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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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539,472.88 234,761,032.32 14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397,700.22 -6,497,831.29 1,0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160,678.45 -10,135,373.88 64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71,124.05 63,131,847.87 -12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 -0.018 1,00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 -0.018 1,00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9% -1.19%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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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756,096.17 1,834,878,332.28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3,532,470.06 654,098,080.95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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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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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777.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67,187.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9,271.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404.31  

合计 4,237,02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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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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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20,92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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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14,6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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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9,540,509 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

大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2.35% 8,65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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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8,171,212 0   

中信期货－光大信托·浦汇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中信期货价值

精粹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5% 7,907,860 0   

陈能安 境外自然人 1.25% 4,600,023 0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 4,001,100 0   

北京源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源晖科技成长阿尔法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60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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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6,447 人民币普通股 20,92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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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2,733 人民币普通股 14,6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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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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0,509 人民币普通股 9,540,509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大

永明资产聚财 121号定向资产管理

产品 

8,658,462 人民币普通股 8,65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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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212 人民币普通股 8,171,212 

中信期货－光大信托·浦汇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中信期货价值精粹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07,860 人民币普通股 7,907,860 

陈能安 4,600,023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23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0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1,100 

北京源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源

晖科技成长阿尔法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607,996 人民币普通股 3,60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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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31 2020-12-31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28,210,498.01 379,823,655.18 -13.59%  

应收票据 4,341,334.35 1,199,517.00 261.92% 系报告期末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账款 568,520,994.14 470,397,763.18 20.86% 系报告期内营收大幅增长，期末的应收款

随之增加 

预付款项 25,635,747.87 12,349,033.00 107.59% 系报告期末因采购原材料预付的货款增

加 

存货 326,330,364.85 298,915,970.20 9.17%  

持有待售资产 0 262,963.90 -100.00% 系资产已在报告期内出售 

长期股权投资  27,373,641.51   27,997,516.08  -2.23%  

固定资产  408,704,079.69   417,588,940.83  -2.13%  

无形资产  73,370,756.86   73,887,117.52  -0.70% 。 

长期待摊费用  116,881.02   354,594.44  -67.04% 系到期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361,182,286.73   355,964,575.12  1.47%  

应付账款  456,357,152.05   438,965,487.38  3.96%  

预收款项  8,519,456.67   4,354,910.38  95.63% 系报告期末预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7,542,450.14   8,869,670.81  97.78%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214,082.94   35,174,109.49  -42.53% 系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  93,224,300.49   98,722,715.52  -5.57%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585,539,472.88   234,761,032.32  149.42% 系报告期内订单需求大幅增加，公司生产

和销售相比上年同期均大幅增长 

营业成本  465,801,927.60   209,224,627.18  122.63% 系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6,679,367.12   8,986,149.69  -25.67%  

管理费用  20,850,198.71   19,012,135.56  9.67%  

研发费用  13,639,220.44   4,275,879.16  218.98% 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4,190,943.25   3,103,867.43  35.02% 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少于上年同期 

其他收益  436,777.60   326,244.54  33.88% 系报告期内取的政府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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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650.00 0 -100% 系远期结汇损益 

资产处置收益 -14,514.63  -141,346.70  89.73% 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的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9,750,231.06   674,183.23  1346.23%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盈利大幅增加，计提的

所得税费用随之增加 

净利润  65,246,177.83  -10,349,447.96  730.4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大幅增加，利润相应

大幅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397,700.22  -6,497,831.29  1014.12% 

少数股东损益  5,848,477.61  -3,851,616.67  251.84% 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扭亏为盈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71,124.05   63,131,847.87  -125.30% 主要系报告期内订单大幅增加，材料价格

上涨较快，公司因储备生产材料支付的货

款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17,126.12  -5,517,459.58  -201.17%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设备支付的现金大

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61,792.14   7,610,421.50  -347.84%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的借款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867,207.25   67,243,496.35  -175.65% 系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均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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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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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结

售汇 
0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0 981 981.12  0 0.00% -0.12 

合计 0 -- -- 0 981 981.12  0 0.00% -0.1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3 月 2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1、公司已制定专门的《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 

制制度》，该制度对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出 

明确规定，公司将严格遵照执行。 

2、公司将参考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 

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 

汇率，公司将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3、为防止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公司将进一步严格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 

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公司远期外汇交易须严格按照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进行，远期外汇交易额度不得 

超过实际进出口业务外汇收支总额，将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使公司专注于生产

经营，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年末以公允价值

进行确认、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远期结售汇业务进行相应核算和披露。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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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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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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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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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石女士 

