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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3-004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力生物 股票代码 0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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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立娟  

电话 0534-8103166  

传真 0534-8103168  

电子信箱 gaolijuan@longlive.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1,014,165,403.32 1,232,561,088.16 -17.72% 1,063,818,16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115,002.32 85,668,876.36 -15.82% 90,750,06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473,454.58 78,777,335.04 -19.43% 84,287,89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635,390.02 196,897,685.18 -29.08% 173,901,90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54 -27.78%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54 -27.78%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14.4% -9.21% 14.73%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2,467,151,277.15 2,116,644,932.26 16.56% 1,170,742,51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5,323,017.37 1,649,912,599.99 3.96% 634,579,564.25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6,8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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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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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博 境内自然人 22.55% 42,025,200 41,985,200 质押 17,000,00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2% 28,936,800 0   

成就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7% 6,100,000 0   

德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2% 5,263,940 0   

中信证券－中

信－中信理财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02% 3,756,341 0   

王光明 境内自然人 1.86% 3,459,200 0   

顾东升 境内自然人 1.46% 2,728,600 0   

海澜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2,476,337 0   

赵英姿 境内自然人 0.99% 1,839,600 0   

许淑华 境内自然人 0.91% 1,700,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12年是公司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是公司发展史上承上启下意义非凡的一年, 是龙力公司飞跃发展的一年，在

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董事的关心和支持下，积极践行“促销售、增利润、提素质”九字经营方针，实施五大发展战略

和六项管理革新，公司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1416.5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211.5万元。 

（一）、企业荣誉硕果累累 

2012年是辛勤付出的一年，又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公司先后获得多项荣誉,主要包括: 

中国轻工业食品配料行业十强企业 

中国营养健康产业三十强企业 

中国轻工业价值能力百强企业 

中轻联工业品牌培育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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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理事会绿色企业管理奖 

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 

山东省第五届绿博会绿色发展企业 

山东省第九届消费者满意单位 

德州市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单位等。在企业取得荣誉的同时,董事长程少博也被授予“2011首届德州绿色年度人物”。 

今年2月份，董事长程少博代表公司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取公司获得的2011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了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对公司践行科技兴企、发展循环经

济产业和健康事业的最高认可,在行业内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销售业绩保持稳定 

2012年全国经济形势面临下滑，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2012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物价

总体水平仍然维持较高水平，这就使我公司传统产业淀粉及淀粉糖产品的生产经营的成本居高不下，同时，伴随着物价上涨，

对需求形成抑制，特别是对出口产品的放缓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使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的销售及下游市场形

成了冲击，使销量相对略有下降。  

尽管如此 ，公司在营销方面加强管理，保证燃料乙醇定点供应的同时，在调整功能糖销售政策及加大新客户的营销

力度上不断强化，公司的营销在2012年合并范围不含青岛世纪龙力公司的情况下，实现销售收入10.142亿元，不考虑燃料乙

醇的补贴因素，实现净利润7211.5万元，从多方面使生产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发展。 

（三）、研发实力逐步增强 

2012年公司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共申报专利技术19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8项。获得山东省技术创新优秀

成果一等奖1项，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奖1项。今年12月份公司三项研发新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包括“超高纯度低聚木糖与阿

拉伯糖、木糖联产的制备工艺研究”、“生物酶法制备木糖工艺研究”、“活性酶解木质素制备工艺研究”三个项目，鉴定结论

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发中心和乙醇公司联合研制的木质素联产乙醇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公司给予重奖。 

（四）、生产管理井然有序 

2012年，生产中心继续强化生产管理，在各车间广泛开展节能降耗、技术改造等活动，引导员工精打细算，合理利用

现有资源，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 

（五）、人力管理日益规范 

今年，公司调整组织架构，把原来的事业部制调整为十大中心，调整后组织结构更加严谨，更加符合上市公司内控要

求，使运行效率显著提高，有效的增强了公司的总体管控能力: 

（六）、战略升级管理优化 

2012年4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正式发布，提出了“用芯改变世界”的企业使命和“世界级生物制造产业领导者”的战略愿

