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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

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巨潮资讯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

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疑问，应咨询自已的股票经纪人、律

师、专业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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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1、本次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程少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股东成就控股、先锋电器、上海贝莱、顾东升、徐海、兰健承诺：自

持有公司股份之日（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董事的股东白庆林、王光明、高卫先，担任监事的股东王燕、监事阎金

龙的配偶肖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孔令军、高丽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本人或关联人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本人或关

联人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发行人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完成后，本次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3、国有股转持安排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

企[2009]94 号）规定，国有股东应按照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全国社保

基金转持，各国有股东按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及国有股东国有出资人比例确定应转

持股份数量，据此，山东省高新投应转持股份 3,368,826 股，鲁信广告应转持

47,066 股。根据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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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有股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函【2010】2 号）批复，山东省鲁信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以山东省高新投之母公司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分红或其自有资金一次或分次上交中央金库的方式替代山东省高新投

向全国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份；鲁信广告按实施办法向全国社保基金划转其持有

的 47,066 股龙力生物股份。 

4、玉米芯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公司木糖醇产品盈利水平的影响 

报告期内，受下游产品价格、减产、通胀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主要原

材料玉米芯采购价格波动较大，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玉米芯采购均价分别

为 448.85 元/吨、421.72 元/吨和 773.18 元/吨，2010 年采购均价涨幅较大。因此，

在不考虑木糖醇价格上涨、产能利用率提高对毛利率的有利影响的情况下，玉米

芯采购价格上涨 1%，预计将使木糖醇的毛利率降低 0.2972%。因此，如果玉米

芯价格大幅提高，将降低公司木糖醇产品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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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及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 
4,66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 

每股发行价格 【  】元/股 

发行市盈率 

【  】倍（每股收益按照【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54 元（按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数据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按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额加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计算） 

发行市净率 【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

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控股股东程少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

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所持

公司股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股东成就控股、先锋电器、上海贝莱、顾东

升、徐海、兰健承诺：自持有公司股份之日（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1-2-4



 

                                                               招股意向书摘要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董事的股东白庆林、王光明、高卫先，担任监

事的股东王燕、监事阎金龙的配偶肖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孔令军、高丽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限

售期满后，在其本人或关联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其本人或关联人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预计【  】万元，其中： 

承销及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费用：【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律师费用：【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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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 LONGLIVE BIO-TECHNOLOGY 

CO.,LTD.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成立日期： 2001 年 6 月 12 日 

变更设立日期： 2009 年 9 月 2 日 

住    所： 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汉槐街 1309 号 

邮政编码： 251200 

电    话： 0534-7369800 

传    真： 0534-7423575 

互联网址： www.longlive.cn 

电子信箱： llgf@longlive.cn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以打造“玉米全株产业链”为发展目标，以资源的高效、

循环利用为开发方向，坚持“生物炼制、绿色循环”新理念，以“有限循环一体化、

业务单元专业化”为发展原则，立足于绿色健康产业，致力推进循环经济。经过

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以玉米芯→低聚木糖/木糖醇为主线的功能糖产品链、以

玉米芯废渣→纤维素乙醇为主线的新能源产品链、以玉米→淀粉→淀粉糖为主线

的淀粉及淀粉糖产品链。公司已基本实现玉米芯的充分利用，不但节约生产成本，

而且减少了碳的排放量，循环经济产业链基本形成，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有机结合。2006年11月，公司被中国发酵工业协会推荐为“全国发酵行业循环

经济试点企业”，2010年1月，公司被山东省循环经济促进会评为“山东省优秀循

环经济企业”，“纤维素燃料乙醇”技术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等单位列为2009年度 受关注的低碳项目（技术/产品），“木糖废渣生产纤维

乙醇”技术于2010年1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公司是中国功能糖城的重点支柱企业，以低聚木糖为核心产品的功能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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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公司 主要的利润来源，报告期内，公司功能糖产品毛利分别为14,567.71

万元、15,287.28万元和16,939.00万元，分别占同期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78.43%、

80.82%和70.76%。2001年，公司率先在国内实现了低聚木糖的工业化生产，围

绕低聚木糖的制备方法以及下游产品的开发，公司已先后获得5项发明专利，“玉

米芯酶法制备低聚木糖”荣获200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公司低聚木糖、

木糖醇产品作为功能性营养健康配料已应用到保健品、动物食品、乳品、功能性

食品饮料、糖果等多个领域，与蒙牛、交大昂立、无限极、箭牌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龙力牌低聚木糖还被国家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推荐为

营养健康倡导产品，被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和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

认定为“山东名牌产品”。公司是《低聚木糖》行业标准的主起草单位，在低聚木

糖行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公司设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功能糖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功能性糖类

公共实验室、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中心等研发机构，与中国农业大学、山

东大学、福州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成立

以来，曾先后承担国家科技攻关计划2项，财政部非粮引导奖励资金项目1项，国

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专项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项，协助完成国家“863计

划”1项，已获得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SA8000社会责

任管理体系认证、非转基因IP体系认证、清真（HALAL）认证、犹太食品认证，

低聚木糖、食品添加剂木糖醇获得《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龙力”商标

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由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发行人由龙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设立时承继了龙力有限的全部资产和业

