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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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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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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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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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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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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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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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连续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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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93,559,104.85 924,180,241.87 18.33% 830,640,33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99,183.98 57,421,383.77 48.03% 58,895,67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292,788.46 45,272,256.28 61.89% 54,940,16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07,556.92 81,137,690.96 -66.71% 43,433,16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5 0.1348 48.00% 0.13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5 0.1348 48.00% 0.1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9% 6.99% 3.40% 7.4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92,251,185.41 1,146,804,812.26 -4.76% 1,035,101,63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2,163,124.89 832,363,940.91 -0.02% 817,542,5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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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55,776,774.73 277,049,862.81 280,083,744.70 280,648,72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034,737.97 35,558,817.83 22,991,559.56 8,414,06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20,434.72 27,836,258.79 20,918,037.36 9,318,0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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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228,847.37 -9,224,055.31 8,990,624.58 41,469,8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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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2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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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96,770,000 

可立克科技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86% 148,500,000 0   

正安县鑫联

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8% 19,500,000 0   

张杰 
境内自然

人 
0.15% 647,900 0   

李凤珍 
境内自然

人 
0.08% 3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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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壮志 
境内自然

人 
0.06% 243,100 0   

陈涛 
境内自然

人 
0.06% 240,000 0   

卫炳生 
境内自然

人 
0.05% 220,100 0   

余敏 
境内自然

人 
0.05% 2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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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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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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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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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度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0.9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3%，净利润8,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03%。其中，变压

器事业部实现销售收入6.0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电源事业部实现销售收入4.6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55%。 

费用方面，整体费用上升较快，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均较上年增加超过21%，研发费用增加30.24%，主要原因是工资福

利待遇提升、电源事业部扩大研发团队投入。 

财务状况方面，公司整体资产结构配置合理，流动比率2.79，速动比率2.32，现金比率0.76，资产负债率23.81%，存货

周转率6.64，应收账款周转率3.71，总资产周转率0.98。由于上市以来，为了使广大A股市场投资者分享公司成长的收益，

分红比率较高，流动、速动比率较上市前有所下降；公司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未进行再融资的背景下，体现公

司的经营性现金流一直处于良性周转中；各项资产运营指标的优良，也体现公司较强的资产运营管理能力。 

盈利能力方面，销售毛利率23.44%，销售净利率7.77%，均较2017年微升。 

公司的财务指标总体优良，在效益的稳步提升中，各项资产占比及运营指标也均有提升。 

二、2018年重大经营、管理规划达成状况 

1、磁性元件方面，客户分布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期公司不断投入大客户的开发，在2018年见效，并为公司后续增长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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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良好基础，总体销售额稳步增长。 

1）2018年，引入海外重大汽车电子客户，并按汽车工业的标准进行了产线建设及厂房的装修工作，该部分产能预计在

2019年逐步释放； 

2）细化内部管理流程，规范计划权限，对不同客户的计划策略制定不同类别的内部管控目标。通过PC权限下放及生产

预排工作，对库存控制及周转速度均有较大提升； 

3）传统优势产业的业绩保持平稳，消费类电子领域销售占比有所降低，UPS类销售所占市场份额则略有提升； 

4）新能源领域，机会与风险并存，新能源车及光伏行业的投入需注意市场和技术的走向，控制备货和资金投入的节奏。 

2、电源方面，总体销售额有较大增长，但在行业分布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1）公司2018开始对越南工厂的建设进行考察，力求在2019年完成产能建设、生产管理流程建立、供应链建设及品质管

控流程的建立； 

2）2018年已导入重点客户项目，市场协调研发资源关注重点项目进度及成本，推动重点项目优先进入量产阶段，以期

给公司销售及利润带来大的提升； 

3）进一步内部挖潜，提升管理能力，降低材料成本及制费成本占比； 

4）加强储能产品的海外市场开发，使团队建设实现应有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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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559,104.

85 
837,219,189.00 23.44% 18.33% 16.29% 1.34%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1,070,365,770.

23 
821,410,723.55 23.26% 17.62% 15.33% 1.52% 

其他业务 23,193,334.62 15,808,465.45 31.84% 63.39% 104.50% -13.70% 

分产品 
1,093,559,104.

85 
837,219,189.00 23.44% 18.33% 16.29% 1.34% 

磁性元件 605,084,154.51 445,712,401.19 26.34% 12.80% 5.95% 4.18% 

开关电源 465,281,615.72 375,698,322.36 19.25% 24.55% 28.89% -2.70% 

其他业务 23,193,334.62 15,808,465.45 31.84% 63.39% 104.50% -13.70% 

分地区 
1,093,559,104.

85 
837,219,189.00 23.44% 18.33% 16.29% 1.34% 

国内销售 400,808,789.62 299,194,606.89 25.35% 19.18% 11.72% 4.98% 

出口销售 692,750,315.23 538,024,582.11 22.33% 17.84% 19.0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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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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为109,355.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3%，主要系新能源部分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2018

年度营业总成本为100,522.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03%，主要系收入增长成本同步增加所致。2018年度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416.76万元、10,267.30万元及8,499.92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6.66%、

56.84%、48.03%，主要系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导致本期汇兑损益增加及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等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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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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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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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72.28% 至 -33.46%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500 至 1,20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803.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 2019 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外部市场环境竞争激烈，预计

一季度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及一季度汇率波动较大等因素所致。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19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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