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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2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3-047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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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鹏 董事 出差 万峰 

徐帅军 董事 出差 夏云 

郭勇 董事 出差 郭冰 

（3）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4）公司负责人万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志军声明：保证本半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5）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6）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测检测 股票代码 3000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砚 曾静 

电话 0755-33682137 0755-33682137 

传真 0755-33683385-2137 0755-33683385-2137 

电子信箱 security@cti-cert.com security@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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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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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总收入（元） 335,456,867.92 264,609,377.12 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79,991.35 46,111,029.48 2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2,928,261.60 41,312,935.55 2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173,322.66 47,024,880.11 70.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17 0.2556 -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净资产收益率（%） 6.61% 5.82% 0.7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6.08% 5.21%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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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379,393.91 958,780,913.83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79,487,210.29 846,640,520.29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3809 4.6017 -48.2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165.38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166,551.00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8,820.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30,788.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18.40  

合计 4,651,729.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87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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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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冰 境内自然人 21.4% 79,032,724 69,098,342 质押 8,000,000 

万里鹏 境内自然人 17.04% 62,956,016 53,524,512   

万峰 境内自然人 14.54% 53,708,580 40,281,434   

郭勇 境内自然人 9.58% 35,400,900 28,677,37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优势配置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 13,607,90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3% 10,091,891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

LSCHAFT 

境外法人 1.14% 4,206,578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
AL PLC 

境外法人 0.6% 2,204,600    

中国工商银行-

建信核心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1,999,911    

蒋向青 境内自然人 0.44% 1,6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万里鹏、万峰父子系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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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3年上半年，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围绕发展战

略，根据年度经营总体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继续推进实验室检测网点建设；加强品牌建设，扩大公司在国内外的品牌

影响力；进一步优化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

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5,456,867.9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77%；营业利润66,312,262.5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1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579,991.3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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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技术服务业 335,456,867.92 130,799,835.87 61.01% 26.77% 50.25% -6.09% 

分产品 

贸易保障检测  111,295,991.62 29,127,620.34 73.83% 13.87% 42.35% -5.24% 

消费品测试  95,630,124.49 33,156,630.29 65.33% 30.23% 25.84% 1.21% 

工业品服务  30,738,174.10 19,253,016.72 37.36% 28.82% 48.11% -8.16% 

生命科学检测  97,792,577.71 49,262,568.52 49.63% 40.55% 80.79% -11.21% 

分地区 

境内 307,557,569.91 116,811,235.69 62.02% 25.8% 50.1% -6.15% 

境外 27,899,298.01 13,988,600.18 49.86% 38.59% 51.4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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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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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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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公司出资设立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40194000022727（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公司出资6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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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华测新能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公司出资设立沈阳华测新能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21013100003336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出资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拥有对其

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3年6月30日止，该公司实收资本100万，公司

实际出资60万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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