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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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爽 独立董事 出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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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038,225.31 330,254,638.68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86,504.13 -5,458,141.94 -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052,872.10 -9,315,807.11 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381,489.70 58,825,471.84 -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1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1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1.0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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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547,451.25 1,656,718,374.32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1,184,326.72 509,275,196.4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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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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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865.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7,200.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3,258.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74.69  

合计 1,766,36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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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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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骏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7,17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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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1,725,053 0   

康辛茹 境内自然人 0.34% 1,261,609 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0.31% 1,139,363 0   

吴恩忠 境内自然人 0.27% 990,000 0   

张慧琴 境内自然人 0.26% 970,600 0   

伍嘉 境内自然人 0.26% 94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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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170,376 人民币普通股 7,17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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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能安 1,725,053 人民币普通股 1,725,053 

康辛茹 1,261,609 人民币普通股 1,261,609 

李伟 1,139,363 人民币普通股 1,139,363 

吴恩忠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张慧琴 9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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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嘉 948,928 人民币普通股 94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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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31 2018-12-31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18,732,582.65 201,127,754.54 8.7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4,936,593.01 448,813,628.00 -12.00%  

预付款项 7,816,898.43 12,549,696.22 -37.71% 系报告期内材料验收入库结转预付款项

所致 

存货 219,281,645.22 278,861,040.48 -21.37%  

其他流动资产 15,820,471.05 26,410,879.11 -40.10%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的进项税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413,412.34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入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3,294,949.94 19,566,983.54 70.16%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武汉

天腾动力投资款1500万元 

固定资产 522,886,774.82 535,883,815.13 -2.43%  

无形资产 83,374,491.38 84,349,906.95 -1.16% 。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929,554.14 24,808,128.08 8.55%  

短期借款 506,485,054.84 508,427,114.79 -0.3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0,867,126.19 355,744,114.96 -26.67%  

预收款项 27,529,454.61 15,551,664.26 77.02% 系报告期内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100,275.61 26,323,557.80 -31.2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预提的员工

年终奖金 

其他应付款 7,788,873.84 11,150,624.97 -30.15% 主要系应付利息及其他往来款项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49,785.78 21,957,005.12 -34.19% 系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 92,274,159.84 80,314,647.48 14.89%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345,038,225.31 330,254,638.68 4.48%  

营业成本 301,415,072.85 290,293,413.68 3.83%  

销售费用 13,172,085.28 12,932,066.19 1.86%  

管理费用 21,769,052.06 19,552,958.35 11.33%  

财务费用 12,545,856.68 12,259,965.60 2.33%  

其他收益 367,865.10 2,538,833.34 -85.51% 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1,235,029.09 0 -100% 系报告期内权益法计算的长期投资损益 

资产处置收益 -18,122.12 784,665.41 -102.31% 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的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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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2,218,915.32 2,291,791.88 -3.18%  

营业外支出 438,956.70 918,826.40 -52.23% 系报告期相比上年同期罚款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06,134.62 82,874.43 1596.71%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母公司深圳信隆盈利

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随之增加 

净利润 -13,166,529.43 -8,584,951.39 -53.37% 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以及收

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86,504.13 -5,458,141.94 -33.50% 

少数股东损益 -5,880,025.30 -3,126,809.45 -88.05% 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亏损相比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81,489.70 58,825,471.84 -5.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78,749.16 -12,699,525.13 -131.34% 系报告期内支付武汉天腾动力的投资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8,161.64 9,312,060.54 -158.40% 系报告期内偿还借款支付的资金增加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850,173.21 53,137,458.18 -64.53% 主要系投资活动以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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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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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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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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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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何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答：因董事会需要对股份回购预案进

行调整，目前还在研究当中，暂未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2、本次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实际控制人会发生变化吗?答：本次股东权益发生变化的结果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3、目前自行车行业的发展情况？答：国内的自行车行业及市场结构在

2017 年遭受了共享单车风潮的巨大冲击，2018 年大批共享单车品牌倒闭，订单大幅下

滑，竞争者陆续退出市场后，传统自行车市场需求短时间内却无法恢复，导致 2018 年

自行车内销市场销量大幅下降。国际市场方面，2018 年延续上年自行车零件供过于求

的状况，市场需求趋于保守，另外 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关税壁垒, 2018 年美国

自行车年需求比 2017 年减少 9%， 但价高的电动助力车（E-BIKE）在欧美需求旺盛。

4、公司参股天腾动力投资 3,000 万元，取得多少股权？答：公司以自有资金参股天腾

动力，取得天腾动力 20%股权。 

2019 年 01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目前基本面如何?答：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运行。2、公司供应给小米的滑板

