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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8-059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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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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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轶群 程蔚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

业厂区 7 栋 2 楼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

业厂区 7 栋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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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826,637.54 402,612,411.35 3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593,555.80 29,207,230.54 8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43,056,693.51 21,029,548.99 1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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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452,902.68 2,338,447.32 -1,10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0.0686 8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0.0686 8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5% 3.5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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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904,857.34 1,146,804,812.26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0,757,496.71 832,363,940.91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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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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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盛妍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6% 151,500,000 151,500,000 质押 96,770,000 

可立克科技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86% 148,500,000 148,500,000   

深圳市鑫联

鑫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 19,500,000 19,500,00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0.13% 567,900 0   

吴放平 境内自然人 0.11% 467,900 0   

吴玉芝 境内自然人 0.10% 413,300 0   

冼人生 境内自然人 0.10% 412,500 0   

冯尔琦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0   

徐才德 境内自然人 0.06% 2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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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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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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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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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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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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上涨，汇率的变化对我国制造业产生较大的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积极应对，内部

管理优化取得一定的成效，总体营业收入保持增长的发展态势。 

2018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53,282.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34%；利润总额6,092.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4%；

净利润5,359.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3.49%。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及净利润上涨，主要原因为：一是2018年上半年公司磁性元件及开关电源两类产品主营业务收入

稳步增长；二是报告期内美元汇率变动较大，汇兑损失大幅度减少，财务费用降低；三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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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得益于公司传统优势领域消费类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经营效

益明显提升；在海外光伏市场，公司的前期布局和客户研发合作取得成果，销售进一步提升。 

2、对外投资方面：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533.76万元受让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0万股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并承继其以人民币4,184.6236万元对中车时代进行增资的义务。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最

终将持有中车时代1.3949%的股权。本次投资事项有助于公司日后在新能源车小三电产品上的长远发展需求，能与公司产生

良好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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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持续发展储备力量，推进管理革新。报告期内，公司加快落实有关部门的专业人才招聘工作，完善人才培养基机制，

加快人才梯队建设，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储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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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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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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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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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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