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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12-009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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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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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康强电子 

股票代码 00211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勤攻 杜云丽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 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 号 

电话 0574-56807119 0574-56807119 

传真 0574-56807088 0574-56807088 

电子信箱 board@kangqiang.com board@kangqiang.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1,502,717,080.42 1,039,729,262.39 44.53% 633,522,159.05 

营业利润（元） -116,410.52 63,615,214.44 -100.18% 41,166,552.90 

利润总额（元） 6,912,575.78 80,217,678.38 -91.38% 47,534,96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1,243,224.32 68,930,417.81 -83.69% 47,219,790.29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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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968,136.42 41,138,971.16 -138.82% 26,144,63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94,629,135.37 -80,587,095.59 217.42% 32,540,645.00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1,664,808,090.71 1,422,508,261.48 17.03% 1,087,676,693.81 

负债总额（元） 1,015,924,617.04 732,351,175.73 38.72% 458,227,31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618,996,813.31 657,249,272.25 -5.82% 593,844,3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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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5 -82.86%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5 -82.86%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1 -138.1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10.97% -9.26% 8.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6.55% -8.98% 4.8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49 -0.41 219.51% 0.17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19 3.38 -5.62% 3.06 

资产负债率（％） 61.02% 51.48% 9.54% 42.13%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3,499.83  739,772.13 2,138,167.6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3,655.54  1,843.70 1,904,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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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9,280.10  3,304,567.97 2,680,4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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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3,827.85  16,079,249.65 17,143,7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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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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7.96  12,628,368.33 380,583.71 

所得税影响额 -4,064,274.03  -4,891,754.61 -3,103,401.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94,700.59  -70,600.52 -68,621.11 

合计 27,211,360.74 - 27,791,446.65 21,075,152.61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28,021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

数  
26,98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4% 40,664,400 0 0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5% 17,568,960 0 0 

刘俊良 境外自然人 5.35% 10,395,420 6,047,710 0 

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7% 9,650,000 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990,084 0 0 

杭州德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870,000 0 0 

陈秀琴 境内自然人 0.42% 807,220 0 0 

林晓春 境内自然人 0.33% 650,500 0 0 

王白空 境内自然人 0.31% 595,400 0 0 

孙阿香 境内自然人 0.29% 563,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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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40,664,4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568,960 人民币普通股 

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9,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俊良 4,347,71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990,084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德汇投资有限公司 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秀琴 807,220 人民币普通股 

林晓春 6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白空 595,4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阿香 563,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全一

致；刘俊良持有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50%的股份；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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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2011 年，半导体行业在经历了 2010 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明显回落，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动荡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存在较

多不确定性，大众消费转趋保守，致使下半年半导体产业呈现旺季不旺的现象，行业竞争加剧。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主要

原辅材料（铜、金、白银等）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的成本控制带来较大压力，同时，银行利率持续提高及劳动力成本增加

等因素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面对重重困难，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组织全体员工积极应对，围绕年度经营

目标，采取“拓展市场、优化结构、降低成本、狠抓管理”等有各项有力措施，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271.7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4.53%，实现营业利润-11.64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08.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4.32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83.69%。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引线框架产品 63,393.60 56,407.47 11.02% 30.09% 39.83% -6.20% 

键合丝产品 53,706.10 48,528.54 9.64% 32.67% 37.15% -2.96% 

电极丝产品 9,817.39 9,420.16 4.05% 36.48% 34.65% 1.30% 

模具及备件 822.72 494.14 39.94% -7.97% 21.85% -14.70% 

冲床产品 4,977.41 4,043.47 18.76% -16.19% -10.88%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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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发生较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产品的主要原辅材料（铜、金、白银等）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的成本控制带来较大压力，使公司

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大幅下滑,主营业务利润大幅降低；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增大，而银行利率持续

提高使公司财务费用本期增支 2365.06 万元，同时，劳动力成本增加使本期增支 1477.63 万元也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

响。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 对 2012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康定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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