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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7-02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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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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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26,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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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立克 股票代码 00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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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轶群 梅梦凡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

园 7 栋 2 楼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

园 7 栋 2 楼 

电话 0755-29918075 0755-29918075 

电子信箱 invest@clickele.com invest@clicke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变压器和电感等磁性元件以及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等开关电源产品的

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磁性元件产品主要应用于资讯类、UPS电源、汽车电子和逆变器等电子设备，开关电源产品主要

应用于网络通信、消费类电子、电动工具、LED照明以及工业及仪表等领域。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依靠自身努力和多年稳健经营，公司积累了一批在各领域拥有领先市场地位的优质客户。公司主要客户大多数为国内外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或细分行业龙头。公司连续八年入选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公司的

电子变压器制造综合实力位于国内领先地位。 

（二）主要产品 

1、磁性元件类产品 

公司的磁性元件产品按照特性分为电源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和电感三大类。其中，包括电源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

器在内的电子变压器是公司的主导产品；公司的电感类产品包括太阳能逆变电感、大功率逆变电感、PFC电感、滤波器、整

流电感、谐振电感、输出电感和贴片电感等多个系列。公司的磁性元件产品定位为客户提供迅捷、周全的产品定制服务，凭

借快速的市场反应、领先的产品技术、周全的解决方案，成为国内磁性元件行业的领先者，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增强。

目前公司电子变压器产品在计算机电源、UPS电源等领域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客户覆盖众多世界级电源厂商以及汽车电

子企业。 

2、开关电源类产品 

公司的开关电源产品按照产品特性可以分为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三大类。具体产品包括：电源适配

器、动力电池充电器、LED电源、网络通信电源、工业及仪表电源等多个系列。公司充分利用电子变压器的技术、客户资源、

制造经验等优势，将产业链向电源产品延伸。公司目前生产的开关电源产品主要为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以及各类定

制电源。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830,640,332.44 743,978,449.00 11.65% 742,725,13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95,678.26 57,186,270.51 2.99% 58,553,2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40,166.94 54,139,559.70 1.48% 57,064,78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33,162.79 52,178,868.97 -16.76% 71,920,69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3 0.1790 -22.74% 0.1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3 0.1790 -22.74% 0.1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1% 12.37% -4.96% 14.0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35,101,631.91 962,395,657.65 7.55% 663,176,30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7,542,557.14 775,686,878.88 5.40% 441,247,780.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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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5,709,183.52 205,327,480.08 224,079,157.37 195,524,5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39,983.62 19,048,223.04 25,517,512.11 -4,110,04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56,370.76 17,686,159.73 23,832,005.53 -4,034,36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10,963.01 -9,504,314.37 15,353,412.00 6,973,102.1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3,1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7,19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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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盛妍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6% 151,500,000 151,500,000 质押 26,600,000 

可立克科技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86% 148,500,000 148,500,000   

深圳市鑫联鑫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 19,500,000 19,500,00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06% 257,800 0   

冼人生 境内自然人 0.05% 211,800 0   

陈活彪 境内自然人 0.05% 210,300 0   

孙志华 境内自然人 0.04% 180,375 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0.04% 180,000 0   

傅梅城 境内自然人 0.04% 174,000 0   

吴昊 境内自然人 0.03% 14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盛妍投资、鑫联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控制的公司，可立克科技为肖铿

先生的母亲顾洁女士、胞妹肖瑾女士控制的公司。顾洁女士、肖瑾女士为肖铿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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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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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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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我国经济下滑的格局仍未改变，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需求萎缩给我国产业出口造成长久

的影响。新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增长动力，电子制造行业等实体经济需要明确未来发展的新动能、新空间，以克服

当前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过去的2016年，公司全体管理层和所有员工共同奋斗，团结一心，在复杂的经济形式中保

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83,064.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65%；利润总额8,592.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12%；净

利润5,889.57万元，比上年同期持平。 

    本年度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公司治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制度梳理工作，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进行了制度的修订

及补充，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补充制定了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在流程管理方面，

公司着手进行了全方位的内控流程与制度的梳理，涉及公司各部门、各操作流程，及时发现风险点，优化并完善内控体系，

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 

     2、业务拓展方面。为了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在报告期对子公司惠州可立克科技增资14,000万元人民币，解决了其发展

中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其进行生产、制造及研发布局，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提高抗风险能力；并设立了惠州变压器子公司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使公司变压器事业部和电源事业部实现专业化分工，突出公司经营主业，更好地独立核算和

准确考核经营业绩。此外，公司为拓展国际市场，开拓新领域及新产品线，近距离服务客户，注册成立美国公司Click Tech. 

Inc.，并完成波士顿办公室建设，建立了基本运作机制，成功引进了部分项目，开始进行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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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产品开发方面。变压器自2016年初以来，汽车充电桩市场急速膨胀，公司抓住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机遇，近年来的技

术和市场累积初见成效；电源研发方面，积极开发高功率智能化电源平台，动力电池组等，在电动工具、网络通讯、LED

等领域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4、产能扩充与转移：2016年，电源事业部产能已经全部转移至惠州，由惠州接单、惠州生产，惠州工业园成为可立克

电源的制造基地。此外，惠州变压器建设初见成效，产值达标，建立了质量体系；深圳材料仓、PMC、采购已成功迁至惠

州，PMC、工厂、市场、客户逐步实现一条龙运作。 

     总体而言，公司完成本年度预定的销售目标及管理计划。公司将继续坚持董事会制定的发展规划，坚持以主营业务为核

心，力求全方位提高公司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电子行业方兴未艾，新兴产品和技术不断涌现，磁性元件及电源为适应不断

更新的市场潮流，需要公司正确研判新未来市场的走向，公司将围绕主业持续在高附加值领域不断拓展延伸，加强企业竞争

力,挖掘新的业绩增长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830,640,332.44 197,687,507.39 23.80% 11.65% 22.59% 2.12%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825,337,198.81 193,652,511.78 23.46% 11.41% 22.02% 2.04% 

其他业务 5,303,133.63 4,034,995.61 76.09% 68.31% 57.97% -4.98% 

分产品 830,640,332.44 197,687,507.39 23.80% 11.65% 22.59% 2.12% 

磁性元件 431,765,511.21 111,505,846.35 25.83% 16.14% 31.88% 3.08% 

开关电源 393,571,687.60 82,146,665.43 20.87% 6.64% 10.78% 0.78% 

其他业务 5,303,133.63 4,034,995.61 76.09% 68.31% 57.97% -4.98% 

分地区 830,640,332.44 197,687,507.39 23.80% 11.65% 22.59% 2.12% 

国内销售 233,330,376.38 61,406,466.25 26.32% 48.88% 60.14% 1.85% 

出口销售 597,309,956.06 136,281,041.14 22.82% 1.71% 10.87% 1.8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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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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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

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

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2,416,545.96元，调

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2,416,545.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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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资

本 

业务性

质 

期末实

际出资

额（万

元） 

实质上构

成对子公

司净投资

的其他项

目余额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是否合

并报表 

惠州市

可立克

电子有

限公司 

一级子

公司 

广东惠

州 

 

广东惠

州 

2500.00

万元 

 

电子器

件生产

加工 

 

 

2,500 

  

 

100.00 

 

 

100.00 

 

 

是 

CLICK 

TECH 

INC. 

 

二级子

公司 

 

美国 

 

美国 

 

美元

5000元 

 

贸易 

   

100.00 

 

1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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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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