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根据贵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字[2007]26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国信证券有限公司)通过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2,500 万股，

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1.10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7,750 万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 15,468,100.00 元后，实际募集的资金净额为 262,031,900.00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07年 2月 14 日全部到位，并经浙江东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出

具了东方中汇会验[2007]第 0289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管理制度》），并经 2006 年 8 月 12日召开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根据

法律法规的新要求，本公司于 2007年 7月 19日对《管理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并经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投

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 

2007年 3月 12日，公司及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

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城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约定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三方权利、责任和义务。监管

协议的条款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2008年 12月，本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及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东门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对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三方权利、责任和义务。监管协议的条款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布的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保荐

人和银行，历年均按照协议约定条款履行了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日常监督。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款金额共计为 3,022.99 元，其

中：交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2,205.88 元，建设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817.11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无。 

2．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情况说明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0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变更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将该项目

交由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和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

“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实施；实施地由“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变更为“江

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厂区内”；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6,078.30万元。该项目建设

内容不变。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方法如下： 

当期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收入-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成本-募集资金



                                                                                     

 

项目应分摊营业税金及附加-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期间费用-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所得税费

用  

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营业税金及附加=(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收入/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

附加  

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销售费用=(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收入/营业收入)*销售费用  

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管理费用=(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收入/营业收入)*管理费用 

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财务费用=(募集资金项目产品成本/营业成本)*财务费用 

募集资金项目应分摊所得税费用=募集资金项目产品税前利润*所得税税率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的情

况说明 

1．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产线升级技改项目主要用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功率

器件及 SOT表面贴装分立器件引线框架的生产，其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主要原因系该项目受 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行业周期性因素的制约，产能

利用率不足，个别系列产品的结构调整、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原、辅材料（铜、银等）价格大

幅上涨等因素影响，致使产品的毛利率与募投项目可研报告中预测的毛利水平存在一定差

异，实际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2．大规模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主要原因系该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由原来的公司所在地变

更为江苏省江阴市，实施主体变更为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导致投入时间与承诺相比有

所推迟。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在 2008年 8月注册成立，2010年年初完成基本建设，2010

年年中正式投入批量生产，目前产能利用率较低；此外，由于该项目改成公司化运作，整体

投资规模扩大，固定资产折旧、财务费用等相应负担大幅增加，故尚未取得承诺效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无。 

 

五、其他差异说明 

无。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4月 18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6,203.1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6,859.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07年：8,444.78 

2008年：11,338.64 

2009年：3,391.53 

2010年：3,684.2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集成电路引

线框架生产

线升级技改

项目 

集成电路引

线框架生产

线升级技改

项目 

12,500.00 12,500.00 12,518.92 12,500.00 12,500.00 12,518.92 18.92 2008 年 6 月 30 日 

2 集成电路内

引线材料（金

集成电路内

引线材料（金
7,050.00 7,050.00 7,576.68 7,050.00 7,050.00 7,576.68 526.68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丝）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丝）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3 

大规模集成

电路引线框

架生产线升

级改造项目 

大规模集成

电路引线框

架生产线升

级改造项目 

10,800.00 6,653.19 6,763.62 10,800.00 6,653.19 6,763.62 110.43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1 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产线升

级技改项目 
70.51% 2,768.00 336.68 930.42 2,168.36 3,435.46 否 

2 集成电路内引线材料（金丝）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32.42% 1,161.04 -136.88 318.80 1,313.92 1,495.85 是 

3 大规模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

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60.60% 4,630.39   9.61 9.61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