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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廖学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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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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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61,032.32 345,038,225.31 -3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97,831.29 -7,286,504.13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35,373.88 -9,052,872.10 -1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131,847.87 55,381,489.70 1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2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2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1.44%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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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151,314.70 1,641,675,826.34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2,064,002.86 548,493,856.30 -1.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8,007.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7,447.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5,178.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4,912.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163.53  

合计 3,637,542.5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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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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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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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田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41.93% 154,522,500 0 质押 33,000,000 

FERNANDO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6.66% 24,536,147 0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6% 7,959,8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小

盘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 5,229,683 0   

康辛茹 境内自然人 0.46% 1,681,609 0   

廖红元 境内自然人 0.36% 1,330,000 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0.30% 1,087,663 0   

吴恩忠 境内自然人 0.27% 1,000,000 0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灵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5% 904,300 0   

孙艳娟 境内自然人 0.24% 900,0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利田发展有限公司 154,5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522,500 

FERNANDO CORPORATION 24,536,147 人民币普通股 24,536,1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 7,95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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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

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29,683 人民币普通股 5,229,683 

康辛茹 1,681,609 人民币普通股 1,681,609 

廖红元 1,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 

李伟 1,087,663 人民币普通股 1,087,663 

吴恩忠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

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904,300 

孙艳娟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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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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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2020-3-31 2019-12-31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50,399,859.91  283,156,363.56  23.75%  

应收账款  300,863,747.62  440,795,365.52  -31.75% 系报告期内营收减少，应收款随之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  2,154,433.50   8,045,658.17  -73.22% 系报告期末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

致 

其他应收款  8,967,207.20   6,422,162.50  39.63% 主要系期末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231,867,002.63  220,359,902.93  5.22%  

其他流动资产  14,737,501.29   28,505,861.34  -48.30%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的进项税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9,882,643.53   30,470,895.60  -1.93%  

固定资产  461,247,159.42  480,877,765.01  -4.08%  

无形资产  81,532,330.21   82,010,480.34  -0.58% 。 

长期待摊费用  739,276.81   1,149,235.02  -35.67% 系长期待摊费用按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432,361,280.32  401,497,114.89  7.69%  

应付账款  272,011,242.12  337,917,720.71  -19.50%  

预收款项  29,224,240.91   19,892,973.96  46.91% 系报告期内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598,666.22   52,240,134.12  -64.4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预提太仓员

工遣散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554,818.33   32,953,217.85  -80.11% 系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  98,151,505.50   87,595,489.44  12.05%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234,761,032.32  345,038,225.31  -31.96% 受疫情影响，公司生产和销售相比上年同

期大幅延迟，导致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209,224,627.18  301,415,072.85 -30.59% 系收入减少，成本随之减少 

销售费用  8,986,149.69  13,172,085.28 -31.78% 系报告期内与收入相关的营销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  19,012,135.56  21,769,052.06 -12.66%  

财务费用  3,103,867.43  12,545,856.68 -75.26% 系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汇兑收益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21,389.78 -1,235,029.09 57.78% 系报告期内权益法计算的长期投资损失

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41,346.70 -18,122.12 -679.97% 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的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4,673,149.29 2,218,915.32 110.6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中洲支付的临时安

置费补偿款增加 

所得税费用 674,183.23 1,406,134.62 -52.05% 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深圳信隆盈利减

少，导致所得税费用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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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0,349,447.96 -13,166,529.43 21.4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大幅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97,831.29 -7,286,504.13 10.82% 

少数股东损益 -3,851,616.67 -5,880,025.30 34.50% 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相比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31,847.87   55,381,489.70  13.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7,459.58 -29,378,749.16 81.22% 系报告期内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0,421.50  -5,438,161.64 239.94% 系报告期内取得的借款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243,496.35  18,850,173.21 256.73% 主要系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截至2020年3月31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相关股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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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1月 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最近一期的股东人数？答：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公司股东总数 26338名。

2、近日公司股价已达到回购价格 5.5元，是否不回购了？答：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才能实施。3、公司何时披露 2019

年度业绩预报？答：公司预计在春节假期前将会披露 2019年度业绩预报。4、是否有

高送转的计划？答；目前还无法得知，公司将需要在财务完成 2019年度结算之后才会

提出 2019利润分配的方案。 

2020年 01月 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美国诉讼案的费用是否将计入 2019年报？答：公司 2019年 3季度披露的涉及诉讼

