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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2-055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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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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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2,484,335,288.19 2,116,644,932.26 1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703,825,095.04 1,649,912,599.99 3.34% 

股本（股） 186,400,000.00 186,4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9.14 8.85 3.28%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25,390,156.25 -20.08% 769,203,648.32 -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7,661,171.22 -7.89% 61,120,139.08 -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31,945,087.83 -5.7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71 -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1.11% 0.33 -1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1.11% 0.33 -1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 -37.35% 3.64% -37.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41.61% 3.26% -39.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55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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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9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36,800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7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6,747,600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3,4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4,400 

周锦清 3,0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8,000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理财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28,035 人民币普通股 2,328,035 

赵英姿 1,8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9,600 

许淑华 1,70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4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锐集一号 1,669,009 人民币普通股 1,669,009 

唐  众 1,533,983 人民币普通股 1,533,983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1,548 人民币普通股 1,471,548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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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 37.00%，系公司季度末发行短期融资券资金所致； 

2、应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减少 36.07%，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减少 30.14%，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减少 100.00%，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5、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减少 44.88%，系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 

致； 

6、交易性金融负债：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 100.00%，系季度末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7、预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 32.28%；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8、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 154.16%，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 551.89%，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 100.00%，系公司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11、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 33.33%，系公司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12、专项储备：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 49.95%，系公司按规定计提安全专项储备所致； 

1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8.72，系公司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426.41%，系公司向汉唐盛韵文化研究中心和孔子基金会 

捐款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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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类    别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3 

发行时所作承诺 

股份锁定 程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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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避免同业竞争 

程少博、山东省

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①如本人（或本公司）与股份公司发生或存在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保证本着公允、透明的原则，遵循

公开的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同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②本人（或本公司）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

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③本人（或本公司）保证不会通过向股份公司借款，由

股份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各种方式侵

占股份公司的资金。 

④本人（或本公司）将确保本公司附属企业遵循上述承

诺。 

规范关联交易 

程少博、山东省

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①如本人（或本公司）与股份公司发生或存在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保证本着公允、透明的原则，遵循

公开的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同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②本人（或本公司）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

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③本人（或本公司）保证不会通过向股份公司借款，由

股份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各种方式侵

占股份公司的资金。 

④本人（或本公司）将确保本公司附属企业遵循上述承

诺。 

追加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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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 至 1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710.2 至 9,423.58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668,876.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2 年 10 月份公司纤维燃料乙醇实现供货。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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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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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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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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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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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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6 月 06 日 
公司科技园三楼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研究员 

调研主题：纤维素乙醇申报国家定点获批后对公

司的影响；公司各产业基本情况，竞争情况及公

司的竞争优势，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 

2012 年 07 月 20 日 
公司科技园三楼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基金公司

研究员 

调研主题：公司各产业基本情况；生产运营情况；

纤维素乙醇申报国家定点获批后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少博 

2012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