务。公司设立时主要从事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合法拥有

与上述业务有关的经营性资产，包括房屋、土地使用权、生产及研发设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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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标权等。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及本次发行的股份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13,980 万股，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 4,660 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 

（二）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控股股东程少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股东成就控股、先锋电器、上海贝莱、顾东升、徐海、兰健承诺：自

持有公司股份之日（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董事的股东白庆林、王光明、高卫先，担任监事的股东王燕、监事阎金

龙的配偶肖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孔令军、高丽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本人或关联人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本人或关

联人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相关人员持股情况 

1、发起人持股情况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后，公司总股本为 12,000 万股，各发起人及其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股权比例 
1 程少博 3,638.52 30.32% 
2 山东省高新投 2,893.68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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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股权比例 
3 周锦清 781.80 6.52% 
4 德华创投 674.76 5.62% 
5 王光明 460.92 3.84% 
6 郭梁东 460.92 3.84% 
7 海澜集团 337.44 2.81% 
8 唐  众 294.24 2.45% 
9 赵英姿 183.96 1.53% 

10 许淑华 170.04 1.42% 
11 高卫先 168.24 1.40% 
12 高丽娟 165.36 1.38% 
13 张  梅 127.56 1.06% 
14 张晨龙 127.56 1.06% 
15 朱国刚 123.48 1.03% 
16 闫荣城 119.40 0.99% 
17 卢小扬 115.56 0.96% 
18 隋  郁 102.84 0.86% 
19 白庆林 102.36 0.85% 
20 宋  超 82.32 0.69% 
21 尹吉增 77.88 0.65% 
22 郝炳祥 68.40 0.57% 
23 李  擎 68.40 0.57% 
24 梁振国 60.12 0.50% 
25 高玉亭 60.12 0.50% 
26 秦庆平 59.64 0.50% 
27 赵莲香 59.04 0.49% 
28 杨萧荟 53.16 0.44% 
29 吴淑霞 53.16 0.44% 
30 孔令军 44.28 0.37% 
31 郭媛媛 35.40 0.30% 
32 肖  林 33.00 0.28% 
33 鲁信广告 29.52 0.25% 
34 陈  妹 29.52 0.25% 
35 王  燕 21.96 0.18% 
36 张  震 17.76 0.15% 
37 杜  晶 17.76 0.15% 
38 郗雅冰 14.16 0.12% 
39 江玉芹 14.16 0.12% 
40 马秀珍 10.56 0.09% 
41 张小爱 8.88 0.07% 
42 刘立存 8.88 0.07% 
43 冯爱珍 8.52 0.07% 
44 杨同平 7.0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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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股权比例 
45 马  晶 3.84 0.03% 
46 鲁  岩 3.84 0.03% 

合  计 12,000 100.00% 

2、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1 程少博 4,198.52 30.03% 
2 山东省高新投 2,893.68 20.70% 
3 周锦清 781.8 5.59% 
4 德华创投 674.76 4.83% 
5 成就控股 610 4.36% 
6 王光明 460.92 3.30% 
7 郭梁东 460.92 3.30% 
8 海澜集团 337.44 2.41% 
9 唐  众 294.24 2.10% 

10 顾东升 280 2.00% 
合  计 10,992.28 78.63% 

3、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程少博 4,198.52 30.03% 

2 周锦清 781.80 5.59% 

3 王光明 460.92 3.30% 

4 郭梁东 460.92 3.30% 

5 唐  众 294.24 2.10% 

6 顾东升 280 2.00% 

7 赵英姿 183.96 1.32% 

8 许淑华 170.04 1.22% 

9 徐  海 170 1.22% 

10 高卫先 168.24 1.20% 

合  计 7,168.64 51.28% 

4、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万股） 比例 

山东省高新投 ss，国家股份 2,893.68 20.70%
鲁信广告 ss，国家股份 29.52 0.21%

合    计 2,923.20 20.91%

（四）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各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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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以玉米芯、玉米为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功能糖、淀粉及

淀粉糖等产品，并循环利用功能糖生产中产生的玉米芯废渣生产第2代燃料乙醇

等新能源产品的生物质综合利用企业。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的用途情况如下： 

类别 产品名称 功能 用途 

低聚木糖 

1、减少有毒发酵产物及有害细菌酶的产生

2、增殖体内有益菌，抑制病原菌，改善便

秘和腹泻 
3、促进钙、铁吸收，提高保留率 
4、降低血清胆固醇，降低血压 
5、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6、不会引起牙齿龋变，抑制口腔病菌的滋

生 
7、能促使机体生成多种营养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烟酸和叶酸 
8、提供甜味 

