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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10-026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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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良 副董事长 因事请假 郑康定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郑康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殷夏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殷夏容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1,289,675,771.41 1,087,676,693.81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620,174,724.80 593,844,365.23 4.43%

股本（股） 194,200,000.00 194,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19 3.06 4.2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97,144,156.68 76,964,215.64 1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75,908.57 1,492,487.61 86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59,565.04 50,417,868.79 -79.2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5 0.26 -8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0.29% 2.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9% 0.21% 1.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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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4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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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6,807,8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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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6,591.32

所得税影响额 -1,035,684.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791.30

合计 6,050,549.65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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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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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为 6,807,882.08 元，主要系出售部分长电

科技股票所致。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03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40,664,4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24,2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18,851,620 人民币普通股 

刘俊良 3,023,85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52,94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99,906 人民币普通股 

陈国秀 1,755,499 人民币普通股 

杨倩 1,525,089 人民币普通股 

高鹏飞 1,342,566 人民币普通股 

奚妙祥 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 3,849.11 万元，增长 148.19%，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增加收入收到客户票据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减少 762.76 万元，下降 43.61%，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出售的土地款。 
3、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增加 3,289.23 万元，增长 55.29%，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量增加及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4、应付帐款较上年末增加 5,948.20 万元，增长 88.06%，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量增加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减少 2000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系贷款到期归还。 
6、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2,017.99 万元，增长 156.15%，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销量增加、销售价格回升所致。 
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8.34 万元，增长 863.22%，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产品销售量增加及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533.07 万元，增长 511.53%，主要原因系出售所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 
9、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2.08 万元，增长 56.67%，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长相应支出增加所致。 
1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634.68 万元，增长 67.75%，主要原因系本期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增加及研究开发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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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40.96 万元，增长 81.31%，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增加及贴现利率提高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995.83 万元，下降 79.25%，主要原因系销售规模扩大、存货相应增加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8,931.62 万元，增长 1,367.56%，主要原因系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2、重大合同的签署情况： 
  （1）据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综合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含），截止到报告期末，本担保项下实际担保额度为 600 万元。 
3、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格林赛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的 GFC 铜带、铜脚料交易、与天水华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引

线框架、键合丝交易及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阴芯长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引线框

架交易按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2）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0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的决议，

公司向宁波福泰电器有限公司购买位于鄞州区下应街道岙里王村的整体厂区，以分步实施公司的搬迁计划。据此，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与福泰电器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协议公司以 109,150,000.00 元的价格购买其位鄞州区下应街道岙里

王村的厂房和土地。2010 年元月，公司已按协议规定向福泰电器有限公司付清全部款项，公司已完成厂区交接工作并取得了

该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属证书。 
  （3）根据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公司以部分土地、房产作抵押，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与浦发银行宁波分行

科技园区支行签订了合同号为 ZD94132009001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最高敞口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

额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 2009 年 5 月 13 日至 2012 年 5 月 13 日；以部分土地、房产作抵押，于 2009 年 5 月 31 日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城支行签订了合同号为 2009 年新城抵字 049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额度为 647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1 日。 
    （4）2009 年 9 月 15 日，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七次会议决议，宁波康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宁波科高电声有限公司

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协议将康强微电子位于鄞州滨海投资创业中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 24,060,375.00 元的价格

转让给宁波科高电声有限公司(此宗土地的原始购入成本为 21,808,523.90 元）。截止到报告期末，康强微电子已收到全部款项，

相关权证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5)根据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8 日为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中支行签署了 5,000 万

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康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即 2009 年 5 月

8 日至 2010 年 5 月 8 日。截止到报告期末,实际担保额度为 3297.10 万元。 
4、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报告期公司开展期铜套期保值业务取得投资收益－868,947.31
元。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宁波普利赛思电

子有限公司、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康盛贸易有限

公司、刘俊良 

本公司主要股东宁波普

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盛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

的股份。 

2010 年 3 月 2 日，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

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

司承诺的三年限售期满，解除限售。 
截止到报告期末，刘俊良先生作为董事的承

诺尚在严格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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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宁波普利赛思电

子有限公司、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康盛贸易有限

公司、刘俊良 

本公司主要股东宁波普

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盛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

的股份。 

2010 年 3 月 2 日，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

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

司承诺的三年限售期满，解除限售。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以上 201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150% 

2009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7,584.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随着国内市场复苏、行业回暖，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增长带动业绩回升。 
2、投资收益增加。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末持有数

量（股） 期末账面值(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元)

1 基金 070099 嘉实优质 100,000.00 99,244.00 79,097.49 0.11% -2,481.10

2 A 股 600584 长电科技 3,484,000.00 6,000,000.00 72,840,000.00 99.89% 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7,645,295.06

合计 3,584,000.00 - 72,919,097.49 100% 7,642,813.96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 20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长电科技

（60058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 万股，获得税前投资收益 7,645,295.06 元。报告期末本公司仍持有长电科技(600584)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600 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0.8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康定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