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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3年3月19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3月29日上午

9：00 时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

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2年度总经

理工作报告》。 

 

二、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本报告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本报告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12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毕克允先生、沈成德先生、贺正生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



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本预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2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897,322.09 元，2012年度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        

1,089,732.2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31,850,226.11 元，2011年度未进行现

金利润分配，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41,657,815.99 元。 

在报告期末至本报告披露日期间,公司非公开发行1200万股A股股票,故公司

拟以现有总股本206,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元（含税），共计分配5,155,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236,502,815.99

元结转下一年度。公司本年度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12年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制度的要求。 

 

五、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2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本议案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2年年度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12 年度开展公司审计工作情

况的总结评价及推荐意见，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

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审核意见。 

 

七、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3年度

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1、拟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最高担

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7000 万元（含）。担保期限为二年。 

2、拟继续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康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在原 6000 万元基础上追加 2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 8000 万元（含）。担保期限为二年。 

3、拟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康强胜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担保期限为二年。 

《关于为 2013 年度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江阴康强关于

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控股子公司江阴康强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同意江阴康强以澄土国用

（2008）第 19734 号、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fys0018246 号、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fys0022462 号、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fys0022463 号项下的土地与房产作为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江阴市朝阳路支行融资抵押物申请固定资产抵押融资，抵押物净值

7252.75 万元，融资额度为 7000 万元，期限三年。 

 

九、分项审议通过《康强电子、江阴康强与上海格林赛关于 201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康定先生、郑芳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以 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康强电子与上海格林赛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以 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江阴康强与上海格林赛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章程



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1、第二条由“公司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公司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2002]1000 号文

批准,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公司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

营业执照，注册号：企股浙甬总字第 000469 号。”修订为： 

“公司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2、第六条由“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420万元。”修订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620万元。”  

3、第十八条由原“公司发起人为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宁波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康盛贸易有限公司、台湾地区自然人刘俊良和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宁

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2002年 10月整体变更为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宁波

康强电子有限公司经过审计的 2002年 3月 31日账面净资产 7210万元，按照 1：

1 的比例折为 7210 万股，各发起人以其在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经过审计的所

享有的全部权益进行股份的认购。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持股 2033.22 万

股、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42 万股、英属维尔京群岛杰强投资国际

有限公司持股 1336.734 万股、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211.28万股、台湾地区自然人刘俊良持股 826.266万股、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360.5万股。 ”修订为： 

“公司发起人为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司)、台湾地区自然人刘俊良和江苏新潮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2002年 10月整体变更为发起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时，宁波康强电子有限公司经过审计的 2002年 3月 31 日账面净资

产 7210 万元，按照 1：1 的比例折为 7210 万股，各发起人以其在宁波康强电子



有限公司经过审计的所享有的全部权益进行股份的认购。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

公司持股 2033.22 万股、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42 万股、英属维尔

京群岛杰强投资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1336.734 万股、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持股 1211.28万股、台湾地区自然人刘俊良持股 826.266万股、江苏新潮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60.5万股。 ” 

4、第十九条由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19,42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19,420 万股。2008 年 4 月 22 日经股东大会批准，以原有股本总额 9,710 万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送 2.5 股，转增 7.5 股，共送转 9,710 万股。”修订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20,62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0,620 万股。” 

 

十一、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4547.87 万元自

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非公

开发行中放弃认购的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追究处置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截止到最后缴款日，与公司签订《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的认

购人宁波汇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峰投资”)与任颂柳未按照《认

购协议》约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已构成违约。根据《认购协议》“第九条 违

约责任”中9.1的约定，汇峰投资及任颂柳应负责赔偿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积极妥善处理追究违约方汇峰投资、任颂柳违约责任

的相关事宜，违约责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生的实

际费用、募集资金不足情况下继续实施募投项目可能增加的财务成本、对公司后

续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方的实际履行能力等因素。管理层可以采取协商、诉讼等多



种方式处理前述事宜。 

 

十三、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向光大银行宁波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额度最高时点为人民币壹亿陆仟

万元整。    

2、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康定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

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上述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壹亿陆仟万元，是银行根据对公司的评估情况而

给予公司在其操作业务的最高限额，公司在该额度项下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求，并履行公司内部和银行要求的相应程序后具体操作各项业务品种。 

 

十四、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 2012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的 自 我 评 价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五、以 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提议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 1 号会议厅召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