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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2-022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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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军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无 

孔令军 董   事 出  差 高卫先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程少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卫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卫先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2,069,474,379.17 2,116,644,932.26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673,240,828.51 1,649,912,599.99 1.41% 

总股本（股） 186,400,000.00 186,4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8.98 8.85 1.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286,648,438.53 296,796,225.20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98,012.32 24,276,125.77 -1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683,871.28 19,374,183.75 109.9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2 0.10 12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3.75% -2.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7% 1.46% -0.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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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48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3,08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1,034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非凡 17 号资金信托 936,245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光大－东风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88,828 人民币普通股 

闵海育 5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秀英 3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345,144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兴业－东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盛大连 229,276 人民币普通股 

甘殿成 228,868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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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程少

博、公司股东成

就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先锋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贝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顾

东升、徐海、兰

健、在公司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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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其他股东承

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2011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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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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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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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人或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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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2011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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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执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山东龙力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严格执行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为： 
-15.00% ～～ 15.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159,421.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2 年 1 季度由于玉米价格上涨，淀粉及淀粉糖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导致淀粉及淀粉糖类产

品均出现负毛利，致使一季度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导致 1 季度利润下降 10%，若淀粉及

淀粉糖市场情况继续保持下滑，二季度预期利润较上年将下降 15%左右，若二季度淀粉及淀粉

糖产品市场情况有所改善，同时公司加强管理，二季度预期利润较上年增幅可达到 15%之内。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1 月 05

日 
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调研主题：公司基本情况；核心

产品的竞争优势及市场情况；主

要原材料供应；技术优势及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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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纤维素乙醇申报国家定

点的进展情况；各产业竞争优

势、盈利水平及盈利能力；公司

未来发展规划。 

2012 年 01 月 15

日 
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证券公司研究员 

调研主题：公司基本情况；纤维

素乙醇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技

术水平；纤维素乙醇申报国家定

点的进展情况；公司未来发展规

划。 

2012 年 02 月 09

日 
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证券公司、投资基

金等机构研究员 

调研主题：纤维素乙醇申报国家

定点的审批情况、公司各产业盈

利水平及盈利能力；循环经济产

业链的详细情况；技术优势及核

心竞争力。 

2012 年 02 月 20

日 
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证券公司、投资基

金等机构研究员 

调研主题：低聚木糖产品的成本

优势及市场情况；主要原材料采

购情况；循环经济产业链剖析；

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纤维素

乙醇申报国家定点的进展情况；

各产业竞争优势、盈利水平及盈

利能力；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少博 

2012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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