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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0-05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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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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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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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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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2,597,025.64 464,734,146.34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066,045.32 32,819,240.15 34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332,504.55 25,870,150.61 7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14,559.34 53,391,552.54 -6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05 0.0770 3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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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05 0.0770 34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7% 3.93% 12.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27,319,108.44 1,189,637,831.74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4,318,577.78 811,852,532.46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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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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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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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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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双凤 境内自然人 0.19% 799,949 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0.15% 647,900 0   

李琳 境内自然人 0.13% 560,000 0   

上海互仁广告

策划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12% 500,000 0   

蒋安平 境内自然人 0.11% 469,600 0   

彭持 境内自然人 0.11% 467,700 0   

陈武枫 境内自然人 0.09% 3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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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妍管理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7,2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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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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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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等困难，公司管理层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较好的完成

了各项生产经营目标。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2020年上半年经营指标达成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5%，净利润14,506.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42.02%。 

公司磁性元件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5%；公司开关电源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9%。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尽快复工复产，整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

长，其中新能源产品收入高速增长，并体现出规模效应，公司上半年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二）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继续推进产业布局，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2020年上半年，汽车电子业务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拓宽了公司产品应

用的深度和广度，为未来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生产改造与研发方面：研发中心的技术优化、技术改造在不断推进，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为新产品梯队的建设和产

品品质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公司各生产基地优势逐步形成，产能稳步提升。 

3、再融资方面：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9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8520万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8,930.69万元（含本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止本报告报出日，该事项已通过证监会核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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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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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20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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