1、作为原料（甜味剂和营

养强化剂）用于保健食品、

功能性食品饮料、乳制品、

医药行业 
2、作为营养强化剂应用于

动物食品行业中 

功  

能  

糖 

木糖醇 

1、低热值甜味剂 
2、防龋齿 
3、易溶解，口感清凉 
4、改善肝功能 

1、防龋齿类糖果、口香糖

2、无糖及功能性食品、乳

制品、饮料、酒类 
3、医药、日化用品 

淀粉 

1、为机体新陈代谢提供能量 
2、稀释作用 
3、粘合作用 
4、崩解作用 

1、作为食品原料 
2、作为医药行业的稀释剂、

粘合剂、崩解剂 
3、作为下游发酵产业的原

料 

淀  

粉  

和  

淀  

粉  

糖 

淀 
 
粉 
 
糖 

结

晶

葡

萄

糖 

1、为机体新陈代谢提供营养 
2、提供甜味 
3、有效的还原功能 

1、在食品、饮料、奶制品、

保健食品等行业，可作为甜

味剂， 
2、在医药行业可作为营养

补充剂 
3、在发酵行业可作为营养

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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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麦

芽

糖

浆 

1、提供甜味 
2、为机体新陈代谢提供营养 
3、食疗功效  
4、增稠作用  

1、在果酱、果冻行业用作

甜味剂、增稠剂、填充剂 
2、在食品、饮料行业用作

甜味剂 
3、在医药行业作为药用糖

浆的甜味剂、增稠剂 

纤
维
素
乙
醇 

乙醇 

1、良好的还原功能 
2、燃烧时提供大量的燃烧热 
3、具有消毒作用 
4、具有降温功效 

1、用作有机化工原料 
2、用作汽车燃料 
3、用作消毒剂 
4、用作医药退烧剂 

商  业 各类食品配料、食品添加剂、医药中间体的国内贸易和出口贸易 

（三）产品销售模式 

国内市场上，公司功能糖、淀粉糖、纤维素乙醇产品主要采用直销的方式，

部分保健食品采取经销商买断式销售的模式；境外销售采取直销与经销商相结合

的销售模式。 

（四）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玉米、玉米芯（粉）。我国玉米、玉米芯产

量充足，公司原材料供应有保障。 

（五）行业竞争情况 

公司的淀粉、淀粉糖属大宗商品，根据市场价格销售，因而不存在明确的竞

争对手。 

纤维素乙醇作为工业乙醇销售时亦属于大宗商品，产品严格按照国家质量标

准生产销售，市场价格透明，因而不存在明确的竞争对手。纤维素乙醇取得燃料

乙醇定点后，按照“定点生产、定向流通、封闭运行”的政策，生产和销售严格按

照政府的统一部署，因而亦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对手。 

公司的低聚木糖、木糖醇因各企业产品品质不同，且不属于大宗商品，因而

产品销售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竞争关系。 

（六）发行人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是国内首家实现低聚木糖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是中国功能糖城的重点支

柱企业，是目前国内 大的低聚木糖生产企业，在低聚木糖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009 年公司木糖醇市场占有率约为 10%左右。 

公司纤维素乙醇在 2009 年建成投产，市场的占有率很低。公司淀粉和淀粉

糖产品市场占有率均低于 1%。 

 1-2-12



 

                                                               招股意向书摘要 

五、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产 

截至目前，公司合计拥有房产证 47 份，建筑面积合计 102,774.41 平方米，

房产取得方式为购买或自建。两个分公司及青岛龙力使用的室房为租赁取得。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目前，公司共拥有 7 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709,388.43 平方米，取得

方式均为出让。 

（三）商标 

发行人现拥有 12 项已注册商标的所有权，正在申请并已被受理的注册商标

为 2 项。 

（四）专利权与非专利技术 

公司已经获得专利权共 8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发行人现拥有的重要非专利技术共 13 项，其中 1 项外购，12 项为合作开发或自

主开发。 

（五）特许经营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特许经营权主要是生产经营中必需的相关资质证

书，主要包括粮食收购许可证 1 项，食品卫生许可证 5 项，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

证 1 项，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7 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GMP 审查合格证明

1 项，安全生产许可证 2 项。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和燃料乙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控股股东程少博先生持有公司30.03%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招股意

向书签署日，程少博先生除对公司的投资外，未控制或参股其他企业，不存在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程少博已作出不可撤销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2008年7月1日，程少博与青岛龙力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程少博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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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6号地恩地财富大厦806室房屋无偿提供给青岛龙

力使用，房屋使用面积13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1日。 

2011年5月3日，青岛龙力与程少博签署《关于解除租赁协议的确认函》，约

定确认双方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期限至2011年5月6日届满。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担保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少博以房产、信用等方式，对公司的七笔银行

借款提供了担保。 

（2）收购青岛龙力股权 

2008 年末，经龙力有限 2008 年 12 月 18 日股东会审议批准，并经青岛龙力

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收购了程少博、高卫先、苏本庆持有的 80%、15%、5%

青岛龙力股权。因该关联交易涉嫌定价不公允的情况，交易各方对上述情况进行

了纠正，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司收到程少博、高卫先、苏本庆退还的青岛龙力

股权转让本金及同期银行利息共计 1,026,881 元，其中：收到的利息金额分别为

34,945 元、6,552 元、2,184 元。 

（3）收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车保证金 

为提高工作效率，经研究，公司决定为高级管理人员配车，同时，为保障公

司财产安全，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向公司缴纳了一定金额的车辆使用保证金。 

（4）资金拆借 

2006 年 8 月 3 日和 2007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分别向山东省高新投提供借款

