中的税金项目记入

本科目所致。 

（8）财务费用2017年1-3月发生数为12,204,861.91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230.27%，主要

原因是汇兑净损失增加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2017年1-3月发生数为-3,651,249.64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319.63%，主

要原因是期末应收款项减少致使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1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017年1-3月发生数为0.00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100.00%，主要

原因是期末无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1）投资收益2017年1-3月发生数为598,500.00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03.51%，主要原

因是本期衍生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支出2017年1-3月发生数为4,374,164.4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382.06%，主

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捐赠款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7年1-3月发生数为-73,576,928.32元，比上年同期

数减少140.15%，主要原因是本期因采购原棉等增加致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7年1-3月发生数为-108,083,010.35元，比上年同期

数增加35.84%，主要原因是出售股票款本期收回致使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

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7年1-3月发生数为170,780,237.10元，比上年同期

数增加807.87%，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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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商业

银行 

非关

联 
否 

远期

结汇 
0 

2017 年 01

月 19 日 

2017年03月

28 日 
0 17,967.43 17,967.43  0 0.00% 58.95 

商业

银行 

非关

联 
否 期权 0 

2017 年 01

月 03 日 

2017年04月

07 日 
0 2,769 696  2,073 0.27% 0.9 

合计 0 -- -- 0 20,736.43 18,663.43  2,073 0.27% 59.8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6 年 05 月 1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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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

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

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衍生品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以应对人民币汇率及外币利率波动，分期分批操作，

金额不超过公司制定的衍生品交易计划，所做全部衍生品交易为零保证金，同时，公司建立有

完备的风险控制制度，对可能出现的法律法规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进行了

充分的分析和防范。   

1、法律法规风险：公司从事衍生品交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

监管政策，若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和严格的审批程序，易导致所签署的合同、承诺等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和可执行能力存在合规性风险和监管风险。防范措施：公司认真学习掌握与衍生品交

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衍生品交易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加强开展衍生

品投资业务的合规检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      

2、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若合约到期公司因流动性不足导致不能按期交割、交易对手或公司

因流动性以外的其它因素导致不能按合约规定履约，都会产生信用风险，进而会给公司造成经

济损失。防范措施：公司选择实力雄厚信誉优良的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对手，并签订规范的衍生

品交易合同，严格控制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鲁泰公司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和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衍生品交易计

划的议案》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根据生产经营规模和外汇收入进度

确定了衍生品交易金额的上限，并分期分批交割，在合约到期后仍可利用展期等手段保证按期

履约，不会出现因流动性不足或其它原因导致公司的信用受损。        

3、操作风险：衍生金融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员工以及外

部事件会导致公司在衍生品交易过程中承担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制定有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

和完善的监督机制，确定了开展衍生品交易的业务部门、操作流程及审批流程制度，设立了专

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实行严格授权和岗位制衡制度，同时通过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

道德教育，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公司并建立了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形成了高效的风

险处理程序，保证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操作风险。      

4、市场风险：“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步入新阶段。从短期看，人民

币有一定贬值压力，但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向好，经常项

目仍将保持较大顺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将支撑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未来人民币汇

率弹性增强，双向波动运行特征明显。 远期结汇及期权业务是公司重要的衍生品交易，受汇率

波动影响较大。风险分析与防范措施：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动幅度加大，既增加了操作难

度，也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公司相关人员将积极分析市场动向，慎重操作，把握有利机会，在

市场难度加大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减少市场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

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

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1、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持有尚未到期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共 1 笔，共计 300 万美元，

为外汇期权合约。合约期限将于 2017 年 4 月到期。金融衍生品占期末净资产的 0.27%。  

2、2017 年 1-3 月，公司到期金融衍生品金额折合美元共计 2,700.00 万美元，收益 59.85 万元人

民币。其中到期远期结汇 2,600.00 万美元，收益 58.95 万元人民币；到期外汇期权 100.00 万美

元，收益 0.90 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

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

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

公司独立董事徐建军、赵耀、毕秀丽、潘爱玲、王新宇就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发表如下专

业意见：我们认为公司将以远期结售汇业务为主的衍生品交易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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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止损处理和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

竞争优势，公司开展以远期结售汇业务为主的衍生品交易审批程序合法，机构健全，风险相对

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7 年 2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2017 年 03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7 年 3 月 

3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签字：刘子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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