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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健康                           公告编号：2019-036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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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无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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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360,617.02 674,896,629.96 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09,922.66 3,843,961.08 36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350,016.56 -3,331,585.80 -50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957,476.61 33,873,119.45 22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9 0.0100 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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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9 0.0100 38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0.72%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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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004,492.46 1,656,718,374.32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7,496,632.69 509,275,196.4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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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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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骏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 6,8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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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能安 境外自然人 0.53% 1,943,676 0   

陈星 境内自然人 0.45% 1,650,000 0   

康辛茹 境内自然人 0.43% 1,581,609 0   

王秀平 境内自然人 0.41% 1,500,642 0   

伍嘉 境内自然人 0.37% 1,366,928 0   

徐曼 境内自然人 0.32% 1,1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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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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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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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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后全球经济疲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从2018年2月指引已经

下滑了3.7%，中国也正面临着贸易环境变化、经济下行的重重压力。外部环境变化较大，公

司经营面临多重困难。 

首先，国内共享单车先是经历2017年的爆发式增长，导致国内自行车组车厂及配件厂纷

纷转为制造共享单车，甚至一部分其他行业的制造厂也陆续加入，市场上低价竞争严重；后

又随即进入2018年的断崖式下跌，大批共享单车品牌倒闭，竞争者也陆续退出市场，短期内

对传统自行车行业及市场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传统自行车市场需求大幅减少，如业

内知名品牌捷安特、美利达、富士达等内销主流客户业绩均出现大幅下滑。报告期相比上年

同期，公司自行车零配件内销收入减少20%以上； 

其次，随着国家“去产能、去库存”政策的实施，以及环保政策的愈发严格，很多中小企

业纷纷退出市场，大宗商品如钢铁管价格近年来一路上升，报告期内虽然出现了小幅下降，

但整体价格依然处于高位，同时国内通胀压力依然较大，制造业成本一时难以下降； 

再次，特朗普贸易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外销市场，虽然运动电助力自行车（E-bike）和

共享电动滑板车的发展趋势较好，但目前贸易争端影响了外销市场的发展。 

为此，公司管理层始终坚守公司的发展战略，在深耕公司传统产业自行车零配件市场的

基础上，贴近市场需求，完善公司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轮椅产品的生产线，努力提升公司运动

健身康复器材产品的市场份额，对集团内各项资源做大力整合，努力实现公司业绩目标。公

司报告期内，受益于共享电动滑板车的订单增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536.06万元，相比上

年同期增长了20.81%；其中实现共享产品（共享单车+共享电动滑板车）的营业收入为17,327.21

万元，约占全部营业收入的21.25%。我司共享产品的主要客户为摩拜、滴滴、LimeBike、bird 

Rides等，销售的共享单车产品主要有：自行车和滑板车相关的车把、立管、座管、前叉、车

架、底板组、座束、快拆等零配件，以及电动滑板车成车。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1,241.61

万元，同比增长687.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00.99万元，同比增长368.53%。 

运动电助力自行车（E-bike）正在欧美流行，需求不断上升，未来自行车业务成长的一

部分将来自E-bike，传统自行车的销量下滑，但E-bike的销量却大幅成长，相较于传统自行车

的销售，电动自行车创造更高的销售金额和更大的利润。根据NPD的数据，2018年电动自行

车销售成长79%，预期不久之后电动自行车将占自行车总销量的30%或者更高。美国汽车公

司也陆续投入这个市场。现在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欧洲经营自行车，但不包括美国

市场。美国上市自行车公司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产品，尤其是Uber旗下的JumpBike，行业前

景长期看好。 

目前共享交通工具呈现多样化趋势。不管共享出行这一方式被诟病多少，但不能否认的

是其真正的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丰富了出行渠道。而这一切，建立于共享交通工具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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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在早期，共享交通工具是汽车、单车，而现在Uber、Lyft等共享出行公

司都推出来共享电动滑板车，让出行节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据了解，在特定日子的加州

萨克拉门托核心地区，使用Uber电动滑板车的人比使用汽车的人还多。电动滑板车已经在洛

杉矶、旧金山和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兴起。多家创业公司不断在共享电动滑板车领域深耕，它

