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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2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6-019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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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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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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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3,208,74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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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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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铁岗水库桃花源科技创

新园 C 栋公共检测中心 1 楼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铁岗水库桃花源科技创

新园 C 栋公共检测中心 1 楼 

传真 0755-33683385-2137 0755-33683385-2137 

电话 0755-33682137 0755-3368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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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业务 

    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综合性检测服务机构，华测检测经过不断成长，已经发展成为集检测、校准、检验、认证及技术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第三方机构，服务网络遍布全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在工业品、消费品、贸易保障及生命科学

四大领域，公司提供有害物质检测，安规检测，EMC检测，环境安全检测，电子电器产品可靠性与失效分析，材料可靠性

与失效分析，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分析，纺织品、鞋类、皮革检测，玩具产品检 测，建材与轻工产品检测，汽车整车及

其零部件检测，食品、药品、化妆品、饲料及食品包装和接触材料检测，验货与合规服务，审核服务，计量校准及仪器维修， 

半导体及相关领域检测分析，船舶有害物质管理、货物适运鉴定，认证与培训，应用软件开发及测试等多项综合检测与认证

服务。 

    公司总体业务模式为：公司研发部门研究欧美等国外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客户自定标准（企业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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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的检测方法，通过配备设备和人员，确定运作流程，提升检测能力、扩大检测范围；营销部门依赖于公司优秀的品牌

效应主动向客户推广公司的检测服务项目，获得客户的检测订单，经过实验室检测，出具数据并提供检测报告。 

    为适应检测业务“客户多、金额小、频率高”的特点，公司本着贴近市场、贴近客户的原则，采取在不同地区设立实验室，

在经济发达地区建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实验室检测服务网络。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建立80多个实验室，实验

室网络分布于深圳、上海、苏州、北京、宁波、青岛等地， 

    同时公司也密切关注快速发展的各个行业以及东北、中西部地区，根据各行业的产品特点，研究开发检测技术，在不同

地区适时的设立实验室，并按照检测技术开发的进度，开展新的产品种类检测。新的实验室、新的产品种类检测，进一步完

善了公司实验室服务网络业务模式，也成为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公司也将并购战略制定为长期发展战略。检测认证行业的市场为碎片市场，横跨众多行业，且每个市场相对独立，

难以快速复制，无法通过资本进行快速扩张。采用并购手段快速切入新领域是国际的检测认证巨头通行的做法。上市后公司

陆续并购了多家企业，逐步积累了一些并购的经验。近年来公司相继成立了3支产业并购基金，凭借公司在行业内的产业经

验和外部专业管理团队的股权投资管理经验，公司的并购步伐势必将加快。未来公司继续会将并购作为重点工作，通过并购

国内外的优质标的，延长公司的产品线宽度并产生协同效应，寻求外延扩张增速。 

（二）行业发展现状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检测认证行业。在国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也很重要的行业。按照国际贸易规定，所有的检测必

须由第三方公正的检测机构出具，这样才符合公正性的要求。在发达国家质量体系中，第三方检测机构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和

公信力，技术性壁垒和环保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把有力武器。目前，国外的检测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包括成熟的

市场运作机制，成熟的跨国检测机构。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综合性检测机构基本上都来自欧洲，如Bureau Veritas（必维国际检

验集团）、SGS(瑞士通标)等。近年来，大型综合性检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收购兼并，以便于迅速进入新

的市场，并在短时间内获得资质、渠道和人才，提高空白领域的检测能力。 

    中国的检验检测行业起步较晚，尚处于发展初期。由于体制的因素，国内检验检测市场并未完全开放。目前国内的检验

检测机构缺乏政府统一有效的监管，规模普遍偏小，布局结构分散，行业壁垒较多，条块分割明显，国际化程度不高。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的全国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调查，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已覆盖建筑工程、环保、卫

生、农业、质检、食品、药品、机械、电子、轻工、纺织、航空、国防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截止2014年底，各类检验检测

机构共计28340家，当年共出具检验检测报告3.11亿份，检验检测服务营业收入1630.89亿元。从所有制属性来看，国有及国

有控股机构14,509家，占机构总数比重为51.2%；集体控股机构1548家，占机构总数比重为 5.46%；私营企业8952家，占机

构总数比重为 31.59%；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143家，占机构总数比重为0.5%；其他3188家，占机构总数比重为11.25%。