公告公司并未直接收到诉讼通知，是否将发生有关的费用及可能的费用金额尚无法得

知，后续公司将视实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 

2020年 01月 0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运营情况及行业情况等。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的“信

隆健康 2020年 01月 0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1月 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最近一期的股东人数？答：截至 2020年 1月 10日止，公司股东总数 25,524名。2、

有无高送转的计划？会出高送转的公告吗？答：目前还无法得知，公司需要在完成 2019

年度财务结算之后才会提出 2019利润分配的方案。 

2020年 01月 1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运营情况及行业情况等。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的“信

隆健康 2020年 01月 1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1月 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昨天是否有机构来公司调研？  答：是，昨天有几家投资机构来公司调研。2、公

司是否会刊登昨日机构调研的报告？答：是的，我们正在整理昨天机构调研的情况报

告，整理完成就会依规定披露。3、龙华厂城市更新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答：公司原

龙华厂城市更新项目由于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多次变动，项目规划也相应多次调整，

目前正在等待政府的审批。4、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预计如何？答：一季度是一般是公

司业务的传统淡季，实际的业绩情况请您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5、

公司公告了太仓信隆调整经营策略主要进行哪些调整？答：由于太仓信隆连年亏损形

成上市公司巨大的财务包袱，太仓信隆通过业务移转天津信隆、出售部分资产、出租

经营场地转型为经营自有资产出租业务进行经营策略调整。本次太仓信隆调整经营策

略，迅速扭亏止损，不再成为集团的负累，另 一方面天津信隆将因承接从太仓信隆移

转的订单，每年至少增加 1.1 亿元营业额，进而达到经济规模，从而有助于承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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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隆原本金额较大的固定费用，避免天津信隆亏损继续扩大，通过集团资源的最有效

配置，发挥综合战力，能提高上市公司集团经营管理及资产使用效率，提高资产的收

益能力，为公司股东创造最大利益。 

2020年 01月 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预计何时发业绩预告？  答：公司会在 1月 23日前披露 2019年度业绩预告。 

2020年 01月 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电动滑板车预计下一阶段什么时候开始出货？ 答：客户自 2019第四季度开始

对原有的车款进行优化，待车款优化的工作完成后才会开始商谈新的业务，何时开始

出货？目前尚无法预计。2、公司电动滑板车客户收到货之后多久可收到货款？答：公

司与不同客户有不同的付款约定，一般每月对账一次，完成对账后约 1～2个月收到货

款。有的客户会支部分付预付款。3、2020年一季度业绩会有增长吗？答：一季度基本

是公司的传统淡季。 4、共享电动滑板车的盛行，是否会激发出个人使用的市场？答：

共享电动滑板车的盛行，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体验电动滑板板车愉悦美好的骑行经验，

应该有机会激发出更大的个人版电动滑板车市场 。 5、2019年公司个人使用的滑板车

出货量大约有多少？答：2019年公司个人版电动滑板车的出货量大约十万台左右。6、

公司是否确实要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答：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确定将按相关方案及规定实施。 

2020年 01月 1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运营情况及行业情况等。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的“信

隆健康 2020年 01月 1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年 01月 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预计何时披露业绩预告？ 答：公司将依规定在 1月 23日前披露 2019年业绩

预告。2、最近公司有机构调研，何时披露调研记录？答：我们正在整理机构调研的记

录，会尽快整理完并依规定披露。3、美国诉讼案是否会影响 2019年的业绩？答：公

司 2019年 3季度披露的涉及诉讼公告公司并未直接收到诉讼通知，是否将发生有关的

费用及可能的费用金额尚无法得知，后续公司将视实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4、公

司 2019年的业绩主要得益于电动滑板车吗？答：是的，公司 2019年共享电动滑板车

出货量大幅增加，带动公司的营收及利润明显增长。5、公司是否生产销售电动滑轮车？

答：公司目前没有生产销售“电动滑轮车”。6、公司 2020年的电动滑板车的订单什

么时候能定下来？答：客户自 2019第四季度开始对原有的车款进行优化，待车款优化

的工作完成后才会开始商谈新的业务，何时开始出货？目前尚无法预计。7、2019年电

动滑板车的订单都完成了吗？答：是的，基本都完成了，仅剩收尾的工作了。8、深圳

建自行车道对公司有什么影响？答：深圳普设自行车专用道，创造良好的自行车骑行

环境，有利于自行车行业的发展，公司作为世界最大自行车零配件制造供应商的业务

发展也将同时受惠。 

2020年 01月 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预计何时披露 2019业绩预告？答：公司将在 1月 23日前披露 2019年度业绩预告。

