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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健康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6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它 （请文字说明其它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时间 2022年 05 月 17日，15:0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廖学金（董事长）、高海军（独立董事）、陈丽秋（董事会秘书）、

邱东华（财务总监）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了“2021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与投资者互动交流的问题如下： 

 

1. 美元增值，对信隆二季度营收会增加收入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出口计价多以美元计价，美

元相比人民币升值总体对公司有利，具体影响请关注公司的半年

度报告，谢谢！ 

 

2. 请介绍一下二季度订单情况，同比去年订单增减多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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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二季度自行车配件

接单同比持平，环比小幅增长，但全球新冠疫情、能源及大宗物

资价格持续高位震荡等情况，则对运动及康复器材订单量有所影

响，公司正密切关注后续一段时间全球政经环境的发展与变化。

谢谢！ 

 

3. 最近很多自行车品牌都卖断货，而且相关品牌还有不同程度

的提价，虽然疫情是把双刃剑，但得益于深圳三月控制得好很快

就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想问下目前需求端的景气是否导致公司

Q2 订单出现快货增长？公司目前是否满产满销？ 

答：您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二季度自行车配件

接单同比持平，环比小幅增长,公司正密切关注后续一段时间全

球政经环境的发展变化。谢谢！  

  

4. 你好，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开始裁员降薪，以缩小规模应

对风险，贵司有没有类似措施缩小生产规模，或者有没有继续招

兵买马扩大生产？ 

    答：您好！公司产能弹性较大，并拥有众多长期密切合作的

外协厂商，还持续投入进行产线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提

高生产效率，减少对人力的依赖；公司近几年营收持续增长，但

员工人数持续下降，并不存在短期内裁员降薪应对危机或大量招

兵买马扩大生产的情况。谢谢！  

 

5. 去年营业总收入都赶上公司总市值！现在这市值是不是低估

值，公司会回购自己股票吗？  

答：您好！对比公司目前的股价及业绩，公司股价明显被市

场低估。后续将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沟通，

期望通过与投资者良好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

度，传导企业的价值，让投资者能更加了解、信任上市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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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肯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份完成了回

购公司股份 4,001,100 股，将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

源。目前公司正对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进一步优化当中。谢谢！  

 

6. 俄乌战争对信隆对外出口贸易有多大影响？  

答：您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交流！公司每年与俄罗斯客户

的直接交易金额约在几百万美元，与乌克兰客户交易金额约 100

万美元，占公司营业额约 1%左右，影响较小；主要因是用美元

结算，俄罗斯退出美元结算体系对公司收款有影响，目前正积极

与客户协商改采人民币计价来应对；乌克兰客户 2021 年度的货

款已回收，目前暂未对公司造成影响。  

 

7. 公司会回购吗？  

答：您好！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份完成了回购公司股份

4,001,100股，将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目前公司

正对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进一步优化当中。谢谢！  

 

8. 现在疫情影响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疫情爆发以来，对公司经营的影

响主要系航运拥堵、物流运输不畅导致订单交付延迟，为此公司

持续积极与船公司、货代及客户协调订舱、出货的安排，尽力做

到须交付客户的货物应出尽出，最大限度的降低疫情对公司的影

响，谢谢！ 

 

9. 信隆健康生产的自行车零部件居世界第一名，但在 A 股市场

中其股价表现却差强人意，产生这种反差的原因何在？公司管理

层对此是否已有研究，谢谢！ 

答：您好！对比公司目前的股价及业绩，公司股价明显被市

场低估。后续将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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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通过与投资者良好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

度，传导企业的价值，让投资者能更加了解、信任上市公司，进

而肯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谢谢！ 

 

10. 受疫情海运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信隆健康今年一季度营收净

利润双双获得负增长，根据今年与客商签订的订单，今年录得营

收和净利润双双增长还有希望吗？ 

答：您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交流。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运行，二季度自行车配件接单同比持平，环比小幅增长。今年以

来全球新冠疫情、宏观环境变化、能源及大宗物资价格持续高位

震荡、加以近期美国联储加息缩表等情况持续干扰着世界经济的

运行，并且公司所处行业订单前置期较短，公司正持续密切关注

相关情况的变化，以便适时及时采行相应的措施，尽力将可能的

影响降至最低。2022 年度公司的营收及利润情况，请您关注公

司后续各期的定期报告。谢谢！ 

 