车配件有多少量？答：由于目前欧美正处于冬季气候，小米共享电动滑板车的投放量

有所减少。3、公司会进行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吗？答：依据公司财务部的初步测算，公

司年度业绩尚在 2018 年三季报的预计范围内，无需进行业绩预计修正。4、公司 2018

年业绩下降的原因？答：2018 年主要是受美国 301 法案将对自行车行业加征关税预期、

欧盟对中国输欧自行车反倾销税的判定，2018 年国内大批共享单车品牌倒闭等的影响

订单大幅下滑。5、龙华及松岗厂城市更新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产能是否要外移？能

有多少获利？答：龙华更新项目，开发商于 2018 年报送的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局尚在审

批当中，相对的地方政府的城市更新相关规定也还在变化。松岗城市更新项目，由于

地方政府的城市更新政策还在变化，暂停受理城市更新项目的申报材料。未来松岗城

市更新项目获批，产业园建成后，计划公司总部将仍留在松岗，部分生产工艺将进行

外移。龙华、松岗城市更新项目将使公司资产获得增值。6、公司增资武汉天腾动力，

天腾动力的公司形态。答：天腾动力是 2017 年设立的初创企业，但已经拥有 22 项专

利，其中 E-bike 核心产品--电机技术的发明专利 7 项，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本

次投资能加强本公司与其未来深入的技术合作，提升集团市场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

7、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答：因董事会需要对股份回购预案进行调整，目前

还在研究当中，暂未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 

2019 年 02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请问今天的股东人数？答：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27,544 名。2、金骏

公司是否有来公司调研？是否有加仓？答：金骏公司近期未来公司调研，其持有公司

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化。3、公司与小米的营业额有多少？答：公司营业额需等财务年度

或季度实际核算的结果。 4、公司有无被借壳的可能？答：最近并无与任何人商谈借

壳事宜。5、公司投资天腾动力、越南信友，投资范围相对较小，有无投资高科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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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答：公司的发展策略是以主营业务为核心，进行产业上下游整合，行业跨距太

大，相对的风险也会较大。 6、美国暂停对中国输美的货物加征关税，对公司有无影

响？答：美国暂停对中国输美的货物加征关税对行业是利好消息，大量的减低行业经

营发展的压力。7、公司的各项投资是否有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答：公司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拟定公司的投资发展战略，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公司战略发展部负责

实际业务的执行。8、公司若有大的投资项目能融得到大量的资金吗？答：作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只要是优质、发展前景良好的项目，公司就能启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机

制，定能获得广大的机构、投资者的支持。9、公司的投资决策由谁拍板？答：公司是

股票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重大决策均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与有关制度的规定，履行法定的决策程序，除非董事会授权，

非由个人拍板。10、公司前 10 位股东有无机构加入？答：近期公司前 10 位股东情况

没有变化。11、中央汇金持股有无变化？答：近期中央汇金持股情况没有变化。 

2019 年 03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公司 2018 年净利润多少？答：公司财务部目前正在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数据进

行决算，公司 2018 年净利润数据需待财务部决算完成并经年审会计师审计之后才能确

定，请您关注公司即将于 4 月 12 日公告的 2018 年度报告。 2、公司利润每年下滑，

是否有对产品的售价进行调整。答：公司与客户交易约定在汇率、原材料价格波动一

定的幅度之后进行价格调整。3、一季度业绩如何？答：请您参阅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

资讯网上的一季度业绩预告或一季度报告，谢谢！4、公司有无转型升级的计划？答：

为了公司的永续经营发展，公司除着力于深耕本业，进行内生式发展之外，同时持续

关注有价值、合适的标的，拟运用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实现外

延式发展，将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依照公司的发展策略，首先关注康复器材的上下

游及相关产业的标的，由于该产业国内发展的历史还较短，经过一段时期的蒐集、研

究，市场上还未获得优质、各方面条件均较合适，并且双方意向相符的标的。我们将

继续努力，期待早日实现目标。谢谢！ 

2019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今日公司股价跌幅 8%左右，公司有无因披露未披露的信息？答：目前公司无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2、公司业绩快报是否会修正？年报的业绩与业绩快报的数据是否

会有大幅度的变动？答：根据目前的情况，公司应不需要发布业绩快报修正公告。3、

董事长的身体状况是否健康？答：董事长一向重视运动、养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精神烁烁，神采奕奕！4、公司前十大股东是否有变化？答：本期公司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没有大的变化。5、目前公司股东人数？答：2019 年 03 月 20 日公司股份持有人总数

30,867 名。 

2019 年 03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1、一季度业绩如何？答：您好！请您参阅公司即将于 3 月 30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

媒体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谢谢！2、公司回购股份的预案将

于何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答：您好！因公司董事会需要就回购预案进行调整，目前

董事会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暂未能确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间。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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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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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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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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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