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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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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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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1,697,240,133.99 1,422,508,261.48 1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642,053,850.18 657,249,272.2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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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3.38 -2.07%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84,183,389.41 36.09% 1,146,980,573.51 5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79,034.54 -54.66% 30,165,017.83 -3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1,993,677.44 17.9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16 1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50.00% 0.1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50.00% 0.1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1.83% 4.58% -3.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1% -4.26% 1.18% -5.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1,955.2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68,6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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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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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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33,921.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977.50  

所得税影响额 -3,934,268.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83,254.75  

合计 22,370,75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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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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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1,620 人民币普通股 

刘俊良 6,04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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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19L-CT001 深 
799,919 人民币普通股 

许楚炜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晓春 6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阿香 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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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43.67%，主要系报告期票据保证金及买卖贵金属保证金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 674.16%，主要系报告期黄金 T+D 合约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3、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36.47%,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票据期末未贴现增加所致。 

4、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59.01%,主要系报告期销售额增加所致。 

5、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184.56%，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预付土地款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 65.62%，主要系报告期减持长电股票所致。 

7、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46.82%，主要系报告期新建厂房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 68.53%，主要系报告期可抵扣差异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47.13%，主要系报告期短期借款融资增加所致。 

10、交易性金融负债较年初增加 305.57%，主要系报告期黄金租赁增加所致。 

11、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107.23%，主要系报告期以票据方式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12、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 95.32%，主要系报告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13、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202.07%，主要系报告期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14、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了 93.47%，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增加及利率上升所致。 

15、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42.51%，主要系报告期应付工程款、设备款减少所致。 

16、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减少 53.73％，主要系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得税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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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55.23%，主要系报告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以及材料出售所致。 

1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62.90%，主要系报告期收入增长，相应结转成本增加所致。 

19、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404.21%，主要系报告期收入增长，相应流转税费增加所致。 

20、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5.11％，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增长相应支出增加所致。 

2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3.82%，主要系报告期研究开发投入及折旧、劳动力成本等费用增加所致。 

2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83.08%，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增加及利率上升所致。 

2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91.55%，主要系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2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9.75%,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15.37%，主要系报告期减持长电科技股票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2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4.25%，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拆迁奖励费，本期无该类收入。 

2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49.10%，,主要系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2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的减少 43.25%，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及取得投资收益的现金增加，减

少了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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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以 3880.902 万元的总价竞得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以

挂牌方式出让的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I-4-1 地块，并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套期保值业务。2011 年 1-9 月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取得投资收益 5,813,663.59

元。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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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刘俊良 

刘俊良先生在发行时作

为公司董事承诺：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刘俊良先生已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辞去公司

董事、副董事长职务，报告期内，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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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

半年后的一年内，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 50%。 

正在严格履行中。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为： 
50.00% ～～ 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50-8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930,417.8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预计四季度下游行业的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原辅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公司成本控制带来较大压力，导致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持续下滑。 

3、银行贷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的提高致财务费用大幅上升，研发等费用的投入也一定程度上

压缩了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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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1 股票 600584 长电科技 8,434,300.00 3,500,000 23,310,000.00 100.00% 36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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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6,675,058.80 

合计 8,434,300.00 - 23,310,000.00 100% 17,042,258.80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 201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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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万股，获得税前投资收益 16,675,058.80 元。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07 月 07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上海国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电子行业研究

员 

 

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公司所处行

业展望，公司非公司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 

2011 年 08 月 23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公司所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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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公司权益投资部研

究员 

业展望，公司非公司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康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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