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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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王九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荣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邓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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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上年度期末

总资产（元）

1,643,374,157.31

1,430,417,795.89

1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192,669,964.68

1,168,363,962.19

2.08%

5.96

11.68

-4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4,354,180.42

-89.31%

0.02

-94.6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

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385,421,320.35

50.53%

903,287,802.66

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999,405.18

6.19%

44,370,322.89

-1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47.83%

0.22

-6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47.83%

0.22

-6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0.03%

3.73%

-9.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0.09%

3.64%

-7.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金额

附注（如适用）
-231,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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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44.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3,866.45

所得税影响额

-183,115.73
合计

1,037,65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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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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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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武当 17 期

3,563,68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76,2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2,49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0,074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程泰资本增值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98,55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程泰（二期）

1,196,7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股 C13

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武当稳健增长集合信托计划

1,189,365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武当 5 期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1,154,965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
数

本期解除限
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61,500,000

0

61,500,000

123,000,000 上市承诺

广东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50,000

4,250,000

7,000,000

14,000,000 股份质押

东莞市嘉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525,000

1,875,000

3,600,000 上市承诺

合计

75,000,000

4,775,000

70,375,000

140,600,000

解除限售日期
2013-5-20
解除质押后
2011-5-20

－

－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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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余额为 48771.57 万元，较年初减少 38.86%，主要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所致；
2、应收票据余额为 4030.47 万元，较年初增长 155.20%，主要是收入增长，部分客户票据结算增加；
3、应收账款余额为 13673.74 万元，较年初增长 69.83%，主要是在信用期内由于销售收入的增长所致；
4、预付款项余额为 5193.51 万元，较年初增长 61.05%，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采购设备预付款增长；
5、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73.92 万元，较年初增长 110.43%，主要是生产规模扩大，新租厂房、宿舍的押金；
6、存货余额为 31334.88 万元，较年初增长 106.75%，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正常生产周转备货，销售收入增长带来发出
商品余额较期初增加，期末库存商品增加所致（库存商品中主要为模具成品，客户按照合同约定在完成一定数量的产品交货
后，予以确认模具收入，在确认收入前模具的价值表现为库存商品）
；
7、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 3925.84 万元，较年初增长 207.27%，主要是设备与存货采购增长，待抵扣税金增加；
8、在建工程余额为 16775.44 万元，较年初增长 488.94%，主要是公司为满足销售增长的需要，加大产能投入，其中包括正在
建设的上角、长实科技园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电容式触摸屏光学玻璃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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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为 3209.21 万元，较年初增长 100.04%，主要是公司为满足销售增长的需要，加大产能投入，新租厂房、
宿舍等装修费，无尘净化车间等装饰费；
10、短期借款余额为 1000.00 万元，较年初增长 207.94%，主要是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采取应收账款保理贷
款 1000 万元，主要用于材料采购；
11、应付账款余额为 37518.77 万元，较年初增长 76.24%，主要是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采购量增加；
12、预收款项余额为 313.65 万元，较年初增长 281.85%，主要是预收客户模具款增加；
13、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5262.13 万元，较年初增长 85.36%，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员工人数增加及计提年终奖增加；
14、应交税费余额为-1.11 万元，主要是公司企业所得税应退未退所致；
15、201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90328.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91%，主要是三星、华为等老客户订单增加，以及新客户
航天、中兴、TCL 和京瓷订单快速增长所致；
16、2011 年 1-9 月，营业成本为 71171.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82%，主要是在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营业成本同时增加。
营业成本大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具体说明见“业务回顾”
；
17、2011 年 1-9 月，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47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9.99%，主要是新增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0]35 号）的规定，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8、2011 年 1-9 月，销售费用为 2099.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30%，主要是销售营销人员工资和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19、2011 年 1-9 月，管理费用为 11899.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17%，主要是由于研发投入增加、员工工资及福利性支出
增长、上沙车间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上角、长实科技园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以及全资子公司
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开办费用增加所致；
20、2011 年 1-9 月，财务费用为-859.5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8716.49%，主要是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减少利息支出以
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21、2011 年 1-9 月，营业外收入为 150.7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4.46%，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22、2011 年 1-9 月，营业外支出为 28.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4.81%，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23、2011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 435.4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9.31%，主要是随着业务增长,支付材料、
职工薪酬及各项税费额增幅大于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4、2011 年 1-9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30397.5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41%，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增加设
备投资以及上沙车间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新增设备，上角、长实科技园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新
增设备所致；
25、2011 年 1-9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1028.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3792.70 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业务回顾
2011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90328.78 万元，同比增长 38.91%，实现净利润 4437.03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55%。
(一)毛利率影响：2011 年 1-9 月，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1.18%，比上年同期下降 2.2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1)材料成本：一方面，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年初至报告期塑胶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5.43%，塑胶原料占公
司生产成本的比重为 25.18%；另一方面，随着高端机型订单量的增长，同时为提高对三星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公司相应延长了生产工序，在完成手机外壳加工后，对手机外壳进行组装，组装精密结构件配件成本高，增加了材料成本，
影响产品毛利率；
(2)人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从 2010 年 1-9 月的 17.15%上升到 2011 年 1-9 月的 20.79%，增长
幅度为 21.22%；
(3)2011 年 1-9 月上沙车间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上角、长实科技园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试产
期费用增加，1-9 月份产生试产材料费用 773.46 万元，以及新招收员工培训费、薪酬及福利支出 824.15 万元，合计影响 1597.61
万元。

