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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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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赵瑞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细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彩

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869,583,832.59 850,411,649.78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91,961,940.24 564,293,165.29 4.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901,221.10 18,434,068.47 -153.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0,145,416.98 213,892,696.61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743,961.93 3,021,520.24 78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92,633.32 2,939,030.75 -4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63 0.54 增加 4.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1 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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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566,016.2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85,10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74,292.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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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88,989.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76.77  

所得税影响额 -4,484,118.18  

合计 25,251,328.6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3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

司 
129,060,191 30.14 123,623,5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78,669,500 18.37 78,669,500 无  境外法人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22,477,000 5.25 22,477,000 无  境外法人 

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766,893 2.9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329,065 1.7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

公司 
6,796,724 1.5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红河州建水县康晟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5,196,339 1.2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

团有限公司 
4,143,857 0.9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曹小洛 2,981,952 0.7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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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蓬 1,578,090 0.37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66,893 人民币普通股 12,766,893 

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29,065 人民币普通股 7,329,065 

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 6,796,724 人民币普通股 6,796,724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5,436,691 人民币普通股 5,436,691 

红河州建水县康晟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196,339 人民币普通股 5,196,339 

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4,143,857 人民币普通股 4,143,857 

曹小洛 2,981,952 人民币普通股 2,981,952 

颜蓬 1,578,0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090 

饶仲伟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石艳凤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LEXIN INTERNATIONAL INC、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是实际控制人赵瑞贞、罗洁、

Sindy Yi Min Zhao 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持有

公司股权，赵瑞贞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70%的股权，

罗洁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12%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16.4813%的股权，Sindy Yi Min Zhao

持有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100%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14%的股权、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

公司 18%的股权。实际控制人通过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

公司 50.12%的股权。 

2.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门市中高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迪生力高管参股的企业。 

3.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为迪生力监事陈敏参

股的企业。 

4.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为迪生力董事周卫国参股的

企业。 

5.公司除了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以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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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

动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66,427,591.86  54,367,960.69  22.18% 

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影响，公司为稳定终端销售市

场，合理给予客户信用期 

预付款项  9,562,366.85   3,067,701.24  211.71% 

公司扩大轮胎业务量，加大采

购订货量，开发新款轮胎模

具，增加预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813,600.40   1,477,485.54  -44.93% 
期末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较

期初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70,200,000.00  92,700,000.00  -24.27% 

公司出于经营发展规划的考

量，控制资产负债率，偿还已

到期银行借款，控制新增银行

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

债 
 1,000,800.00   499,250.00  100.46% 

主要原因是本期汇率波动较

大，造成远期外汇公允价值变

动损失 

应付账款 84,178,814.34  67,217,110.06  25.23% 
公司扩大轮胎业务量，加大轮

胎采购量 

应交税费 11,514,679.19   8,559,522.81  34.52% 
公司实现盈利，申报预缴

2020年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

动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90,145,416.98  
 213,892,696.61  -11.10% 

公司拥有自主国际知名品牌

和海外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影响下，公司充分发挥海外销

售渠道的作用，采取针对性策

略扩大轮胎业务量，稳定公司

业务 

营业成本 
 

140,603,696.05  
 157,847,559.86  -10.92% 

销售收入略有下降，营业成本

相应下降 

税金及附加  584,813.25   831,348.10  -29.65% 
母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比

下降，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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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1,722,122.46   2,428,148.91  -29.08% 

主要是多年积累的技术力量，

根据市场需求精准开发，减少

浪费，加强控制成本 

财务费用  -317,681.64   5,909,617.41  
-105.38

% 

因为本期汇率波动较大，2020

年产生汇兑收益比去年同期

增加 600万元。 

其他收益  5,285,109.99   97,751.68  
5306.67

% 

母公司收到广东省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局的政府补助 521

万元 

投资收益 25,570,753.88   650,050.76  
3833.65

% 

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台山

鸿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的股

权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525,249.21   1,592,875.00  

-132.97

% 

本期汇率处于较高点，远期售

汇业务合同未交割部分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小 

资产减值损失  -1,588,137.47   -390,954.53  306.22% 

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影响，不能按期发货，公司存

货库存增加导致 

 所得税费用   6,846,722.06   1,597,410.24  328.61% 
公司实现盈利确认的当期所

得税费用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

动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9,901,221.10 18,434,068.47  

-153.71

% 

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影响，公司的业务量同比略有

下降，公司为稳定终端销售市

场，合理给予客户信用期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31,918,245.18   -10,598,519.04  

-401.16

% 

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台山

鸿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的股

权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26,039,856.98  28,241,107.18  

-192.21

% 

公司出于经营发展规划的考

量，控制资产负债率，偿还已

到期银行借款，控制新增银行

借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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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与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中弘”）、韶关中达锌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中达”）签订了《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与廖远坤、廖远兵、韶

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韶关中达锌业有限公司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协议书》，共同设立

广东威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开展新能源废旧锂电池回收、处理以

及资源化利用等相关业务。内容详见公司2020-002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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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韶关中弘、韶关中达履行出资义务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全体股东权益，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协议书》条款和法律程序中止与韶关中弘、韶关中达及广东威玛的合作。截至目前，

公司以人民币出资3000万元至广东威玛，即2020年1月14号缴纳的首期款，除此之外，无其他支付

款项。内容详见公司2020-028号公告。 

 

重点提示：截至本期公告日，公司仍处于按照协议书条款进行磋商阶段，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采取谨慎可控举措进行协商，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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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由于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台山鸿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归母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公司预测下一报告期末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客户订单

减少，公司采取相应办法，降低公司营运成本，因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预计公司 2020年上

半年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公司名称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瑞贞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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