11. 公司上市十多年了，主要生产自行车非核心零部件，虽然世

界市场占有率高达 20%，但行业竞争激烈，企业毛利率水平较低，

一直未被市场高度看好；而核心零部件， 如新材料、变速器、

电机、传感器等，技术壁垒高，利润较高，公司却一直未能涉足。

建议公司充分利用好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努力向核心零部件开发

进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改变证券市场生产中低档产品的形象。 

答：您好！ 

1）、公司生产的自行车零配件产量为世界第一，具有规模优

势； 

2）、公司经 50 年长期经营的积累，与世界各大组车厂及品

牌商形成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客户的信赖度高，订单持续稳定

增长； 

3）、公司产品自制率高，同时积极进行产线设备自动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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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的改造升级，稳定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行业的技术壁

垒； 

4）、近年来随着自行车市场的发展，电动辅助自行车

（E-bike）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其骑行更省力、是便捷的交通

工具、更适合长途骑行、对身体健康有益、更刺激更畅快的骑行

体验等特性，逐渐被多数人接受。世界自行车行业的第一和第二

名“捷安特”和“美利达”近年来 E-bike 销量持续上升，本公

司于 2018 年投资天腾动力，天腾动力于今年 4 月由美的集团增

资控股，公司持股比例 12.5%。天腾动力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中

置电机生产厂家，在行业内倍受关注。美的投资天腾后，使天腾

动力的综合实力和能力全面提升，包括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供

应链能力，生产制造能力等。这也标志着天腾动力具备服务全球

大中型客户的能力，将推动产业发展。天腾动力是已有的平台，

各家股东在同一平台上各展所长，合作无间，天腾动力的进一步

发展，能与公司发挥协同发展的效应，能为公司带来正面增长点

及较好的投资收益。 

5）、公司拥有长期密切合作的众多的协力及供应厂商，供应

链完整，产能弹性大，能够快速回应客户大量订单的需求，快速

抢得商机。谢谢！  

 

12. 有券商指出自行车行业的上游主要为零配件和原材料的生

产制造企业。其中非核心零部件，诸如车架、车把、刹车、车轮、

鞍座、减震等，生产门槛较低，行业竞争激烈，供给充足，议价

能力弱，企业毛利率水平较低。而核心零部件，如新材料、变速

器、电机、传感器等，技术壁垒高，一般由世界知名自行车品牌、

专业电机企业等掌握，利润较高。信隆健康作为零配件行业龙头

企业，在攻克核心零部件方面有哪些建树和蓝图？ 

答：您好！ 

1）、公司生产的自行车零配件产量为世界第一，具有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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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2）、公司经 50 年长期经营的积累，与世界各大组车厂及品

牌商形成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客户的信赖度高，订单持续稳定

增长； 

3）、公司产品自制率高，同时积极进行产线设备自动化/智

能化的改造升级，稳定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行业的技术壁

垒； 

4）、近年来随着自行车市场的发展，电动辅助自行车

（E-bike）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其骑行更省力、是便捷的交通

工具、更适合长途骑行、对身体健康有益、更刺激更畅快的骑行

体验等特性，逐渐被多数人接受。世界自行车行业的第一和第二

名“捷安特”和“美利达”近年来 E-bike 销量持续上升，本公

司于 2018 年投资天腾动力，天腾动力于今年 4 月由美的集团增

资控股，公司持股比例 12.5%。天腾动力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中

置电机生产厂家，在行业内倍受关注。美的投资天腾后，使天腾

动力的综合实力和能力全面提升，包括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供

应链能力，生产制造能力等。这也标志着天腾动力具备服务全球

大中型客户的能力，将推动产业发展。天腾动力是已有的平台，

各家股东在同一平台上各展所长，合作无间，天腾动力的进一步

发展，能与公司发挥协同发展的效应，能为公司带来正面增长点

及较好的投资收益。 

5）、公司拥有长期密切合作的众多的协力及供应厂商，供应

链完整，产能弹性大，能够快速回应客户大量订单的需求，快速

抢得商机。谢谢！  

 

13. 信隆未来是否会大力发展康复事业部，轮椅等康复健身器材

是否会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答：您好！感谢您参与今日的交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消费者购买力提升，消费升级的需求，人口总量的增长、社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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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推动了全球医疗