3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二)期间费用影响：
1、销售费用：201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同比增加 634.48 万元，销售费用率增长了 0.07 个百分点，主要是销售营销人员工资
和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2、管理费用：201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同比增加 4279.66 万元，管理费用率增长了 1.46 个百分点。
(1)为实现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型，公司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本期较上期研发费用同比增加了 575.94
万元；
(2)公司为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为下半年及未来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做准备，公司引进部分中高级技术、
管理人才；同时，为留住核心员工、提高员工福利，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薪酬福利体系，2011 年 1-9 月工资、福利费、劳动保
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同比增加了 2378.58 万元；
(3)上沙车间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开办费 196.75 万元，上角、长实科技园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开
办费 364.41 万元，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前期开办费 246.22 万元，全资子公司东莞劲胜通信电子精密组件有
限公司开办费 78.83 万元，累计增加 886.21 万元。
二、2011 年经营计划执行情况
2011 年，公司坚决贯彻既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抓住下半年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处于快速增长的机会，大力发展精密
模具、精密结构件主业，拓展平板电脑、光学玻璃项目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高端结构件，进行产品结构升级、调整，继续保持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1)积极开发新客户、拓展新产品、完善公司产品结构
2011 年，公司利用 IPO 募集资金进行的投资扩建、扩产项目产能将逐步释放，公司以往的产能瓶颈将得到较大程度的缓
解。公司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从低端产品向高端手机零组件转型，积极开发日本、欧美、国内等地区的更多新客户，优化公
司客户销售占比结构；同时也将积极拓展平板电脑、医疗电子等领域的产品。由于公司在结构件制作精度、品质，尤其是表
面处理技术工艺方面始终保持了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公司被华为、中兴、OPPO 等品牌指定为其高端手机结构件的合作厂
商。
2011 年下半年，公司承接的高端手机项目增多，其中三星盖世系列智能手机结构件从第三季度已大批量出货，中兴平板
电脑结构件将在第四季度批量出货，三星平板电脑结构件有望从第四季度开始出货。公司在韩国设立的东莞劲胜产品研发中
心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营运，从五月份开始已经和韩国三星进行手机结构件新项目“直开发”，其中 80%是智能手机结构件。随
着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的扩建、扩产项目的模具产能释放，公司新项目开发产能大幅增加，这为四季度和明年的销售增长
提供了保障。
(2)加大研发部门在人才、设施上的投入
公司持续加大在模具设计与开发、各种材料的成型技术、各种表面处理技术及微纳成型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包括引
进更多的高端人才、添置必要的研发、检测、试验设施等，加强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实力。
(3)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生产品质、成本控制上的能力
公司进一步加大在生产品质、成本控制上的提升力度，包括开展各种以品质为主题的活动、宣导树立全员品质意识、完
善品质控制体系等措施。为应对人民币升值、人力成本及各种原材料成本不断提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将采取完善和细化
成本控制和核算体系、持续开展经营革新、推进自动化程度、优化供应链系统等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成本。
(4)加大引进紧缺人才力度，提升全员素质、优化人才结构
随着公司业务和规模的不断发展，为更好的实施公司战略方针，公司加大引进在模具、材料、研发等各方面紧缺人才的
力度。同时，通过开展对各部门人员针对性的内外部培训、学历继续教育等活动，提升公司全体员工的素质，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和优化人才结构。
(5)努力提高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
公司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体
系和管理机制，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规范相关管理工作，促进公司与投资者良性互动，有效保证投资者利益。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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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劲辉国际；股东银瑞投资、嘉众实业；实际控制人王九全及其关联人王建、王敏强、王琼、王
晓东；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票上市前作出的关于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股
份的承诺。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劲辉国际、实际控制人王九全先生均严格履行了公司上市前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厂房租赁的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劲辉国际、实际控制人王九全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以下承诺：如发行人在租赁期内因租赁厂房拆
迁、毁损或者其他原因致使租赁终止、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等导致经济损失，本公司/本人将全额予以补偿。
4、控股股东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在为员工免费提供住宿的情况下，依照东莞市和东莞市长安镇相关政府文件的要求，为员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根据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劲胜股份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为其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如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劲胜股份追缴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前应当为其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
司将予以全额承担。
报告期内，股东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999.9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07.5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334.27

