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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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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刘伯哲 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

据真实性。 

王奎旗 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

据真实性。 

荣辉 监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

据真实性。 

逄曙光 独立董事 
认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被选举为独立董事，无

法判断 2019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刘维秀 财务总监 
接受公司安排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财务总监，

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真实性。 

聂伟才 独立董事 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倪浩嫣 独立董事 
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

据真实性。 

声明 

董事刘伯哲、王奎旗，监事荣辉认为：执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真实性。独立董事逄曙光认为：2019 年 6

月 27 日被选举为独立董事，无法判断 2019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财务总监刘维秀认为：接受公司安排工作调整，不

再担任财务总监，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真实性。独立董事聂伟才认为：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独立董事倪浩嫣认为：执

行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无法判断财务数据真实性。上述人员无法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请投资者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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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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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龙力 股票代码 0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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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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德 

办公地址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话 0534-8103166 0534-8103166 

电子信箱 llgf@longlive.cn llgf@longlive.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6,764,287.17 511,999,383.49 -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272,710.63 -151,539,884.71 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139,752.31 -153,237,364.05 48.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944,256.38 140,824,023.51 -7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24 -0.2528 -4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24 -0.2528 -4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7% 35.70% -29.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82,645,050.41 1,493,190,539.62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62,075,348.04 -3,236,367,273.65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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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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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博 境内自然人 17.41% 104,376,767 82,750,451 
质押 104,370,451 

冻结 104,376,767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4% 60,787,219    

黄小榕 境内自然人 2.95% 17,709,923    

盛勇 境内自然人 1.54% 9,223,918    

杨锋 境内自然人 1.18% 7,084,023    

张冬 境内自然人 0.51% 3,056,743    

冯昆明 境内自然人 0.43% 2,559,893    

马南杰 境内自然人 0.42% 2,503,743    

郑文涌 境内自然人 0.40% 2,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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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 境内自然人 0.40% 2,374,2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张冬和股东曹星为夫妻关系，属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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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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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仍尽最大努力保证生产经营，维护公司各方面稳定。

为此，公司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积极就化解债务危机与多方进行沟通，努力推动债务重整工作；同时，公司将继续抓

好生产组织和原料采购，降低运营成本，认真做好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工作，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缓解资金压力，以保

证持续经营的稳定性；此外，公司还将通过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适当缩短应收账款账龄以及对个别形成坏账的单位进

行诉讼等措施，加强款项回收、持续改善现金流，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0676.43万元，与去年同比降低59.62%；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亏损22327.27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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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科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年初金额

180,343,399.99元，拆分为“应收票据”0 元，“应收

账款”180,343,399.99 元；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年初金额

115,221,765.73元，拆分为“应付票据”0元，“应付

账款”115,221,765.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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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中，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

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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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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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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