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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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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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 
1.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负责人郑康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梅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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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 909,834,570.30 620,426,424.26 46.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506,274,965.34 228,266,308.08 121.79%

每股净资产 5.21 3.17 64.3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40,104,951.20 138,592,545.34 1.09%

净利润 7,008,962.08 5,551,356.97 2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7,902.70 -25,600,764.83 111.0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3 -0.36 108.33%

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 0.09 0.08 12.50%

净资产收益率 1.38% 2.93% -1.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1.21% 2.96% -1.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产生的损益 
1,189,950.39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各项营

业外收入、支出 
93,000.00

减：非经常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数 -423,373.63

合计 859,5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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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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 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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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1,395,480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素燕 182,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

能 
175,867 人民币普通股 

王兴志 158,794 人民币普通股 

黄春小 1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高秀芳 139,960 人民币普通股 

王元 1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

级自有资金 
132,367 人民币普通股 

梁群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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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 
    2007年3月31日总资产比期初增加289408146.04元，增幅46.65%，所有者权益比期初增加278008657.26元，增幅121.79%，

每股净资产比期初增加 2.04 元/股，增幅 64.35%。原因是：我公司 2007 年 2 月 7 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A 股 2500 万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 11.10 元。募集资金总额 277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5468100.00 元，其中新增股本 25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237031900.00 元。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报告期末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及每股净资产。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7 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幅较大。原因是：一季度销售收入货款回笼比上年同期增加，

键合金丝车间搬迁，购买黄金支付的现金减少和应付票据增加，从而使我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净额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

幅。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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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对 2007 年中期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人民币）元 

对 2007 年中期经营业绩的预

计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2006 年中期经营业绩 净利润（未按新会计准则调整）： 17,767,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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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3.5 本次季报资产负债表中的 2007 年期初股东权益与“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中的 2007 年

期初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附录 

4.1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数 期初数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5,228,920.06 101,906,224.9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3,282.10 128,921.94 

  应收票据 37,406,627.72 46,748,992.80 

  应收账款 148,791,175.15 141,024,324.15 

  预付款项 1,313,849.71 1,447,717.1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2,424,769.39 1,929,817.8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3,697,259.43 90,522,513.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134,763.33 6,959,527.83 

流动资产合计 655,130,646.89 390,668,039.8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5,758,729.28 62,522,415.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071,557.12 7,941,889.2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48,893,193.51 142,769,068.32 

  在建工程 13,821,715.45 9,182,409.63 

  工程物资 3,189,888.00 3,189,888.00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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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322,151.82 1,350,277.0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46,688.23 2,802,437.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4,703,923.41 229,758,384.43 

资产总计 909,834,570.30 620,426,424.2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7,925,927.48 137,992,926.82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25,940,000.00 131,170,000.00 

  应付账款 35,276,060.27 34,344,953.06 

  预收款项 700,616.89 886,897.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474,500.00 1,474,500.00 

  应交税费 4,769,155.59 7,754,752.17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936,151.39 1,232,391.2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324,895.56 359,395.50 

流动负债合计 328,347,307.18 325,215,816.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0,000,000.00 5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1,350,000.00 1,350,0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862,297.78 15,594,300.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5,212,297.78 66,944,300.17 

负债合计 403,559,604.96 392,160,116.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97,100,000.00 72,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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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公积 292,430,667.34 49,208,135.6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9,488,021.03 19,488,021.0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7,256,276.97 87,470,151.3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06,274,965.34 228,266,308.0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6,274,965.34 228,266,308.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09,834,570.30 620,426,424.26 

4.2 利润表 

编制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140,104,951.20 138,592,545.34 

其中：营业收入 140,104,951.20 138,592,545.3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1,983,567.51 130,165,152.54 

其中：营业成本 121,744,305.25 120,842,218.0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484.99  

      销售费用 891,233.61 973,537.26 

      管理费用 5,483,321.71 5,764,873.65 

      财务费用 3,821,221.95 2,584,523.6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4,360.16 2,576.4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325,563.89 -482,153.3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9,451,307.74 7,947,8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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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加：营业外收入 133,000.00 151,497.82 

  减：营业外支出 229,677.64 383,762.8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9,354,630.10 7,715,550.89 

  减：所得税费用 2,345,668.02 2,164,193.9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7,008,962.08 5,551,356.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008,962.08 5,551,356.97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08 

4.3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40,780,462.99 137,914,826.6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7,428.76 151,497.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1,287,891.75 138,066,324.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19,429,806.06 148,048,867.6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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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4,782,228.67 3,778,908.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185,609.76 7,734,831.7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62,344.56 4,104,481.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8,459,989.05 163,667,08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27,902.70 -25,600,764.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030,992.84 612,147.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30,992.84 612,147.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30,992.84 -612,147.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4,7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49,6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4,700,000.00 49,6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5,000,000.00 34,600,000.00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123,129.66 1,815,756.3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123,129.66 36,415,756.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6,576,870.34 13,184,243.6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51,085.0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3,322,695.13 -13,028,668.3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1,906,224.93 56,191,428.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5,228,920.06 43,162,760.18 

4.4 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