前100位检验检测机构营业收入占同期全国检验检测服务业总规模为19.55%。前20位检验检测机构营业收入占同期全国检验

检测服务业总规模为8.34%。检验检测机构规模的集中度继续保持稳定，行业市场结构保持平衡，市场竞争激烈。 

    国内检验检测行业竞争格局现状为国有机构、外资机构、民营机构三者竞争。就各检验检测机构的主要业务而言，国有

检验检测机构利用传统垄断地位占据检测市场半壁江山，主要承担各部委的商检、质检、环保以及卫生等各种认证要求的强

制性检验检测业务，其他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主要承担政府强制性检验检测外的民事行为的检验检测业务。这其中又以外资

检测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包含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140多家检验检测服务机构占有了超过30%的市场份额。虽然民

营检验检测机构发展迅速，但因起步晚，资本实力小，总体实力较弱，所占市场份额最小。 

    国有检验检测机构因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基本承担政府强制检验检测业务，市场化程度不高，且国有检验检测

机构受行政区域建制和行业部委建制的影响，业务主要集中于某一行政区域和某一行业，难以跨行业、跨区域经营。随着检

验检测市场的日益开放，国有检验检测机构面临的市场压力愈来愈大。随着中国经济机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展，检验检测

服务业作为国家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受到了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连续发布有关涉及调整和促进检验检测服务业

发展的有关产业政策，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整合大幕已经开启，检验检测认证市场开放的趋势愈发明显。 

    对于民营第三方检测机构而言，未来强制性市场的逐步开放，这意味着检测市场容量的增大以及直接竞争对手的增多。

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华测检测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紧抓时代机遇，密切关注国内外市场，不断拓宽服务范围，以优

质的技术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综合性检测认证服务提供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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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287,835,396.95 926,045,514.71 39.07% 776,924,64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574,725.07 146,124,643.04 23.58% 149,645,23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214,287.82 128,634,520.93 29.99% 137,922,2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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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370,887.18 251,789,795.07 10.16% 237,520,78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9 20.51%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9 20.51%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0% 14.13% -0.73% 16.5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888,440,260.66 1,587,560,339.18 18.95% 1,151,909,17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8,540,064.71 1,271,460,631.49 12.35% 972,061,116.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4,954,343.60 297,561,560.67 316,095,374.42 439,224,1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6,292.82 36,301,374.58 35,517,564.14 105,889,49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4,874.78 33,163,313.44 30,542,731.19 102,353,36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833.26 29,323,541.97 58,681,947.20 189,723,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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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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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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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鹏 境内自然人 15.08% 57,806,016  质押 8,200,000 

万峰 境内自然人 12.97% 49,708,580 38,631,435   

郭冰 境内自然人 4.58% 17,537,709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 9,483,474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7% 8,699,137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8,200,000    

中国银行－嘉

实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5,1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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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4,730,4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企业变

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4,571,77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4,3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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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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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 公司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根据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总体计划，积极开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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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投资、并购的进度；

加强内部控制，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继续保持了收入和利润的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8,783.54万元，相比上年增长了39.07%。2015年，公司不断加大原业务领域的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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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和营销网络建设，使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了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9,979.53 万元，利润总额 21,547.8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57.47 万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25.14%、19.28%、23.58%。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得益于检测行业更市场化，同

时公司通过不断强化营销网络、市场开发及市场并购力度，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服务水准和客户体验度，四季度的主营收

入增长较快，全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47元，相比上年增长了20.5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3.40%，相比上年下降了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73元，相比上年增长了12.01%。基本每股收益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增长了23.58%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继续推进实验室检测网点建设，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实验室检测网点建设，不断增大公司在全国的检测覆盖范围；继续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加强销

售人才队伍的建设，打造了一支行业领先的营销团队，为客户提供更快捷、一站式的服务；不断开发新的资质、开发新的服

务项目，稳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公司的影响力。 

    （2）开展集团化经营，启动再融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更名为“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公司以检测、认证为主营的集团化经营战略正式成型。

作为中国民营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服务的开拓者和领先者，公司将不断超越自我，成为行业领跑者。 

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公司在报告期内启动再融资工作，开始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次公司计划募集

资金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2亿元，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华东综合检测基地（上海）（一期）、华东检测基地（苏州）

（二期）、信息化系统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基于稳定同位素的产品真实性和溯源性检测平台项目、高通量基因检测平台项

目。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在立足于现有机构网络和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和完善上海和苏州两大基地

的检测业务能力、积极进入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检测市场，如食品安全检测、基因检测等，结合高效的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

析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经济、便捷的检验检测服务，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价值，更好地回报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2015年8月12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目前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待

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熟，股票增值权行权条件成熟。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进入第三个行权期，股票增值权进入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期权进入第二个行权期。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

行权模式，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173.6万份，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可行权的期权数量

为13.8万份，公司股票增值权可行权数量为21.6万份。本次行权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期可行权期权若全部

