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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健康                           公告编号：2017-023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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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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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学金 董事长 参加证监局会议 廖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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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隆健康 股票代码 0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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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秋 周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 

电话 0755-27749423-8105 0755-27749423-8182 

电子信箱 cmo@hlcorp.com Chester_zhou@hl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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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70,731.09 636,040,820.73 4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14,262.33 18,244,218.26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605,669.84 7,708,385.32 25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98,600.70 65,240,714.06 -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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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050 6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050 6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3.9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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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139,591.10 1,393,041,277.43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860,323.66 483,374,866.86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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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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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IO

N 
境外法人 6.66% 24,536,14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8% 4,723,000 0   

刘营 境内自然人 0.68% 2,523,500 0   

梁文钧 境内自然人 0.55% 2,038,847 0   

沈阳荣建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1,700,000 0   

黄燕明 境内自然人 0.30% 1,119,096 0   

康辛茹 境内自然人 0.30% 1,118,409 0   

张慧琴 境内自然人 0.28% 1,025,200 0   

成茂源 境内自然人 0.27% 9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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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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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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延续上年度市场供过于求的影响，市场需求总量持续下滑，导致国内行业仍多

以“价格导向”为主，我司一方面以新工艺组合降低成本，充分发挥三个生产基地的协同规模

效应，集中采购、销售、提供配套服务等，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俄罗斯、伊朗、菲律宾、

印度等），以增加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努力把握共享单车快速发展的机遇，积极

争取共享单车订单，提升公司整体营收规模。 

报告期内，国内去产能效果显现，公司的主要原材料钢铁管价格在16年下半年大幅上涨

的基础上，2017年第一季度继续上涨超过20%，虽然二季度有所回落，但相比2016年末仍然

上涨接近10%，给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亦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027.0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12%，营业成本为

76,124.0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1.43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70.00%。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共

享单车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为2,977.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87%；管理费用为5,490.5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6%；财务费用为1,522.8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9.54%，财务费用

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导致汇兑损失大幅增加所致；所得税费用

为1,360.4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2.11%，所得税费用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实现

的利润需先弥补2015年度亏损1,502.01万元，导致2016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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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公司在会

计政策中作了相应修改，严格按照新准则

的要求执行会计政策。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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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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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廖学金 

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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