们竞相提供电动滑板车、充电桩等，已经掀起了一场热潮。这其中处于领先位置的是Bird 

Rides，其竞争对手则包括Spin、LimeBike等。相比共享单车因为盈利模式不明朗已经面临了

很多问题，而国外的这些共享电动滑板车并没有烧钱，而是事先建立好了营收模型。据了解，

每辆共享电动滑板车一般每天能够获得5到20美元的收入，而且这些初创企业已经获得了超过

2.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他们坚信电动滑板车是未来交通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一年的行业前景，业界信心度已从6月份的历史低点有所恢复，但中美贸易争端

以及全球经济走弱仍然阴云未散，业界信心度依旧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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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4月 1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4月 12 日公告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2019 年 4月 1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4月 12 日公告 

具体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及金额，详见调整财务报表章节内容。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1,127,754.54 201,127,754.5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6,598,262.42 36,598,2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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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412,215,365.58 412,215,365.5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2,549,696.22 12,549,696.2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893,178.56 3,893,178.5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78,861,040.48 278,861,040.4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410,879.11 26,410,879.11  

流动资产合计 971,656,176.91 971,656,176.9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413,412.34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9,566,983.54 19,566,983.5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413,412.3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35,883,815.13 535,883,815.13  

  在建工程 7,596,735.68 7,596,735.6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84,349,906.95 84,349,906.9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012,256.96 2,012,256.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430,958.73 7,430,958.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808,128.08 24,808,128.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685,062,197.41 685,062,1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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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1,656,718,374.32 1,656,718,374.3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8,427,114.79 508,427,114.79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9,872,668.29 39,872,668.29  

  应付账款 315,871,446.67 315,871,446.67  

  预收款项 15,551,664.26 15,551,664.2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6,323,557.80 26,323,557.80  

  应交税费 5,047,461.08 5,047,461.08  

  其他应付款 11,150,624.97 11,150,624.97  

   其中：应付利息 1,364,891.69 1,364,891.69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1,957,005.12 21,957,005.12  

  其他流动负债 19,639,930.44 19,639,930.44  

流动负债合计 963,841,473.42 963,841,473.4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80,314,647.48 80,314,647.48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527,777.59 7,527,7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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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5,665,766.97 5,665,766.97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 30,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3,508,192.04 123,508,192.00  

负债合计 1,087,349,665.46 1,087,349,665.4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68,500,000.00 368,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351,678.64 52,351,678.6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98,933.62 -198,933.62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751,719.05 63,751,719.0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870,732.41 24,870,732.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509,275,196.48 509,275,196.48  

  少数股东权益 60,093,512.38 60,093,512.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9,368,708.86 569,368,708.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56,718,374.32 1,656,718,374.32  

调整情况说明 

     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在“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中列示，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中列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7,473,510.78 107,473,510.78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05,976,718.34 305,976,718.3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757,064.87 8,757,064.87  

  其他应收款 149,335,199.90 149,335,199.9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79,897,718.38 179,897,7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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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287,361.16 14,287,361.10  

流动资产合计 765,727,573.43 765,727,573.4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28,780,088.43 328,780,088.4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1,614,655.57 181,614,655.57  

  在建工程 7,519,631.55 7,519,631.5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4,096,205.44 24,096,205.4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34,170.85 12,034,170.8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721,763.10 14,721,763.1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8,766,514.94 568,766,514.94  

资产总计 1,334,494,088.37 1,334,494,088.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72,800,000.00 272,8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8,145,371.65 28,145,371.65  

  应付账款 222,228,288.63 222,228,288.63  

  预收款项 12,811,241.30 12,811,241.30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9,439,514.05 19,439,5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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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交税费 3,444,667.64 3,444,667.64  

  其他应付款 9,208,217.68 9,208,217.68  

   其中：应付利息 75,242.15 75,242.15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7,721,100.00 7,721,100.00  

  其他流动负债 11,469,322.02 11,469,322.02  

流动负债合计 587,267,722.97 587,267,722.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 30,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000,000.00 30,000,000.00  

负债合计 617,267,722.97 617,267,722.9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68,500,000.00 368,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676,464.66 45,676,464.6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751,719.05 63,751,719.05  

  未分配利润 239,298,181.69 239,298,181.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7,226,365.40 717,226,365.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34,494,088.37 1,334,494,0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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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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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