81.68 万元，合计金额 163.36 万元。上述借款山东省高新投已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归还公司。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显失公允（或已纠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基本情况 

姓名 任职 2010 年薪 持有公司 简要经历 

 1-2-14



 

                                                               招股意向书摘要 

酬（元） 股份数量

（万股）

程少博 
董事长、

总经理 
182,700 4,198.52

男，1964 年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83 年 7 月至 1990 年 8 月，历任禹城市第二

油棉加工厂车间主任、股长；1990 年 9 月至 1997
年 4 月，历任山东禹城东方实业集团第五油棉加工

厂副厂长、厂长；1997 年 5 月至 2001 年 6 月任山

东禹城东方实业集团总经理；自 2001 年 6 月公司设

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伯哲 董事 
不在公司

领薪 
 

男，196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九三学社成员。曾任德州市外经贸委科长、副

主任、德州市副市长、山东省高新投总经理助理，

现任山东省高新投副总经理、中食都庆（山东）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烟台青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山东金鼎印染机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东创新担

保董事、山东鲁信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白庆林 
董事、副

总经理、

总工程师 
158,700 102.36 

男，194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70 年至 1986 年，历任禹

城电业公司副书记、副局长；1987 年至 1989 年，

任禹城发电厂党委书记；1990 年至 1991 年，历任

禹城葡萄酒厂书记、厂长；1992 年至 1993 年，任

禹城市宗教局副局长；1994 年至 1998 年，任禹城

市供销社副主任；2001 年至今任职于本公司，曾任

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执行总裁、营销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曾先后参与了国家“八五”重点

攻关课题“低聚异麦芽糖及功效饮料、豆奶粉、果酱、

糖果等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参与并完成了“十五”
攻关课题“玉米芯酶法制备低聚木糖工业化生产的

研制与开发项目”，该项目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 

王光明 董事 
不在公司

领薪 
460.92 

男，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深圳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

圳市昌红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彩虹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上海宏易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裕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

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王奎旗 董事 
不在公司

领薪 
 

男，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曾任青岛海洋大学医院药师、药物所助教、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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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现任山东省高新投高级经理、山东鲁信药业有

限公司董事。 

高卫先 
董事、副

总经理、

财务总监 
183,840 168.24 

男，196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

专。1989 年至 1998 年，任禹城市贸易大厦会计，

1999 年至 2001 年，任禹城市鸿福大厦财务科长，

2002 年进入本公司，曾任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青岛龙力监事、龙力乙醇监事。

杜  军 独立董事 -  

男，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

士。曾任职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交易促

进中心，现任中国发酵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兴业 独立董事 30,000  

男，194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省齐河县机械厂技

术员、山东省机械厅计划基建处科长、山东经委技

术改造处科长、副处长、山东省经委科技处处长兼

新技术推广站站长、山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兼山东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山东省经贸委巡视员，

现任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会长兼山东省企业

联合会经济顾问。 

傅代国 独立董事 30,000  

男，196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教

授，博士生博导。曾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教、

讲师、副教授，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燕 
监事会主

席 
160,100  

女，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2001 年进入本公司，曾任总裁办主任，现

任公司行政中心总经理。 

李  田 监事 
不在公司

领薪 
 

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

士。2001 年起就职于山东省高新投，现任山东省高

新投创业投资二部高级业务经理。 

程树伟 监事 
不在公司

领薪 
 

男，196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学学历，高级经济管理师。曾任浙江省德清县科学

技术协会副主席、德清县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升华集团副总经理，现任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国磊 
职工代表

监事 
33,110  

男，198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曾任职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莱芜分公

司，2005 年进入公司，现任公司行政中心综合办公

室主任。 

阎金龙 
职工代表

监事 
161,422  

男，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助理工程师。2001 年进入本公司，曾任生

产部部长，现任山东龙力乙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先后参与了低聚木糖工业化生产项目、木糖醇项

目、纤维素乙醇项目的技术攻关、工艺匹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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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军 副总经理 187,950 44.28 

男，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助理工程师。1987 年至 1995 年，任职于

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1996 年至 2000 年，

任职于禹城市东方实业集团，2001 年进入本公司，

曾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管理部部

长、行政管理事业部总经理、采购部部长、淀粉糖

事业部总经理兼行政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高丽娟 
董事会秘

书、副总

经理 
182,700 165.36 

女，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1997 年至 1998 年，任山东华悦食品公司

主管会计，1999 年至 2000 年，任禹城市东方集团

财务管理人员，2001 年进入本公司，曾任经理助理

兼财务部长、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部长、淀粉糖

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兼职情况 

姓  名 在本公司职位 兼职企业 在该公司任职情况 
青岛龙力 执行董事 
龙力乙醇 执行董事 程少博 董事长、总经理 
山东创新担保 监事 
山东省高新投  副总经理 
中食都庆（山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烟台青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山东金鼎印染机械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山东创新担保  董事 

刘伯哲 董事 

山东鲁信药业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上海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裕元投资管理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王光明 董事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青岛龙力  监事 