行权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报告期内，公司股票期权已全部行权完毕，经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股份1,874,000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从381,334,746股变为383,208,746股。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在提升员工满意度的同时，将员工的利益与全体股东财富的增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公司未来的持续

健康经营，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员工行权资金可以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也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壮大 

    （4）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科技创新，强化创新意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依托研究院的技术支持，

积极进行新的测试方法和标准项目的研发，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的制定，提升了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影响

力，从而提升了客户对公司品牌的信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专利93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65项。参

与制定、修订标准达310项，已公布标准230项，其中国家标准有135项，强制标准有16项。 

    （5）关注人才培养，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健全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明确各职能岗位的任职条件和工作要求，包括聘用、考核、奖惩、晋

升和淘汰等方面，确保选聘人员胜任岗位职责要求。通过培训及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员工成长，合理激励员工，关注员工的薪

酬与福利；通过开展各类丰富的企业文化活动，提升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增强员工凝聚力，降低员工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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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保障 289,787,883.28 93,006,027.35 67.91% 15.90% 38.09% -5.16% 

消费品测试 232,325,139.01 108,562,873.60 53.27% 15.55% 29.12%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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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测试 232,057,334.36 112,097,293.44 51.69% 126.40% 116.36% 2.24% 

生命科学 533,665,040.30 279,409,983.38 47.64% 43.28% 51.15%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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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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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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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基本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5-07-02 5,500,000.00 100.00 现金方式购买 

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015-11-18 7,800,000.00 65.00 现金方式购买 

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5-10-16 1,200,000.00 51.00 现金方式购买 

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5-11-11 10,200,000.00 60.00 现金方式购买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015-11-13 10,000,000.00 51.00 现金方式购买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5-07-02 支付股权转让款

50%以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续 

22,169.81 -1,607,273.92 

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015-12-01 支 付 股 权 转 让 款

50%以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续 

820,109.70 -100,437.58 

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5-10-16 支 付 股 权 转 让 款 834,050.80 232,3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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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续 

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5-11-18 支 付 股 权 转 让 款

50%以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续 

1,631,907.75 1,011,829.52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015-11-18 支 付 股 权 转 让 款

50%以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续 

4,861,652.11 1,944,217.95 

(2) 其他说明 

1) 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王延岭、刘开春签订的《关于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本公司分别以522.50万元受让原股东王延岭所持其95%的股权、以27.50万元受让原股东刘开春所持其5%的股权，合

计以550.00万元受让原股东所持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24日支付股权转让款

500,000.00元、于2015年6月24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0元、于2015年6月25日支付股权转让款2,350,000.00元、于2015年7

月23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00元，并于2015年7月2日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自2015年7月2日起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2) 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原股东朱秀清、王爱松、朱慧芸签订的《关于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分别以492.00万元受让原股东朱秀清所持其41%的股权、以192.00万元受让原股东王爱松所持其

16%股权、以96.00万元受让原股东朱慧芸所持其8%的股权，合计以780.00万元受让原股东所持广州市衡建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65%股权。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7,020,000.00元，并于2015年11月18日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

故自2015年12月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 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与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

王萍、陈友家签订的《关于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之51%股权转让协议》，华安公司以120.00万元受让原股东王萍所

持51%的股权，合计以120万元受让原股东所持福州特安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华安公司已于2015年9月9日支付股

权转让款600,000.00元、于2015年11月1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480,000.00元，并于2015年10月16日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

故自2015年10月16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 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与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原股东王海斌、欧阳湘溟签订

的《关于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华安公司分别以850.00万元受让原股东王海斌所持其50%的股权、

以170.00万元受让原股东欧阳湘溟所持10%的股权，合计以1020.00万元受让原股东所持舟山市经纬船舶服务有限公司60%股

权。华安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2,040,000.00元、于2015年11月1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0.00元、于2015

年11月18日支付股权转让款6,540,000.00元，并于2015年11月11日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自2015年11月18日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与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原股东刘小玲、杨海华签订的《关于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华安公司以607.84万元受让原股东刘小玲所持31%的股权、以392.16万元受

让原股东杨海华所持其20%的股权，合计以1,000.00万元受让原股东所持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华安公司已

于2015年10月2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0.00元、于2015年11月18日支付股权转让款7,000,000.00元，并于2015年11月13日

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自2015年11月18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5-01-06 23,000,000.00 100.00 

华测奢侈品检测（深

圳）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5-04-09 2,009,000.00 70.00 

贵州省华测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5-06-17 6,000,000.00 100.00 

南昌市华测检测认证 直接设立 2015-06-19 8,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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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天津华测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5-09-23 1,000,000.00 100.00 

云南华测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5-11-23 2,000,000.00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深圳市华测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 

注销 2015-12-04  -9,8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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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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