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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2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8-048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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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测检测 股票代码 3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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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砚 欧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 4 号华测

检测大楼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 4 号华测

检测大楼 

电话 0755-33682137 0755-33682137 

电子信箱 security@cti-cert.com security@cti-cert.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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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894,794.74 849,583,311.94 2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010,796.77 40,013,567.11 2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374,186.60 24,433,954.81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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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88,285.93 70,142,364.97 -8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8 0.0239 2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8 0.0239 2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1.65% 0.38%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润)     210,945,129.95     157,565,890.45  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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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2,288,880.88 3,516,393,508.39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8,391,714.20 2,489,535,755.13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的原因：报告期内子公司苏州生物的政府补助折旧 440 万元体现在

经营性支出，但收益体现在营业外收入.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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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云翔 境内自然人 11.72% 194,274,064 0 
质押 22,500,00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9.90% 164,115,082 0 

质押 0 

冻结 0 

万峰 境内自然人 7.29% 120,834,320 90,625,740 
质押 22,400,000 

冻结 0 

于翠萍 境内自然人 4.71% 78,000,000 58,500,000 
质押 0 

冻结 0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境外法人 1.94% 32,170,182 0 

质押 0 

冻结 0 

融通资本－招商

银行－兴业国际

信托－兴业信

托·嘉禾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1% 28,285,862 0 

质押 0 

冻结 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27,858,426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5% 24,029,53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
其他 1.35% 22,423,904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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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21,532,00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万云翔先生系万峰先生之子，万峰、万云翔系一致行动人，万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于翠萍女士系万峰先生前妻，通过离婚取得的股票对应的投票权自愿无偿委托万峰先生

行使。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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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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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立足整体发展战略，积极推动、贯彻落实各项工作。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公司的整体利润率；

另一方面通过转变考核方式，以利润为导向与绩效薪酬挂钩；公司经营持续向好，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88,894,794.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1,010,796.7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8%。 

     1、推行精细化管理，促进降本增效 

 2018年上半年，公司开始推行精细化管理，严格预算管理机制，在人力资源、固定资产、耗材等方面加强成本管控，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实验室的生产效率；注重加强对各事业部高层管理人员的内外部培训，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

运营管理成本。 

     2、转变考核方式，切实提高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转变考核方式，突出利润导向，注重效益和结构优化，注重有质量的增长和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保

持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通过管理升级、产品升级、客户升级、人才升级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形成对优质客户强大的服务能

力和稳定的战略合作能力，加快企业升级步伐，切实提高盈利能力。 

     3、引入职业经理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2018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申屠献忠先生为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

的日常经营活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引入职业经理人，可以优化公司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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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总裁申屠先生具有全球化检测企业最前沿的管理经验，能够为公司带来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提升公司内生增长潜力。 

     4、收购方圆电气，完善产业布局 

 2018年5月24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方圆电气

设备检测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杭州华钛智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使用自有资金7600万元人民币收购浙江方圆电气设备检测有限公司1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方圆电气公司将成为公司参

股公司。目前公司的电器实验室尚未涉及低压、中高压检测领域，此次收购可以加速公司的战略布局，使公司电器事业部实

现可持续性增长。  

    5、注重投资者回报，完成权益分派 

 2018年4月2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7 年

12 月31 日总股本1,657,530,714 股为基数，按资本公积金每10 股转增0 股，并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5 元（含税），

共计41,438,267.85 元。2018 年 5月 28 日，权益分派工作实施完成。 

    6、专业能力获肯定，提升品牌竞争力 

    2018年2月，华测子公司新加坡Poly NDT公司，成为亚洲首家获得BV船级社认可的船舶有害物质清单（IHM）服务的专

家机构，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同时满足香港拆船公约、欧盟拆船法规和有害物质清单编制指南的专家机构。 

2018年3月，华测作为首批次同时获得CNAS颁发的能力验证提供者（PT0028）及标准物质生产者（RM0008）两项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国家认监委组织开展2018年度能力验证计划中，承担了A类、B类、C类多项目能力验证计划的组织、

实施和协调工作。 

2018年6月，博威生物与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生物制品二类新药——“重组全人抗CTLA-4单克隆抗体

注射液”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签发的临床批件，华测子公司华测生物承接了此药品临床前研究。 

2018年7月，华测子公司广东华测司法鉴定中心成为广东省首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也是入选的唯一一家民营第三

方司法鉴定机构，说明广东省司法厅、深圳市司法局对华测在环境领域业绩以及司法鉴定服务质量的肯定。 

2018年7月，华测集团能源化工检测产品线（ECO）成功中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桥液压油年度监测项目”。此次和首都

机场的成功合作，拓宽了华测ECO油液监测的应用场景，对华测ECO业务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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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新设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的变更: 

山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上海华测智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华测职安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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