高卫先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龙力乙醇 监事 
王奎旗 董事 山东鲁信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杜  军 独立董事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副院长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傅代国 独立董事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郑兴业 独立董事 保龄宝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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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会长 会长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李  田 监事 
山东省高新投 高级业务经理 
德华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公司 副董事长 程树伟 监事 
德华创业 总经理 

阎金龙 职工代表监事 龙力乙醇 经理 

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程少博，男，1964年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7月

至1990年8月，历任禹城市第二油棉加工厂车间主任、股长；1990年9月至1997

年4月，历任山东禹城东方实业集团第五油棉加工厂副厂长、厂长；1997年5月至

2001年6月任山东禹城东方实业集团总经理；自2001年6月公司设立以来，一直担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程少博持有公司股份4,198.52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0.03%。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434,308,801.54 537,174,663.03 717,318,504.14
非流动资产 736,433,710.80 670,064,805.58 396,022,839.21
资产总额 1,170,742,512.34 1,207,239,468.61 1,113,341,343.35
流动负债 336,270,183.71 378,077,132.20 552,841,875.79
非流动负债 199,892,764.38 287,775,258.15 213,450,000.00
负债总额 536,162,948.09 665,852,390.35 766,291,875.79
股东权益 634,579,564.25 541,387,078.26 347,049,467.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34,579,564.25 540,449,198.29 345,015,219.33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单位：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1,063,818,166.44 809,930,626.84 714,881,016.21
营业利润 100,109,153.91 87,541,151.23 70,080,940.46
利润总额 107,713,039.37 93,950,925.60 79,345,836.71
净利润 91,090,576.35 79,579,021.85 66,207,422.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50,061.35 79,613,978.96 66,242,957.06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901,906.42 296,170,232.52 197,727,898.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276,496.80 -265,190,440.52 -32,775,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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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42,003.66 -30,693,911.38 7,706,18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7,211,727.91 309,719.78 172,659,847.39

（四）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单位：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 5,404,124.58  -894,238.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60,493.77 1,668,512.85  9,287,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 121,379.88  831,699.1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年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70,897.93  471,9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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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349.24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3,391.69 115,386.63  40,081.31  

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数； - -1,158.10  - 

所得税的影响数；  -1,141,716.81 -798,190.69  -1,405,484.44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462,168.64 6,606,302.32  8,331,025.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4,287,892.71 73,007,676.64  57,911,931.21  

（五）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度 
2009年12月31日

/2009年度 
2008年12月31日

/2008年度 
流动比率（倍） 1.29 1.42 1.30 
速动比率（倍） 0.84 0.98 0.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55% 54.57% 68.3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9.32 11.77 7.58 
存货周转率（次） 5.13 3.18 2.1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9,471.07 16,813.38 16,964.86 
利息保障倍数（倍） 4.63 3.03 2.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量（元） 
1.24 2.12 1.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5 0.66 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0.60 0.61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9% 19.67% 26.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9% 18.04%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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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占净资产的比例 
0.18% 0.22% 0.46% 

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逐年降低，相应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

比重逐年提高，主要是公司加强了对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提高了应收账款和

存货的周转速度，控制了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产生的其他应收款，以及增加固定资

产投资所致。 

2、负债构成分析 

随着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运营效率的提高和数次权益性融资到位，公司流动负

债逐渐减少，短期偿债压力逐步减小，债务结构趋于合理。 

3、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资产负债率为 43.55%，处于相对安全的合理水平，财务风险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资产流动性逐年改善，具有较强的偿还短期借款的能力。报

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和利息保障倍数较高，具备足额偿还银行借款

利息的能力。公司在各贷款银行中信誉度较高，多年来一直与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德州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从未出现过逾期未还款的情况。 

总体分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情况良好，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从未出现过因偿还借款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

况。 

4、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随着公司对应收账款管理的加强和存货管理水平的提高，报告期内，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反映资产周转能力的指标明显改善，呈逐年提高的

趋势，表明公司经营性资产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公司经营情况呈现良好的发展趋

势。 

（二）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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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1,488.10万元、80,993.06万元，106,381.82

万元，收入规模逐步扩大，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70,846.58万元、80,780.13

万元、106,159.94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99.10%、99.74%、99.79%，公司

主营业务突出。 

按收入性质划分，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可分为制造业和商业，其中：制造业为

公司自己生产并对外销售形成的收入，主要包括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乙醇等

三大类产品；商业为公司将外购商品直接对外销售而形成的收入。报告期内，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以制造业为主，来源和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持续稳定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

率 22.41%，主营业务毛利复合增长率 13.52%。以玉米全株产业链为目标的循环

经济链已基本成型，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其增长变化较好地实现了公司的战略规

划。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波动幅度较小，因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构成发生

变化等因素影响，2010 年制造业综合毛利率比 2009 年降 2.33 个百分点。 

十一、股利分配情况 

本公司股票全部为普通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每股享有同等

权益，实行同股同利的分配政策，按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以现金、股票或其

他合法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报告期内未进行过股利分配。 

根据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

将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十二、控股子公司情况 

1、龙力乙醇 

公司名称 山东龙力乙醇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禹城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成立时间 2006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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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5,500 万元 

