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1-07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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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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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634,091.92 522,597,025.64 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96,118.90 145,066,045.32 -7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125,946.82 44,332,504.55 -4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362,469.76 18,014,559.34 -679.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8 0.3405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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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6 0.3405 -73.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16.67%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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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927,409.24 1,942,446,429.71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1,489,106.05 1,460,740,960.33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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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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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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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 151,500,000 0 质押 35,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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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0.65% 3,120,087 0   

赵波洋 其他 0.57% 2,716,1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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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李凤燕 境内自然人 0.20% 960,698 0   

孙莲芬 境内自然人 0.17% 820,000 0   

李琳 境内自然人 0.17% 808,000 0   

蒋安平 境内自然人 0.11% 517,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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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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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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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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与控股股东盛妍管理分别持有中车电动 1.39%、7.50%的股份。为增强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产业

协同需要，2021 年 4月 28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盛妍管理签订《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盛

妍管理持有的占中车电动股份总数 7.50%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标的公司 8.89%的股份。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

审[2021]1-1108 号），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审计基准日），中车电动经审计后的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301,350.97 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692 号），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价值，中车电动纳入评估范围的合并归母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301,350.97万元，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347,647.23 万元，评估增值 46,296.26 万元，增值率 15.36%，参考上述评估结果，

经双方在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盛妍管理所持有标的股份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6,660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26,660 万元购买控股股

东盛妍管理持有的中车电动 7.50%的股份。同日，双方签署了《关于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 

     2021年6月1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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