景。公司新战略的发布对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让广大干部职工明确了企业发展的方向，为形成共同的价

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品牌影响迅速提升 

公司全年在各大行业纸媒体发布软文160多篇，在各大行业网站发布软文6000余篇，出版了《龙力视界》四期、《功能

糖报》6期和《龙力人》13期，其中《龙力人》报纸获得 “山东省十佳企业创新报刊”荣誉称号。2012年10月8日，公司纤维

燃料乙醇正式供货石油系统，这一消息受到了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经济日报、大众日报、新浪

网、搜狐网等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 

（八）、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2012年是公司幕投项目开工建设的关键年，幕投项目部、基建部、生产中心等部门的员工迎难而上，牺牲节假日和休

息时间，始终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项目建设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九）、燃料乙醇获得国家定点生产资格并供货 

2012年5月14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发改委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万吨/年纤维燃

料乙醇项目核准的批复》的通知，项目最终产品方案为主产变性燃料乙醇5.15万吨/年，副产液体二氧化碳2.5万吨/年。至此，

公司作为目前首家能够生产二代纤维燃料乙醇的企业，获得了国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资格，按照“定点生产、定向流通、封

闭运行”的模式向石油部门进行销售。2012年10月8日，根据山东省发改委下发的生产计划，公司正式向石油部门供应燃料乙

醇。 

二、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展望 

（一）、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2012年4月，公司发布战略发展规划，提出了“世界级生物制造产业领导者，中国化玉米全株价值运营商”的企业定位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4 

和“用芯改变世界”的企业使命和愿景。 

公司将以龙力品牌为核心, 采用现代生物及绿色生产技术技术对玉米芯、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类可再生资源实施生物质

利用，通过整合公司现有的品牌文化、工艺技术、人才与资金等，打造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龙力生物循环经济工艺包”， 通

过扩产、收购、异地建厂等方式进行产业复制，实行企业的快速扩张。 

（二）、行业发展展望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这就为龙力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龙

力公司目前的玉米全株循环经济产业，符合国家的产业方向，三大产业是国家十二五期间积极倡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

稳步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同时今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也在逐步好转，这些都为龙力公司2013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 

（1）、低聚木糖行业 

未来几年，随着人们对营养健康的重视，下游行业对“益菌因子”、“双歧因子”概念的推广，低聚木糖应用领域更加广

泛，产销量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通过其对肠道内有害菌强大的抑制作用，预计今后几年市场增长率可达到30%左右。同时，

高端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将更高，产品的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 

公司6000吨低聚木糖募投项目正在建设之中，预计2013年下半年达产。鉴于公司在低聚木糖产品上的竞争优势，公司

能够保证该项目投产后达到项目预期的投资效益。 

（2）、木糖醇行业 

木糖醇的利润水平主要受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的影响。在生产方面，2012年玉米芯价格上涨，而且未来仍有上涨的压

力，对木糖醇企业的利润水平影响较大；在市场供应方面，近几年，随着行业经过整合优化，目前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生产

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和销售渠道广的几家大企业，市场集中度明显提高，目前木糖醇的价格已经企稳，行业利润水平趋于正

常。 

公司是木糖醇制造商第一家上市公司，未来，公司还将利用资本优势，整合行业更多资源，成为本行业龙头企业。  

（3）、因淀粉和淀粉糖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且进一步发展存在一定的政策制约，因此为集中优势发展功能糖和纤维

素乙醇，未来，公司对淀粉和淀粉糖业务将实行“稳定为主、合理压缩、择机升级”的策略，逐渐降低淀粉和淀粉糖的生产规

模。 

（4）、燃料乙醇行业 

近几年，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长，空气污染加剧，特别是2012年冬季，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性、大面积雾霾

天气频发，促使“发展清洁能源，升级油品质量”，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焦点。据相关媒体报道，在全国31个省份的

两会期间，有24个省份的两会代表提及空气质量，即近八成的地方两会关注了中东部地区出现的雾霾现象以及该省的生态环

境和空气质量问题。公司主营业务二代纤维燃料乙醇作为一项新能源产品正好符合此类议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资本