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禹城市 

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营业务 乙醇、纤维素酶的生产及销售 

财务指标 2010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0 年度 

总资产（元） 92,938,473.87  
净资产（元） 37,936,262.51 
净利润（元） -4,556,775.08 

2、青岛龙力 

公司名称 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75 号内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成立时间 2007 年 4 月 5 日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100 万元 

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青岛市 

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营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财务指标 2010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0 年度 

总资产（元） 42,924,376.97 
净资产（元） 803,480.06  
净利润（元） 1,080,3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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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4,660 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年

产 6,000 吨低聚木糖建设项目、精制食品级木糖及结晶阿拉伯糖联产项目、年产

5,000 吨晶体麦芽糖醇项目、沼气发电项目、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等共 5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额合计为 34,628.18 万元。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上述项

目的资金需要量，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在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基础上，公司

董事会拟定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各投资项目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研

究，目前已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项目立项及环评批复文件。本次拟发行股份募集

的资金净额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五个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项目建

设期 项目核准或备案单位 备案证编号 

1 年产 6,000 吨低聚木糖建设项目 11,031.17 12 个月
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德发改备字

[2010]28 号 

2 精制食品级木糖及结晶阿拉伯

糖联产项目 8,982.24 12 个月
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德发改备字

[2010]26 号 

3 年产 5,000 吨晶体麦芽糖醇项目 7,632.31 12 个月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鲁发改工业

[2011]76 号 

4 沼气发电项目 1,993.39 6 个月
德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德发改备字

[2010]30 号 

5 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项目 4,989.07 12 个月
德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德发改备字

[2009]251 号 
合   计 34,628.18   

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糖尿病、高血脂、高血

压、高血糖等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人类有能力更加关注自己的

健康，对“无糖”、“低糖”、“低热值”、“降糖”、“益菌因子”“益钙因子”等健康功

能食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在政府各类营养改善计划的积极推动下，功能性食品行

业通过产品升级、研制新产品等形式，推出各种各样的功能性食品，如无糖口香

糖、低糖饼干、无糖巧克力、益生元保健品等，功能性食品行业成为消费品行业

增长的热点，带动了功能性食品配料的迅速增长。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的产品包括低聚木糖、晶体麦芽糖醇、食品

级木糖、阿拉伯糖，均属于功能性食品配料，可以广泛用于各类食品中，满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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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健康化、功能化趋势，符合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对产品升级的要求。上述规划

产品均具有“无糖”、“低糖”、“低热值”的功能，作为蔗糖的替代品用于生产“无糖”、

“低糖”、“低热量”食品，其中低聚木糖还具有“益菌因子”、“益钙因子”的功能，

通过增殖益生菌群起到调理肠道的效果；阿拉伯糖具有抑制蔗糖吸收的功效，可

以满足糖尿病人吃糖的需求；木糖作为纯天然的无糖甜味剂，还具有增香、增鲜、

增色、去异味等功效，可以广泛用于烘焙、海鲜食品；晶体麦芽糖醇因其良好的

溶解性、吸湿性，在替代蔗糖实现“无糖”、“低糖”功能的同时，作为各类糖果的

包衣材料，成为提高糖果、巧克力等口感的 佳配料。因此，募投项目规划产品

一方面可以满足下游企业制造功能食品、健康食品的需要，广泛用于食品、饮料、

乳品、保健食品等行业，另一方面因其独特的理化性能或功效，在某些市场领域

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满足下游企业产品不断升级、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需要。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生物科技为先导，通过玉米全株开发引领农业产业

化，在循环经济模式下稳步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种类，在生产环节努力实现

低排放、零污染的“绿色”生产模式，为大众提供健康的功能食品和绿色的新能源。

本次募投项目中安排了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沼气发电项目、食品级木

糖及阿拉伯糖联产项目，均是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引下，通过提高研发水平，提

高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量，使产品链通过联动生产实现成

本优势，从而进一步完善公司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功能糖产品是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核心产品，通过不断研发、宣传和市场开发，

目前已经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2007 年 8 月“龙力”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龙力牌低聚木糖被国家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推荐为营养健康倡

导产品，龙力牌木糖醇、低聚木糖产品被认定为“山东名牌产品”。经过近十年的

推广，低聚木糖产品已经在动物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饮料、医药等行业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已从产品导入期进入成长期。但是，由于公司产能有限，

已逐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且现有生产线在 2004 年基本建成，已逐

渐不能满足客户对产品剂型、含量的差异化需求，需要大规模增加产能，通过优

化产品线设计满足市场对多种产品类型的要求，巩固公司在低聚木糖市场的竞争

地位。 

目前，公司的功能糖产品主要是低聚木糖和木糖醇，产品类别较少，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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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技术营销、个案营销策略的实现，难以满足客户对多种功能性食品配料的需

求。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了食品级木糖、阿拉伯糖、晶体麦芽糖醇

等新产品，通过丰富产品类别增强公司在功能性食品配料领域的竞争实力，提高

公司盈利的稳定性。其中晶体麦芽糖醇是对现有淀粉糖产品的进一步深加工，既

丰富了功能糖产品线，又通过产品升级、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强了淀粉糖业务的盈

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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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1、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玉米和玉米芯（粉）为公司的基础原材料，报告期内玉米芯粉占低聚木糖生