康复器械行业的持续发展。公司康复器材业务市场潜力巨大。其

中电动轮椅是一种以电能、电子装置驱动控制的动力轮椅车，符

合绿色环保的发展趋势，相较于传统轮椅具有功能更为强大，更

方便重度残疾的伤患及老龄人口使用的优势，对于手动轮椅的替

代率高。  

公司除进一步加大力度致力于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创新，不断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深耕原有的客户及市场，开发新的客户、开

拓新市场以提高公司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提升公司的业绩，创

造更高的效益之外，并将持续关注搜寻行业中有价值、合适的标

的，在适当时机进行产业的上下游整合及横向发展，为公司在康

复器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新局。谢谢！ 

  

14. 公司 21 年业绩较好，为何股价一直下降？另外天腾动力今

后会为公司带来利益增长点在哪里？美的公司收购天腾动力会

为公司带来正面增长点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近年来随着自行车市场的发展，

电动辅助自行车（E-bike）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其骑行更省力、

是便捷的交通工具、更适合长途骑行、对身体健康有益、更刺激

更畅快的骑行体验等特性，逐渐被多数人接受。世界自行车行业

的第一和第二名“捷安特”和“美利达”近年来 E-bike 销量持

续上升，本公司于 2018 年投资天腾动力，天腾动力于今年 4 月

由美的集团增资控股，公司持股比例 12.5%。天腾动力作为国内

屈指可数的中置电机生产厂家，在行业内倍受关注。美的投资天

腾后，使天腾动力的综合实力和能力全面提升，包括技术储备，

人才储备，供应链能力，生产制造能力等。这也标志着天腾动力

具备服务全球大中型客户的能力，将推动产业发展。天腾动力是

已有的平台，各家股东在同一平台上各展所长，合作无间，天腾

动力的进一步发展，能与公司发挥协同发展的效应，能为公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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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正面增长点及较好的投资收益。 

 

15. 美联储加息对公司成本和业绩有什么影响？公司因限电就

股价跌停，那其它深圳上市公司又不会。全球疫情期间和过后，

买单车和骑共享电动车大增，价格也上涨，为何公司一季度利润

还减少。公司在成本和出口有什么困难？ 

答：您好！感谢您参与本次的交流。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将会

是多方面的；美联储加息将导致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则以美元计

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便可能会下跌；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

利好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形成汇兑收益；美元升值当地民众购买

进口商品的能力及意愿提升，对公司的出口贸易有利，但美联储

加息也可能导致美国当地民众的储蓄意愿提高，市场上用于消费

的金额减少，间接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销量减少。美联储加息的

影响或也将会受到国家可能出台的相应政策的影响，具体需待一

段时间的观察。 

近期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并无被电网公司停电、限电

的情况。二级市场公司股价受公司业绩、股票的内在价值、宏观

经济环境、政治局势、行业政策、证券市场、资金供需变化和投

资者预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请投资者多方关注相关信息，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营收因受到国际主要商港海运拥堵，出

货不顺畅的影响而有所降低， 

因为营收降低利润也有所下降，公司已在 2022 一季度报告

中进行说明了。谢谢！ 

 

16. 美联储加息对公司生产成本和业绩等的影响？为什么没听

说深圳限电，股价就跌停？其它深圳上市公司又不会？现在因疫

情后，很多人都买了单车或骑共享，整车价格也涨，公司业务应

大增才对，为什么一季度利润同比减少。公司从原材料和出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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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什么困难需去解决？ 

答：您好！感谢您参与本次的交流。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可能

将会是多方面的；美联储加息将导致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则以美

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或可能会下跌；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贬

值，利好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形成汇兑收益；美元升值当地民众

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及意愿提升，对公司的出口贸易有利，但美

联储加息也可能导致美国当地民众的储蓄意愿提高，市场上用于

消费的金额减少，间接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销量减少。美联储加

息的影响或许也将受到国家可能出台的相应政策的影响，具体需

待一段时间的观察。   

二级市场公司股价受公司业绩、股票的内在价值、宏观经济

环境、政治局势、行业政策、证券市场、资金供需变化和投资者

预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请投资者多方关注相关信息，防范

投资风险。近期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并无被电网公司停电、

限电的情况。  

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营收，因受疫情导致国际主要商港海运

拥堵出货不顺畅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因为营收降低利润也有所下

降，公司已在 2022 年一季度报告中进行说明了。公司将进一步

积极与船公司、货代及客户协调订舱、出货的安排，尽力做到须

交付客户的货物应出尽出，按预定好的船期出货，不取消舱位，

不浪费舱位。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