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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证券简称：*ST 龙力                       公告编号：2019-027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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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辉 监事 
财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无法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刘伯哲 董事 
财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无法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声明 

董事刘伯哲、监事荣辉无法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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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雅正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聂伟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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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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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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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jinlei@longl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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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大健康产业：以玉米芯、玉米为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功能糖、淀粉及淀粉糖等产品，并循环利用功能

糖生产中产生的玉米芯废渣生产第2代燃料乙醇等新能源产品。按照原料来源及工艺流程可将公司现有产品分为三大类别：1）

以玉米芯为原料；第一步，利用玉米芯秸秆中的半纤维素成分，通过现代生化技术制备低聚木糖、木糖、木糖醇、阿拉伯糖

等功能糖产品；第二步，利用功能糖生产中产生的玉米芯废渣，采用先进的酶解技术进一步制造第2代燃料乙醇（纤维素乙

醇）等新能源产品；第三步，对生产纤维素乙醇后的玉米芯废渣进行第三次开发，提取其中的木质素成分，生产新型绿色高

分子材料木质素。2）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玉米淀粉，或进一步加工生产结晶葡萄糖、高麦芽糖浆等淀粉糖产品。3）以玉米

秸杆为原料，公司致力进行生物质综合利用。 

（2）、互联网产业：1）数字营销：凭借大数据深度挖掘和使用能力，对来自海量媒体受众消费行为和轨迹进行实时追踪；

以自有DMP+SSP平台为依托，为来自百度网盟、导航、电商等众多领域的客户提供数字营销、APP推广营销服务。2）数字

发行：以移动运营商为核心渠道，专注于数字内容发行，产品线主要包括手机游戏、文字阅读、动漫、短信、IVR等产品的

发行推广和运营维护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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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55,665,279.85 1,965,878,826.54 -56.47% 879,568,49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5,487,818.18 -3,483,328,913.74 -21.01% 117,473,15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9,602,413.90 -1,179,929,428.61 16.92% 99,512,73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595,082.86 -250,347,601.20 -202.10% 201,733,292.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68 -5.81 -21.00% 0.2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68 -5.81 -21.00% 0.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51% -266.41% -41.25% 5.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93,190,539.62 4,052,687,871.65 -63.16% 4,226,449,33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36,367,273.65 -348,656,489.26 812.64% 3,049,189,374.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1,578,900.09 270,420,483.40 163,507,422.06 180,158,47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54,461.02 -132,985,423.69 -101,627,445.56 -2,552,320,48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68,475.30 -133,568,888.75 -101,974,717.17 

-1,124,390,33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88,839.73 25,035,183.78 154,904,303.33 -40,133,243.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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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5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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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黄小榕 境内自然人 2.95% 17,709,923 0   

盛勇 境内自然人 1.54% 9,223,918 0   

杨锋 境内自然人 1.18% 7,084,023 0   

张冬 境内自然人 1.08% 6,456,743 0   

曹星 境内自然人 0.46% 2,767,175 0   

陈佳平 境内自然人 0.45% 2,671,137 0   

马南杰 境内自然人 0.42% 2,503,743 0   

郑文涌 境内自然人 0.40% 2,400,0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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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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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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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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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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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爆发债务危机后的首个年度，是公司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发展形势，全体干部员工恪尽

职守、勇于担当，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正常运行，以实际行动彰显了龙力人感恩文化的精髓。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功能糖 323,450,445.10 98,997,721.81 30.61% -27.58% 37.81% 14.53% 

淀粉及淀粉糖 140,172,973.60 -4,020,208.55 -2.87% -58.52% -417.23% -3.24% 

数字营销 232,799,313.90 41,290,281.39 17.74% 11.78% -57.93%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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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发行 114,284,785.50 21,905,992.33 19.17% 11.78% -65.73% -22.8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债务危机及流动性风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同比大幅下

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

年5月2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数，2018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股票将自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董事会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工作措施 

将通过内生式挖掘和外延式拓展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持续推动公司业务协同工作和资源整合，开

源节流、降本增效。 

（一）积极化解债务危机 

包括但不限于在当地政府机构的协调下，积极与多方债权人协调沟通，协商延期还款或调整后续债

务偿还等方式进行债务重整，同时就筹资安排与多方进行沟通，全力以赴地推进偿债资金及补充流动资金

的筹集事务，但债务重整事项的推进受各方协商结果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仍保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在此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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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缓

解资金压力，以保证持续经营的稳定性。 

（三）加强款项回收，持续改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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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积极配合证监会立案调查 

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按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及时汇报有关核查工作进展等。 

2019年，公司将合理制定年度经营计划，以效益为中心，争取相关订单，完善内部控制精细管理，

进一步降低成本费用，盘活存量资产，持续改善现金流；同时，继续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安排，从多方面争

取2019年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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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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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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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

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

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

“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180,343,399.99元，上期金额183,939,803.51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15,221,765.73元，上期金额735,286,866.93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

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456,683,637.49元，上期金额428,215.75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

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

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25,670,376.39

元，上期金额23,000,174.54元，重分类至

“研发费用”。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无需要披露主要会计估计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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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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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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