产成本的26.53%，玉米芯约占木糖醇生产成本的30%，玉米占淀粉及副产品生产

成本的87.42%，因此玉米、玉米芯（粉）价格的波动对公司各类产品生产成本均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玉米芯（粉）的经济运输半径在300公里左右，价格主要受周边地区玉米产

量及需求影响。玉米价格会受气候、种植面积因素的影响，还受国际市场玉米行

情、燃料乙醇行业的发展、国际油价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基础原材料玉米和玉米

芯的价格波动会对低聚木糖、木糖醇、淀粉及淀粉糖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玉米芯价格上涨对低聚木糖盈利能力的影响受到酶制剂培养技术水平的制

约，酶制剂培养技术的提高可以降低单位低聚木糖消耗玉米芯的数量，从而部分

抵消玉米芯价格上涨对低聚木糖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玉米芯价格上涨对木糖醇

的盈利能力有较大直接影响，木糖醇企业主要通过提价转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

响，所以如果公司木糖醇销售价格不能随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将降低

木糖醇的盈利能力。玉米价格上涨对淀粉及淀粉糖产品盈利能力的影响随着产业

链的延长而逐渐降低，初级加工品淀粉受玉米价格波动影响 大，但初加工产品

通常能够转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只是时间上有滞后性，所以玉米价格上升，

可能在短期内导致公司淀粉盈利能力的波动。 

2、管理风险 

公司以低聚木糖的工业化生产为起点，以打造“玉米全株产业链”为目标，在

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稳步延伸产业链，涉及的行业从功能糖、淀粉糖扩展到新

能源，产品品种不断丰富，业务规模和员工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已经建设完成的

纤维素乙醇项目，以及为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拟投资建设的沼气发电项目等，在

行业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营模式、目标市场等方面虽有关联，但仍与功能糖、

淀粉糖行业有较大区别。虽然公司已经积极开展引进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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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理人员素质、优化员工队伍等工作，但仍面临一定程度的管理人员欠缺、管

理体系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风险。 

3、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生产的纤维素乙醇及生产木糖醇过程中自制的氢气为易燃易爆物品。公

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在项目建设时均配备了必要的安全设施，制定了《安

全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取得了安全生产管理部门颁发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但生产设备的故障或老

化、产品储存设施的维护不当，以及员工在生产过程中操作不当等，都有可能导

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公司存在一定的安全生产风险。 

4、食品安全风险 

本公司生产的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主要作为食品配料销售给下游的食品、

饮料企业， 终被制造成各类食品、饮料、乳制品、保健品等产品。随着我国对

食品安全的日趋重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意识及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食品质量

安全控制已成为食品类企业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近年来国内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

等，对发行人在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虽然本公司有严格的

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了全球广泛认可的食品安全控制和保证体系——HACCP和

ISO22000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体系，且未发生过食品安全责任事故，但若未来发

生不可预计的食品安全质量方面的问题，不但会产生赔偿风险，还将会对公司的

品牌、客户信誉度、市场形象、产品销售等造成负面影响。 

5、下游行业短期波动的风险 

公司作为功能性食品配料供应商，产品销售主要受下游食品、饮料等行业经

营景气情况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饮料行业作为

消费类行业，产品销售呈稳步增长趋势，但不排除因国际经济危机、国家宏观经

济周期波动、某一行业的周期波动、突然性事件爆发等对食品、饮料、饲料等行

业的短期冲击，如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三聚氰胺事件对乳制品行业的影

响、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对各行业景气程度的影响等，将在一定时期内影响本公司

的产品销售。 

6、产品出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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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产品品种的增加和市场范围的扩展，产品出口量及占比逐年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收入分别为 7,455.59 万元、10,728.64 万元和 20,046.69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由 2008 年的 10.52%提高到 2010 年的 18.88%。随

着公司逐渐融入国际供应链，以及子公司青岛龙力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预计公

司未来产品出口收入及占比将会继续提高。由于产品出口一般以美元或欧元结

算，因此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另外，公司目前主要出口功能

糖、淀粉和淀粉糖产品，国外企业作为食品配料使用。如果进口国提高食品安全

标准，或者出于其他某种因素对市场进入进行限制，都可能对公司产品出口产生

不利影响。 

7、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经营规模的

扩大和业绩水平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公司已掌握了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生产技术与工艺，完成了项目建设用地的购置手续和项目建设的环评、立项备

案手续，提前进行人才储备与培训等工作，并在工艺技术方案、设备选型、工程

方案等方面经过缜密分析，但仍有可能出现因募集资金不能按时到位、募集资金

不足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发生变化而引致的风

险。 

8、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产品销售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低聚木糖产品的产能将比现有产能有较

大幅度的增加，并新增食品级木糖、结晶阿拉伯糖、晶体麦芽糖醇等产品，有助

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丰富公司产品体系，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虽然该等项