1、公司是否会发 2020 年度的业绩预告？公司财务部

门正在进行 2020 年度财务核算，应该这几天就会有

初步的结果出来，公司将参照财务初步核算的结果依

据相关的规定确定是否发布 2020 年度业绩预告。2、

公司2020年的销售应该会比2019年度好吧？公司至

今年三季度为止同比 2019 年的销售有较明显的增

长，第四季度的订单也是饱和的。 

无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刘先生 

1、公司最近订单销量应该是比较好的吧？公司 2020

年自行车零部件的订单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幅增长。 

2、公司股价近期持续下跌，公司会发业绩预告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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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正在进行 2020 年度财务核算，应该这

几天就会有初步的结果出来，公司将参照财务初步核

算的结果依据相关的规定确定是否发布 2020 年度业

绩预告。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任先生 

1、公司去年四季度的业绩如何？答： 公司 2020 年

四季度的订单生产是满档的。2、订单与三季度相比

是增长的吗？答：2020 年四季度订单与三季度环比

是有所增长的。3、年度经营结果的数据出来了吗？

答：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目前公司财务部门正在核

算。4、会发业绩预告吗？答：公司将根据财务部门

初步核算的结果参照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发布 2020 年

度业绩预告。 

无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马女士 

1、公司何时会发 2020 年业绩预告？答：公司财务部

门正在进行 2020 年度的财务核算，公司将根据财务

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参照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发布

2020 年度业绩预告。2、公司四季度的业绩情况如

何？答：公司 2020 年四季度的订单生产是满档的。3、

有需要计提的大额费用吗？答：抱歉！因目前还没有

收到财务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暂时无法说明。 

无 

2021 年 02 月 19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任先生 

1、公司何时会发业绩快报？ 答：您好！公司财务正

在进行年度结算，将依初步结算结果及相关规定确定

是否在二月底前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请您持续

密切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谢谢！ 

无 

2021 年 03 月 09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 

吴双、田

丰  鹏扬

基金 马

慧芹  银

河基金 

刘丛菁  

东方证券

自营 赵

梓涵  前

海联合基

金 张志

成 

对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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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3 月 0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12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李先生 

1、9 号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上的股本为何是 4.72

万？答：您好！9 号公司是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请您参阅 9 号公司的相关公告，谢谢！2、9 号公司

的总股本应是多少？ 答：您好！9 号公司是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这个问题同样请您参阅 9 号公司的

相关公告，谢谢！3、基本每股收益如何计算？答:

您好！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为: 基本每股收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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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股本。谢谢！ 

2021 年 03 月 17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 

吴双、田

丰 中银

基金  张

欣仪、王

伟、黄珺 

对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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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3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郑小姐 

1、公司是否将出一季度的业绩预告？答：您好！公

司将在 3 月份结束后进行一季度的财务结算，将依初

步结算结果及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在 4 月 15 日之前发

布 2021/一季度业绩预告，请您密切关注我司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谢谢！ 

无 

2021 年 03 月 24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颜先生 

1、公司今年一季度的订单应该是挺好的吧？答：您

好！公司今年一季度订单去年的需求趋势，还是满档

生产的。谢谢！2、公司大约在什么时候会出一季报？ 

答：公司已依规定预约在 4 月 28 日披露 2021 年一季

度报告；3、一季度业绩预告大约什么时候出，目前

大约数有出来了吗？答：您好！公司将依一季度财务

初步结算结果及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在 4 月 15 日之前

发布 2021/一季度业绩预告，也请您密切关注我司在

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4、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四

季度相比的业绩情况如何！答：公司今年一季度的出

货金额与上年四季度环比保持持平并略有增长，但大

幅优于往年一季度的情况。谢谢！ 

无 

2021 年 03 月 24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潘先生 

1、公司业绩预告将在什么时候披露？答：您好！公

司将依一季度财务初步结算结果及相关规定确定是

否在 4 月 15 日之前发布 2021/一季度业绩预告，也

请您密切关注我司在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2、

公司在碳达峰、碳排放方面有什么安排吗？答：面对

地球急速暖化，极端异常气候频频高发，给人类的生

存带来一定的威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将

努力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家的庄严国际承诺，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大战略实现是每个国民及企业

努力的方向。此时，国家的政策刚出台，后续公司将

持续密切关注跟踪地方政府及行业相关实施细则的

出台，并研究制定公司相应的发展策略及采取具体可

行的措施。谢谢！ 3、12 月份自行车零配件订单是

否有暴增的情况？ 答：您好！公司 2020 年 12 月份

自行车零配件接单金额环比增长 10%左右，达到全

年度的峰值。4、公司 2019 年业绩不理想的原因？答：

随着外部的经营成本日益增加、美国 301 超额关税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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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盟日益严峻的反倾销税贸易壁垒，致使华东市场

客户订单巨幅下滑，控股子公司太仓信隆调整经营策

略，停产转型为经营自有资产出租业务，2019 年支

付了人员遣散费、部分资产处置损失等费用人民币五

千多万元，因此拖累了公司 2019 年度的业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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