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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8-06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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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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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龄宝 股票代码 00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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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霞 张锋锋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东外环路 1 号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东外环路 1 号 

电话 0534-8918658 0534-8918658 

电子信箱 blblx9677@126.com blbzf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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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663,235.45 796,508,924.87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33,853.09 36,308,112.19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109,112.31 30,237,313.45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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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812,115.18 -28,642,24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3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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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130,778.55 2,106,919,776.89 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9,006,198.06 1,522,850,018.4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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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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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利 境内自然人 15.05% 55,585,497 27,792,748   

宁波趵朴富通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8% 36,102,805 0   

北京永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5% 36,016,841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股东增持 23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25% 11,991,869 0   

薛建平 境内自然人 2.32% 8,548,605 4,274,302   

王乃强 境内自然人 2.32% 8,548,605 4,274,302   

杨远志 境内自然人 2.32% 8,548,605 4,274,302   

李刚 境内自然人 2.23% 8,250,000 0   

宋建波 境内自然人 1.64% 6,048,47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4,45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 2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根据 2017 年 1 月 19 日北京永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与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刘宗利、

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分别将其持有的 32317237 股、4970133 股、4970133 股、4970133

股，共合计 47227636 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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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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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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及年度预算目标，进一步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加快研发创新

步伐，在稳定现有业务基础上，继续市场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各项业务

稳步推进。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9亿元，同比增长2.78%，实现净利润3703.39万元，同比

增长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研发稳步推进  

公司一直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科技竞争力。围绕

功能糖产品成本降低、工艺提升及新产品开发，持续提升公司研发实力。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发明专利

共4项。上半年，公司参与制定了《低聚糖通用技术规则》（GB/T 25920-2018）、《食用葡萄糖》（GB/T 

20880-2018）、《低聚异麦芽糖》（GB/T 20881-2017）、《麦芽糖》（GB/T 20883-2017）国家标准正式

公布，对公司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起到积极作用。公司重视研发队伍建设及研发人员能力提升，上半年，

技术总监李克文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二、积极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公司始终本着“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以质量为依托，树立品牌形象，满足市场需求，打造

绿色企业，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一是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新产品工艺过程控制，通过风险

管理确保产品质量；二是重视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工艺改进和技术改造，持续提升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

水平；三是提倡绿色制造理念，推行清洁生产工作，改进生产工艺，从源头降低污染物排放。上半年，公

司成功接受美国FDA现场审核，并获得零扣分项的优异成绩。 

三、营销深化改革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报告期内，公司以利润为导向，强化经营单元，明确责权利，持续推进市场管理，公司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积累了大量优质客户，并与客户构建了持续稳固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借助差异化营销及功能产品定

位，以质量和品牌优势，着重抓好重点客户、服务好大客户，市场潜力得以进一步释放；持续推进产品结

构调整，保持功能糖业务稳定发展，上半年，赤藓糖醇业务增长120.27%，出口业务增长超过20%。 

四、紧跟政策趋势推进发展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党的十九大后获批的首个区域性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

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公司作为功能糖行业的龙头企业，区域发展的骨干企业，积极对接政

策，加快技术创新。上半年，公司低聚物抗性糊精绿色制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入选2018年山东省厅市会商

及新旧动能转换立项项目名单，公司获得山东省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成功入选山东省绿色制造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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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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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2018年6月28日，公司完成转让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晖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智晖投资股权，智晖投资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山东保龄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日，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的二

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100.00%表决权，截止2018年6月30日保龄宝（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尚未

对其出资。 

山东保龄宝倍健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2日，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的

三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100.00%表决权，自成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截止2018年6月30日山东

保龄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尚未对其出资。 

2018年2月27日，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受让祥誉有限公司100%股权，为本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其拥有100.00%表决权，截止2018年6月30日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尚未对其出资。 

    2018年4月26日，祥誉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进入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占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70%

股权，注册资本为28,075,892.4港元，为公司的三级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70.00%表决权，自增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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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1、山东保龄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山东保龄宝倍健食品有限公司； 

    3、祥誉有限公司； 

4、梁济时药业有限公司。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淑芬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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