目均经过董事会充分论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且基于当

前的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分析具有良好的效益预期，但竞争对手的发展、产品价格

的变动、市场需求的波动、销售渠道和营销力量的配套措施是否得力、市场开拓

措施是否有效等，都将影响产品销售能否达到预期，进而可能对项目的投资回报

及本公司的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9、偿债风险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 22,026.35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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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负债 7,375.00 万元，长期借款 116,25.00 万元，合计金额为 41,026.35 万元，占

公司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76.52%，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 43.55%，流动比率为

1.29，银行借款金额较大且流动比率略低，因此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如果

公司现金流量不能持续，则可能因偿债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计划，进而对公

司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10、资产抵押风险 

为取得借款，公司将部分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了抵押，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抵押的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8,048.22 万元，占公司

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6.87%。若公司不能及时偿还银行借款，借款银行可能对被抵

押的资产采取强制措施，从而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11、新产品开发风险 

营养健康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

的健康观念不断提升，对健康产品需求不断加大，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为了更

好地满足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和适应市场的变化，以及根据公司完善循环经济产业

链的发展规划，公司建立了较高规格的研发机构，并坚持“产学研”联合，积极与

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福州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不断进行新技

术、新产品的开发。由于新产品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信息收集分析、

研发方向的确立、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市场投放等某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可

能导致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失败。 

1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本公司的核心技术是由公司联合科研院校共同合作研究，并通过与用户和同

行、相关设备和工程技术单位进行广泛的技术交流、长期生产实践、反复实验获

得的，主要表现为专利、专有技术和制造工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均具有多年从

业经历，在玉米芯及玉米深加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于公司产品技术的创新

和业务经营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技术保密制

度，与核心技术人员均签署了《技术保密协议》，对競业禁止做了规定，也通过

提高薪酬、直接持股等方式稳定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如

果发生核心技术成员流失现象，可能会对公司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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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燃料乙醇定点资格审批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生物燃料乙醇实行项目核准制，公司生产的纤维素乙醇

作为燃料乙醇销售必须取得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资格。2009年8月，山东省发

改委已经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公司燃料乙醇定点资格申请报告。虽然本公司的纤

维素燃料乙醇项目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公司拥有项目工业化生产所需的核心专

利技术，掌握了成熟的生产工艺，并被列为《山东省燃料乙醇产业“十一五”发展

规划》重点支持发展的项目，但仍存在不能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的风险。 

在取得燃料乙醇定点资格前，公司纤维素乙醇产品主要作为工业乙醇销售，

其销售和盈利模式与取得燃料乙醇定点资格后以变性燃料乙醇销售存在较大差

别。作为工业乙醇销售，公司主要面临市场竞争、价格波动等工业乙醇领域的风

险；作为燃料乙醇销售，由于实行“定点生产、定向销售、封闭流通”，同时还

受政策性扶持的影响，该产品的经营风险将较作为工业乙醇销售有所降低。因此，

能否取得燃料乙醇定点资格将影响公司纤维素乙醇项目的未来经营模式和风险。 

14、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截至目前，淀粉及淀粉糖业务仍是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2007年9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公司的地理位置、现有淀粉及淀粉糖产品符合“十一五”时期玉米深加工业产业区

域布局、产品结构调整方向的政策。但如果国家继续调整对玉米深加工业的产业

政策，可能会对公司淀粉及淀粉糖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15、环保政策风险 

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玉米芯渣等固定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

会污染环境，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不良后果。公司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按照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实现生物质综合利用的原则，对原材料有效成分充分

利用，并建有完善的环保设施和污染物处理管理制度，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或处理均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政策规定的

标准，并通过了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的上市环保核查。但随着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

不断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会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提高公司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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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2008 年 12 月 5 日，公司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

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国家税收

政策相关规定，公司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减按 15%的所得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按照税法规定公司产品出口业务享受一定的“免、抵、

退”增值税优惠。若在本税收优惠到期后公司不能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

证，或者国家税收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取消该等税收优惠政策，公司的所得税

率将提高至 25%，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重要合同 

对本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主要包括借

款合同 18 份、抵押合同共计 3 份、采购合同 3 份、技术合同 6 份（含 1 份补充

协议）、合资协议 1 份、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各 1 份。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

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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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1、发行人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联系地址： 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汉槐街 1309 号 

电话： 0534-7369800 

传真： 0534-7423575 

联系人：  高丽娟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建辉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19 号 15 层 

联系电话： 0510-82833551 

传真： 0510-85203300 

保荐代表人： 岳远斌、葛娟娟 

项目协办人： 祁玉谦 

项目组成员： 张磊、水浩 

3、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淑焕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B 栋 18 层

联系电话： 010-58257666 

传真： 010-58257688 

经办律师： 许军利  付建忠  陆彤彤 

4、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 裘小燕  吴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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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月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九层 

联系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65882651 

经办资产评估师 申延桢  王春娟 

6、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7、申请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联系电话： 0755-82083333 

传真：   0755-82083164 

二、本次发行上市有关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2011 年 7 月 12 日至 15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11 年 7 月 19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1 年 7 月 20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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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附录和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以到发行人住所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地址查阅。查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2:00—5:00。 

2、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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