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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0-02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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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春霞 陈辉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

厂区厂房 7 栋 2 层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

厂区厂房 7 栋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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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经营高低频变压器、电源产品及相关电子零配件、ADSL话音分离器、电

感、滤波器、电路板(不含印刷电路板)、连接器、镇流器及电脑周边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

控商品)；普通货运；自有物业租赁(艺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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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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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产品   

1、磁性元件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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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开关电源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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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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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09,472,659.74 1,093,559,104.85 1.46% 924,180,24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89,407.57 84,999,183.98 -73.78% 57,421,38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60,389.80 73,292,788.46 -50.25% 45,272,25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76,250.45 27,007,556.92 364.23% 81,137,69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3 0.1995 -73.78% 0.1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3 0.1995 -73.78% 0.1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10.39% -7.65% 6.9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89,637,831.74 1,092,251,185.41 8.92% 1,146,804,8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1,852,532.46 832,163,124.89 -2.44% 832,363,940.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0,897,292.97 243,836,853.37 288,596,473.89 356,142,03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2,805.47 21,006,434.68 45,318,054.41 -55,847,88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4,941.43 19,955,209.18 12,608,724.52 -2,018,48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38,980.89 12,252,571.65 25,300,289.78 46,684,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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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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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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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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宾盛妍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6% 151,500,000 0 质押 103,060,000 

可立克科技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95% 144,645,977 0   

正安县鑫联鑫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 11,016,217 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0.15% 647,900 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

信中证 500 指

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13% 550,049 0   

蒋安平 境内自然人 0.11% 486,300 0   

何小强 境内自然人 0.10% 407,300 0   

冼人生 境内自然人 0.08% 358,750 0   

蔡芳 境内自然人 0.08% 338,500 0   

黄丽萍 境内自然人 0.08% 328,4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盛妍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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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黄丽萍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28,45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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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地缘政治等全球不确定性等因素增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公司积极应对，优化内部管理，提升内部成本管控，维持了公司经营状况基本稳定。 

（一）2019年经营指标达成情况 

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1.0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6%，净利润2,228.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78%。 

公司磁性元件实现营业收入6.1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6%；公司开关电源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 

费用方面，管理费用较上年增长28.38%，主要系聘请美国律师及技术专家服务咨询费用；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9%，主要系加大研发投入，2019年取得多项知识产权专利；销售费用较去年略有下降，主要系统一出货平台，优化运输

方案，降低相关费用。 

盈利能力方面，销售毛利率22.32%，较上年略有下降。 

财务状况方面，公司2019年流动比率2.53，速动比率2.18，资产负债率31.76%，存货周转率6.89，应收账款周转率3.19，

资产结构配置合理、运营效率较高、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较低，总体财务状况良好。 

（二）2019年重大经营、管理规划执行情况 

    公司面对2019年严峻的市场形势和复杂的经营环境，坚定的按照公司既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及年度经营管理计划与

经营策略的要求，公司管理层秉持公司一贯稳健经营，建立长期优势的经营风格和理念，与公司全体同仁一道上下同心，力

出一孔，在两大主业上共同发力，优化巩固既有的优势市场、优质客户的同时，在新兴的新能源充电桩、光伏储能、高端汽

车电子磁性器件及智能家居与高端消费电子等领域重点投入，两大主业持续稳健发展，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公司磁性元件主业，公司加强投入，高标准打造汽车电子高端磁性元件的先进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及品质保证等完整

的车规级平台，并获主流车厂认可。同时在公司既有的优势领域深耕细作，推行管理精益化、制造智能化、信息透明化的管

理变革，提质增效，优势领域进一步巩固。 

在公司开关电源主业，公司在定制化充电器电源及高端电源适配器领域重点投入，实行自动化、智能化产线改造，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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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该市场的优势地位。投资建设公司在海外的首个高标准制造基地，为布局全球，规避贸易风险打

好基础。 

公司将继续坚持董事会制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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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有效整合资源，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成本、安全管理，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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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性元件 618,779,825.20 166,735,754.25 26.95% 2.26% 4.62% 0.61% 

开关电源 462,188,388.42 74,505,387.02 16.12% -0.66% -16.83% -3.13% 

其他业务 28,504,446.12 9,847,778.87 34.55% 22.90% 33.3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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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利润总额4,506.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6.11%；净利润2,228.9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3.78%；主要系仲

裁执行费用、聘请美国律师及技术专家服务咨询费增加，汇兑收益减少，投资项目公允价值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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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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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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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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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上年年末余额

12,386,106.65元， “应收

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72,477,225.37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

据”上年年末余额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162,372,553.29

元。 

“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上年年末余额0.00

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75,692,970.73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

据”上年年末余额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5,180,653.25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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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重分类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减少 2,454,061.11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454,061.11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减少 4,797,470.34

元；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4,797,470.34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减少 2,454,061.11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454,061.11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减少 4,797,470.34

元；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4,797,470.34 元；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61,315,890.73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

加 61,315,890.73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53,235,090.73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

加 53,235,090.73 元； 

（3）其他流动资产-理财产品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70,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70,000,000.00 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70,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70,000,000.00 元 

（4）其他非流动资产-其他投资重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

9,800,000.0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

加 9,800,000.00 元 

 

 

 
2、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

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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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94,798,762.56  货币资

金 

摊余成本 194,798,7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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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061.1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2,454,061.1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386,106.6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386,106.65 

应收款项

融资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

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72,477,225.3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72,477,225.37 

应收款项

融资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

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28,654,998.99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28,654,998.99 

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77,755,114.6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70,000,000.00 

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7,755,114.6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

量(权益

工具) 

61,315,890.7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61,315,890.73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

合收益 

  

其他非流

动资产 

摊余成本 5,203,474.62 其他非流

动资产 

摊余成本 5,203,474.62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9,800,000.00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9,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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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4,797,470.34 交易性金

融负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4,797,470.34 

 

2)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15,394,178.6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15,394,1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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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061.1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2,454,061.1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5,692,970.7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5,692,970.73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

合收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49,284,838.83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9,284,838.83 

其他流动

资产 

摊余成本 71,144,889.1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7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1,144,889.1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

量(权益

工具) 

53,235,090.73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53,235,090.73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

合收益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4,797,470.34 交易性金融

负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4,797,4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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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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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3,600 至 5,3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81.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销售收入有所下滑；另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因素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20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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