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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1-016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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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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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941,2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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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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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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逆变电感、大功率逆变

电感、PFC电感、滤波电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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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电源、工业及仪表电源等多个系列。 

（三）产品主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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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79,890,651.44 1,109,472,659.74 15.36% 1,093,559,10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038,300.85 22,289,407.57 824.38% 84,999,18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316,574.87 36,460,389.80 147.71% 73,292,78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282,764.01 125,376,250.45 15.88% 27,007,55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80 0.0523 794.84% 0.19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80 0.0523 794.84% 0.1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0% 2.74% 16.86% 10.3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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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942,446,429.71 1,189,637,831.74 63.28% 1,092,251,18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0,740,960.33 811,852,532.46 79.93% 832,163,1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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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11,401.15 310,885,624.49 365,377,749.42 391,915,87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62,290.46 82,803,754.86 50,388,970.53 10,583,28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44,591.14 31,287,913.41 48,031,272.43 -2,047,20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50,360.34 32,964,919.68 46,173,232.69 81,094,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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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7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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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6% 151,500,000 0 质押 36,230,000 

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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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11,016,217 0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8% 6,113,537 6,113,53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76% 3,620,087 2,620,08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创投锐进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2,855,895 2,855,895   

赵波洋 境内自然人 0.57% 2,716,157 2,716,1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2,620,087 2,620,087   

嘉兴硅谷天堂泰昱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51% 2,445,414 2,445,414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定增组合 

其他 0.46% 2,183,406 2,18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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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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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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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妍管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4,300,000 股，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7,200,000 股；曹少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30,3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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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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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经营指标达成情况 

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127,989.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6%。2020年度营业利润为23,988.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12%；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157.18万元及20,6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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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36.11%、824.38%，主要原因是：（1）销售收入较上年快速增长，新能源产

品收入高速增长体现出了较好的规模效应；（2）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增加。 

盈利能力方面，销售毛利率23.82%，销售净利率16.10%，均较2019年有所上升。 

财务状况方面，公司整体资产结构配置合理，流动比率 3.09，速动比率2.72，资产负债率24.80%，存

货周转率3.49，应收账款周转率6.45。 

公司的财务指标总体优良，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的同时，运营指标也有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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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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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2,734,227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45元，新增42,734,227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并于2020年9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4、股权激励授予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同意确定以2020年11月12

日为授予日，授予208名激励对象820.70万股限制性股票。新增股票于2020年1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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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020,418.94 179,827,593.12 25.58% 13.61% 7.85% -1.37% 

开关电源 542,090,134.38 116,709,607.75 21.53% 17.29% 56.65% 5.41% 

其他业务 34,780,098.12 12,107,333.89 34.81% 22.02% 22.9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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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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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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净利润20,603.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4.38%，主要是收入增加、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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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

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

该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447,343.21  

预收款项 -447,343.21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

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

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

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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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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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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