2、近期公司业绩变化较大主要因素是营业收益增加还是投资收益增加？答：主要是营

收增加。3、2019年的业绩增长幅度将会有多大？答：公司财务正在进行 2019年度的

财务核算，目前无法得知结果，请您关注公司将于近期披露的 2019年业绩预告。 

2020年 01月 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 2019业绩预报何时披露？答：公司将在 1月 23日前披露 2019年度业绩预告。 

2020年 01月 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 2019业绩预报何时披露？答：公司将于 1月 23日开始放假，年度业绩预告将

在放假前发布。2、公司最近一期股东人数多少？答：截至 1月 20日至，公司股东总

数为 27,163名。 

2020年 03月 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作为共享单车零部件供应商，是否因疫情的影响对于共享出行的需求增加？答：

疫情期间多数人为了避免群聚感染减少搭乘大众交通，理应增加对共享出行的需求，

但可能因为各地基于疫情防控的限行尚未完全解除，返城工作、出行的人数尚未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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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呈现共享出行的需求明显增加的情况。2、2016年、2017年共享单车高峰期

公司共享单车配件的营收/获利占公司整体的营收/获利比例有多少？答：该 2个年度

公司得利于共享单车零配件的营收/占比确实明显提高，详情请您参阅公司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 2016及 2017年度报告。3、公司目前复工复产的比例已经达到多少？答：

目前为止公司复工复产率大约 50%左右。 

2020年 03月 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最近一期的股东人数多少？答：截至 2月 28日止公司股东总数为 28,389名。

2、公司是否有并购计划，有没有国内外的并购标的？答：公司除致力于内生发展之外，

并且长期关注康复器材行业上下游的发展情况，寻找国内外合适有价值的标的作为并

购重组的对象，但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各项条件均能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配的标的。3、

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是否亏损？答：一季度向来是公司传统的淡季，今年一季度势必也

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情况不容乐观。4、原龙华厂区拆迁目前进展情况如何？答：

公司原龙华厂城市更新项目由于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多次变动，项目规划也相应多次

调整，目前正在等待政府的审批，春节假期后，相关工作进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目前暂时停滞。 

2020年 03月 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三大产业的营收占比各是多少？答：公司自行车业务营收占比大约 55%，运动

健身器材+康复器材的营收占比大约是 45%，每年会有些微变化，详情请参阅公司各年

度的年度报告。2、公司目前复工情况如何？答：公司员工返岗复工是逐步到位的，目

前已经差不多完成复工复产了。3、2019年业绩是否会有大幅度增长？答：公司共享电

动滑板车业务自 2018年开始，2019年有速度较快的增长。4、公司外销业务的情况？

答：公司产品外销比例约占营收的 60%。5、公司产品的外销市场在哪？答：公司产品

行销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美洲、日本、澳洲等世界主要消费市场。6、电动滑板车主

要销到国内还是国外？答：公司电动滑板车产品包括整车及零配件，其终端消费市场

均在欧美等国外地区；整车的交货端在客户指定国外港口，零部件则交货至客户指定

的整装工厂完成组装后外销。 

2020年 03月 2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依公司披露的变更参股公司业绩补偿方式的公告，为何给公司的补偿是 20%？答：

由于公司持有参股公司天腾动力 20%的股权，业绩补偿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补偿，所以

是 20%2、为什么不用股份划转的方式进行补偿？答：天腾动力的核心产品是“中置电

机”，中置电机是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关键组件，电动辅助自行车是自行车行业新的重

要发展趋势。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要加强与电动辅助自行车厂商合作，投资天

腾动力能加强公司与其未来深入的技术合作，提升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自行车零

配件产品市场地位。以股权划转的方式首先需要得到大股东的同意，并且天腾动力的

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个人利益和天腾动力的利

益是一致的，股权划转的方式将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这样不利于天腾动力的稳定

与长远发展，从而损害到上市公司的利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学金 

 

2020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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