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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19-05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强电子 股票代码 0021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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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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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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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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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652,033,707.96 743,348,193.60 743,348,193.60 -1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181,436.51 39,551,164.10 39,551,164.10 2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460,203.58 37,079,957.73 37,079,957.73 -2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102,928.92 48,319,390.92 48,319,390.92 -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5.25% 5.25% 0.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97,092,057.72 1,680,074,737.51 1,680,074,737.51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8,250,748.61 807,285,818.17 807,285,818.17 5.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4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普利赛思
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2% 74,009,208  冻结 74,009,208 

宁波司麦司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52% 31,975,507    

任伟达 境内自然人 6.69% 25,120,692  质押 12,177,70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18,764,272    

任奇峰 境内自然人 4.90% 18,392,472    

郑康定 境内自然人 2.76% 10,374,000 7,780,500   

汪福君 境内自然人 2.26% 8,483,540  质押 5,963,688 

项丽君 境内自然人 2.03% 7,631,897    

任颂柳 境内自然人 1.64% 6,141,980  质押 5,72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0% 4,143,2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郑康定为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伟达、任奇峰和任颂柳为一致行
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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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任伟达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320,692 股外，还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800,000 股;任奇峰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392,47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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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下游应用领域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增速下降，其中封测业
增速下降幅度最大，对公司引线框架与键合丝的产品的销售带来不利影响。报告期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科学调度各种资源，

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较好地完成了半年度经营生产目标。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2,033,707.9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28%；实现营业利润57,202,469.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62%；实现利润总额56,898,562.4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81,436.51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1.82%。 

1、引线框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引线框架产品的产、销量分别为543.96、562.30亿只，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9%、13.32%；实现营业收入

362,544,644.0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18%。 

2、键合丝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键合丝（包括键合金丝和键合铜丝）产品的产、销量分别为767.96、769.39千克，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5.25%、26.37%；实现营业收入153,202,113.43元，比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6.46%。 

3、电极丝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电极丝（合金铜丝）产品的产、销量分别3091.25、3191.73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52%、7.74%；实现
营业收入128,342,527.41元，比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68%。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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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3月22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

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

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754,71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754,715.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214,49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214,490.0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

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

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754,715.00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754,715.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754,715.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54,715.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

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214,490.00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14,49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214,49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14,49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6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

比上年同期减少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康定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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