市场的关注。  

     纤维素乙醇无毒且可生物降解，在不进行发动机改造的前提下，动力性能基本不变，促进汽油充分燃烧并减少碳氢、

氮氧等尾气污染物排放30%以上，有效的降低和减少了有害的尾气排放。 

国家能源局在《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在“十二五”时期，建设一批产业化规模的纤维素乙醇示范工程，

建成纤维素酶批量生产基地。到2015年，生物燃料乙醇年产量达到400万吨。 

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农业产业发展的角度，纤维素燃料乙醇都具有是很高的推广价值和

发展空间。 

三、2013年工作目标 

2013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人力资源中心要据此制定各项考核指标，公司各中心要通过强

化管理不断开拓创新，加强各项工作的计划性和预算性，节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降低采购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进一步的

夯实各项基础管理工作，为完成利润指标努力工作。 

四、2013年工作措施 

2013年，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强化管理不断开拓创新，加强各项工作的计划性和

预算性，节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降低采购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进一步的夯实各项基础管理工作，完成年度利润指标。 

（一）、强化营销管理，提升销售业绩 

1、明确销售任务，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完善营销机制。强化团队建设，理顺营销政策，强化营销考核，制

定营销模式；进一步完善服务流程，要形成客户公关、技术支持、售中咨询、发货及售后跟踪为一体的服务体系；做好大客

户公关，加强对大客户管理和服务，杜绝大客户的流失；做好新产品木质素的市场销售，新材料木质素是公司今年开发的新

产品,该产品可作为橡胶助剂、燃料分散剂，沥青改性添加剂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营销人员要积极调研市场,寻找目标客

户,争取早日见到效益。 

（二）、强化成本管理，提升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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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成本意识，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完善的费用控制体系。一要严把预算关，各级管理者要根据预算计划对各项

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审议，从源头上控制费用。二要严把开支关，采购仓储中心要严格按照“科学有效、公正公

开、比质比价、监督制约”的原则及“降低采购成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工作效率”的思路去工作，实施比价采购，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费用。三要控制好计划外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出差、请客等。四要大力推行信息化、无

纸化办公,控制办公用品的领用,减少办公费用。五要制定好各项费用标准，严禁超标准支出。 

（三）、强化生产管理，提升产业水平 

 以成本控制为工作重点，实行成本考核、质量考核、产量考核为一体的车间管控体系，确保销售需求。持续推行精

益生产，向管理要效益；理顺工艺技术，保证高效生产；提高乙醇产业化水平；加强环保控制。 

（四）、强化研发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企业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研发能力，才能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研

发工作；继续完善和落实研发人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加强与国外研发机构的合作 

（五）、强化质量管理，提升产品品质 

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生命”的观念；要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建全和完善质量奖罚机制；对影响质量的关键控制点要重

点进行操作培训。  

（六）、强化项目管理，提升企业实力 

公司目前正在建设的食品级木糖及结晶阿拉伯糖联产项目、低聚木糖项目、功能糖综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都计

划2013年竣工并投产使用。公司树立“精心设计是灵魂，规范管理是保障”的项目理念。制定出超强的工作措施，保质保量地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七）、强化文化管理，提升品牌影响力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尤其是当品牌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之后，会促成消费者对品牌认知的忠诚。可以达到

拓展市场，促进销售的目的。2013年公司要继续加强品牌宣传力度，规范品牌管理，利用好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

三大宣传平台。 

（八）、强化人力管理，提升全员素质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绩效管理革新；加强素质教育，忠诚于企业；加强团队作风建设 

（九）、强化安全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一是要在公司内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工作。二是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十）、强化后勤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行管中心要继续提高员工生活质量和水平，全面完成宿舍改造，住宅楼开工建设，同时加强日常卫生管理和设施维护，

使员工工作和生活更加舒心、安心。 

五、未来面对的风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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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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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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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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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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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为食品类企业经营的重中之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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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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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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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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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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是因为2012年6月对外转让全资子公司世纪龙力所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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