0.00%

是否已
项目可行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
募集资金
本季度 截至期末
本季度 是否达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变更项
调整后投
性是否发
投资进度 预定可使
承诺投资
投入金 累计投入
实现的 到预计
金投向
资总额(1)
目(含部
生重大变
(%)(3)＝ 用状态日
总额
额
金额(2)
效益
效益
(2)/(1)
分变更)
期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技
改扩建项目

否

研发中心技改扩建项目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421.69 21,421.69
2,988.81

2,988.81

24,410.50 24,410.50

0.00 12,615.27
0.00

186.27

0.00 12,801.54

58.89%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6.23%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

0.00

-

-

是

否

-

超募资金投向
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
件扩建项目

否

0.00 18,000.00 2,762.73 14,490.49

80.50%

2011 年 04 毛利
月 10 日 3,294.24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
件扩产项目

否

0.00 21,000.00 3,844.82 13,042.24

62.11%

2011 年 11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电容式触摸屏光学玻璃
项目

否

0.00

5,000.00

100.0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6,000.00

6,000.0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5,000.00

5,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00 55,000.00 6,607.55 43,532.73

-

-

毛利
3,294.24

-

-

合计

-

24,410.50 79,410.50 6,607.55 56,334.27

-

-

毛利
3,294.24

-

-

5,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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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上沙车间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原计划在 2011 年 3 月 1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由于模具生产主要设备通过进口、采购周期长，设备未能按计划到位，影响后段成型、镀膜、涂装、
体项目）
组装工序产品生产。截止 2011 年 4 月 10 日本项目设备已基本到位，项目进入正式生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公司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2010 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超募资金总额为 60,589.49 万元,其中 55,000.00 万元已经经过公
司董事会审议明确了使用用途和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2010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6,000 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贷款已归还银行。
201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二）的议案》
。公司计划使用 18,000.00 万元其他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
发表了同意意见。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18,000.00 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手机、数码产品精密结构件扩建项目。
2010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三）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关于公司首次公开
使用进展情况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5,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保
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部分款项已经用于公司流动
资金的补充。
2011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四）的议案》
。公司计划使用 21,000.00 万元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进行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
了同意意见。2011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四）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1,000.00 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
2011 年 3 月 10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 5,738,000.00 元，补回 2010 年度自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的属
于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此部分资金已转账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户。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五）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5,000.00 万元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投资设立主要从事电容式触摸屏光学玻璃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清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不适用
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201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方式调整情况
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技改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技
改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使用募集资金以新设方式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东莞劲胜通信
电子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适用
2010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投入及置换情况
27,475,494.34 元置换本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475,494.34 元。其中：消费
电子精密结构件技改扩建项目 25,612,748.96 元，研发中心技改扩建项目 1,862,745.38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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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0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保荐机构、独
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2010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保荐
机构、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不适用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途及去向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技改扩建项目：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12,615.27 万
元（包括东莞劲胜通信电子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投资进度 58.89%，项目
实际使用金额 2,666.13 万元（包括购买土地 2,561.27 万元）
。截止目前，该项目土地规划程序办理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毕，正在办理其他相关审批程序，公司将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建设进度。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电容式触摸屏光学玻璃项目（投资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5,000.00 万元，投资进度 100.00%，项目实际使用金额 2,107.76 万元。截止
目前，该项目按照计划实施，进展顺利。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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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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