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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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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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学湖 董事 公务出差 廖学金 

姜绍刚 董事 出国公务 廖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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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06,862,301.61 1,393,041,277.43 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6,396,918.32 483,374,866.86 8.9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0,077,014.98 28.15% 1,350,347,746.07 3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963,196.28 220.69% 43,977,458.61 9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17,680.47 173.87% 38,423,350.30 22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196,953.81 781.52% 55,795,554.51 -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 218.18% 0.119 9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 218.18% 0.119 9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1.65% 8.72%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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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9,153.52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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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180.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59,123.32 包含中洲补偿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87,848.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4,805.93  

合计 5,554,10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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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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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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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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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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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营 境内自然人 1.32% 4,86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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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燕明 境内自然人 0.33% 1,229,096 0   

张慧琴 境内自然人 0.29% 1,056,700 0   

成茂源 境内自然人 0.27% 990,000 0   

陈能安 境内自然人 0.27% 981,233 0   

康辛茹 境内自然人 0.26% 961,609 0   

伍嘉 境内自然人 0.24% 89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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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营 4,863,719 人民币普通股 4,863,7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3,000 

黄燕明 1,229,096 人民币普通股 1,229,096 

张慧琴 1,05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6,700 

成茂源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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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能安 981,233 人民币普通股 981,233 

康辛茹 961,609 人民币普通股 961,609 

伍嘉 898,439 人民币普通股 898,4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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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 2017-9-30 2016-12-31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45,332,089.86 213,788,604.71 14.75%  

应收票据 37,513,326.64 9,232,561.19 306.32% 系报告期内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379,341,382.98 343,804,485.65 10.34%  

预付款项 37,572,778.67 5,877,348.12 539.28% 系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的预付款

增加所致 

存货 218,551,909.37 222,597,573.16 -1.8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318,432.10  100.00% 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

信 隆 投 资 ACTEV 

MOTORS,INC.50万美元，持股

2.5% 

固定资产 451,725,966.45 441,842,324.38 2.24%  

无形资产 71,772,224.80 74,632,253.08 -3.83%  

长期待摊费用 272,198.09 2,786,740.68 -90.23% 系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减

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163,268.20 24,777,816.24 -63.02% 系报告期内设备完成验收，将设

备购置款结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482,567,784.48 418,153,474.75 15.40%  

应付账款 274,158,660.49 253,668,687.52 8.08%  

应付利息 0.00 840,115.51 -100.00% 系上年末预提的借款利息报告期

内到期还本付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4,266,233.25 6,220,806.30 -31.42% 系报告期内其他往来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00,000.00 13,300,000.00 -66.92% 系报告期内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长期借款 68,393,386.95 68,514,785.96 -0.18%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350,347,746.07 979,453,535.50 37.87% 系报告期内新增共享单车订单，

导致营收大幅成长 

营业成本 1,129,907,544.48 827,209,686.76 36.59% 系随着收入增加，成本亦随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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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45,662,592.76 41,543,112.14 9.92%  

管理费用 82,738,661.18 83,155,572.62 -0.50%  

财务费用 24,325,264.92 14,585,941.54 66.77% 系报告期内人民币升值导致汇兑

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865,279.31 -1,444,597.45 436.79% 系应收账款增加，根据会计政策

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9,675.03 -100.00% 系报告期内无远期结汇合约到期

交割所致 
投资收益 819.59 -435,766.20 -100.19% 

营业外收入 11,890,175.84 19,893,482.37 -40.23% 系报告期内收到中洲集团支付的

搬迁补偿金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813,025.22 7,233,647.74 -33.46% 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

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290,147.02 5,178,196.90 233.90% 主要原因系上年实现的利润需先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导致2016年

度所得税费用较少 

净利润 42,991,502.60 14,203,826.80 202.68% 系报告期内收入大幅增加，以及

毛利率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77,458.61 22,286,531.88 97.33% 

少数股东损益 -985,956.01 -8,082,705.08 87.80% 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相比

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95,554.51 58,902,369.42 -5.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89,300.56 -22,301,624.00 -170.34% 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支出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11,545.10 -20,161,699.21 303.91% 系报告期内相比上年同期偿还的

借款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624,361.28 18,645,771.78 80.33%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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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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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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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5.00% 至 11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711 至 6,138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8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受益于第二季度共享单车收入大幅增加，导致本年度相比上年

度营收大幅增加，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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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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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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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问：公司半年度预计何时披露？答：

您好！公司财务部目前正在进行半年度

的会计核算，若有需要将依规定在 7

月 15 日以前披露业绩预计修正公告，

请您关注我们在巨潮资讯网或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2、问：公司半

年度业绩如何？答：公司财务部目前正

在进行半年度的会计核算，需等核算初

步结果出来才能确定。3、问：今年上

半年共享单车火爆，公司业绩是否大幅

增长？答：依据公司《2017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7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460 万元至 2,372 万元。4、问：公司

主要供应哪些共享单车配件？答：主要

有车把、立管、坐垫管、前叉、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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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架、碟刹、菜篮、锁壳等。5、问：

公司一季度业绩同比大幅下滑导致股

价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答：主要是

①2016 年末开始，原材料价格持续大

涨，导致成本大幅上升；②共享单车取

代了大部分城市通勤车市场需求，2017

年第一季自行车组车厂内销订单量大

幅减少；③由于春节长假原因，报告期

内公司的共享单车订单出货量较少尚

未形成效益等原因所致。 

2017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问：目前公司的产能够不够？答：

公司目前的产能基本能满足客户订单

的需求。其中，共享单车配件供应是公

司新增的业务，公司视接单状况，最大

程度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尽量满足共享

单车客户的需求。2、问：共享单车配

件的毛利率如何？答：我们尽力争取最

佳的毛利，但是需要一定的过程。3、

问：最近是否有投资机构来公司调研？

答：最近较少投资机构来公司调研。4、

问：公司下半年有什么重要计划？答：

公司的重要事项均需经过审慎的评估

计划，履行相关的审批，并且将依相关

规定及时通过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对外公告，请您关注我们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5、问：公

司大股东有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答：目前为止尚未接获大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6、问：公司龙

华写字楼物业何时能建成移交？答：依

据公司与中洲集团签订的协议，在公司

将龙华厂区腾空正式移交中洲之日起

的 39 个月内中洲将建成的置换物业写

字楼移交过户给公司。7、问：公司有

哪些主要的竞争对手？答：请您参阅公

司 2016 年度报告内容。8、问：共享单

车订单后续的成长情况？答：需视共享

单车市场整体后续的发展情况。公司将

尽力向客户争取订单，并依照订单情况

对产能进行平衡。 

2017 年 0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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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24 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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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学金 

                                                  2017年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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