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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6、200726                     证券简称：鲁泰 A、鲁泰 B                     公告编号：2018-034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许植楠 董事 工作原因 刘子斌 

曾法成 董事 工作原因 秦桂玲 

毕秀丽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徐建军 

赵耀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王新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鲁泰 A、鲁泰 B 股票代码 000726、2007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桂玲 郑卫印，李琨 

办公地址 淄博市淄川区松龄东路 81 号 淄博市淄川区松龄东路 81 号 

电话 0533-5266188 0533-5285166 

电子信箱 qinguiling@lttc.com.cn wyzheng@lttc.com.cn，likun@ltt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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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81,014,155.43 2,990,459,696.43 2,997,093,395.84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7,355,959.02 393,069,981.55 395,130,296.26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6,948,339.88 385,081,158.45 387,141,210.63 -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7,784,710.77 342,919,758.30 343,246,750.57 10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3 0.43 -4.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3 0.43 -4.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5.58% 5.58%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233,390,492.09 10,170,624,027.75 10,170,624,027.75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60,561,399.27 7,230,942,770.16 7,230,942,770.16 -2.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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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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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2% 30,593,55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315,300 0   

T.ROWE PRICE INTL DISCOVERY FUND 境外法人 2.16% 19,948,21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 15,679,091 0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25% 11,540,89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87% 7,999,947 0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7,650,000 0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7,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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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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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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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81亿元，营业利润 4.5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7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9.47 %、-7.99 %、-4.50 %、-5.22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利润

来源及构成均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提质增效”和“全面国际化”，保持了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海外

项目进展顺利，基本实现了公司的设计预期。报告期，公司启动搭建一个基于S2B2C模式的 Luthai•1987新零售平台，打通

线上线下OMO模式，使得鲁泰与合作伙伴一起更好的服务于终端客户。公司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供应链融合、设计研发对

接、品牌合作、海外扩张、电商平台等积极措施，深化客户关系，针对市场的新特点、新需求，不断改进产品设计理念，创

新服务模式，以满足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报告期，公司被中国印染行业协会评为“2018年中国印染行业二十强企业”、获得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全国纺织行业质量奖”，经中国品牌促进会测评，入围纺织服装鞋帽领域前50强，被中国棉纺织行业协

会评选为“2017年色织布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十强企业” 、“2017年棉纺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百强企业”，同时被评为“山东省履

行社会责任示范企业”。 

    报告期，公司加大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训，在面料和衬衣设计方面不断加深与战略客户的前期设计沟通和合作，市场

反应良好。在2018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2019春夏中国流行面料入围评审中，参赛作品《低奢·别样花卉》荣获最佳市场

应用奖。鲁泰纺织被评为“金梭奖”第五届全国纺织面料设计师培养先进单位。 

    报告期，公司继续坚持研发投入，两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及在新材料应用、新型织物研究、新产品开发关键技术、

设备改造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截止报告期，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301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和行

业标准40项。 

    目前，公司业已形成以天然纤维面料为主线，以多组份功能性纤维面料为引领，以洗可穿超级免烫技术为核心，以世界

前沿消费为导向，以国际化的产业布局为基地，实现全球一体化发展，确保公司在色织衬衫面料领域的领先地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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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签字：刘子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