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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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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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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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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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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583,311.94 636,116,781.25 3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013,567.11 16,133,345.85 14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433,954.81 10,212,295.46 13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142,364.97 1,905,557.56 3,580.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9 0.0105 12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9 0.0105 12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1.1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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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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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864,172.13 3,122,595,591.44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2,646,040.50 2,401,130,926.11 -0.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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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鹏 境内自然人 13.81% 231,224,064  质押 48,200,000 

万峰 境内自然人 7.22% 120,834,320 71,125,740   

于翠萍 境内自然人 4.66% 78,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

全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47,907,29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全

球视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42,700,000    

张力 境内自然人 2.08% 34,911,500    

中信建投基金－

光大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南

信托·晟昱 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自然人 1.86% 31,104,198 31,104,198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境外法人 1.75% 29,347,362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陕国

投－陕国投·新

毅创赢定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自然人 1.73% 28,926,904 28,92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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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71% 28,615,862 28,61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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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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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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2017年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继续深入，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围绕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和2017年面临的新形势，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凭借多年发展积累的人才、技术、项目经验、客户资源和资金储备等综合优势，根据经营计划并结

合行业实际情况，凭借丰富的产品积累及项目经验，提升检测能力，努力开拓市场，加强科研创新，积极寻求外延式发展的

机会，各项工作均按计划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9,583,311.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5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013,567.1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02%，公司经营业绩取得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销售的增长。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报告期内在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努力下，公司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绩。与此同时，公司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管控水平，加强

制度建设，强化资金管理，严格控制成本，抓重点求突破。 

1、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拓宽服务领域和市场，优化公司检测服务体系和市场布局，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公

司环境业务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食品、汽车检测业务增长趋势良好，地产商建材业务取得突破性增长；公司控股子公司华

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名称：河南省数字证书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8月收购并表）为公司带来新增收入及利润；

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2016年2月取得GLP资质开始接受订单，2017年上半年业务同比增幅较大，从而进

一步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知名度。 

2、管理费用控制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了部门工作制度、流程和积分绩效考核方案，推行全成本核算，加强

了费用的管理和控制，进一步跟踪反馈制度、 流程落实情况，全面控制公司费用，节约成本。 

3、人力资源建设及企业文化方面：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历练和培养的过程。报告期内，公司试点进行积

分制激励制度，通过对员工进行日常与年度相结合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待遇、岗位调整、培训开发等挂钩，建

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企业自我约束的用人机制，以实现人才在公司内部各岗位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司人力资源的开发、管

理与合理使用，建立高素质、精干、高效的员工队伍。特别是根据用人机制和有关 业绩考核管理制度，将考核结果与浮动

工资、年终奖金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员工中形成了争 先创优的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推行首期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

才和业务骨干，兼顾公司长期利益和近期利益，更灵活地吸引各种人才，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4、内控建设及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内控核查，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了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构的合法运作和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创造了

董事、监事、高管充分了解并履行职责的环境。 

报告期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完成各项管理制度的汇编工作，在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的同时，确保了公司各项工作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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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常态化，有效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5、资源整合方面： 公司积极推进内涵式和外延式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择机实施资本运作，推进外延式扩张。在内涵式

发展的基础上，通过 收购、兼并、合资等多种资本运作手段，向产业链横向和纵向扩张，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打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迅速扩大公司规模，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壮大。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同时报着审慎的态度，继续相关标的的寻找、考察和论证工作，以图借助资本市场的力

量推动公司业务延伸和升级，但相关标的在产业协同性、战略匹配性以及估值合理性等方面还需继续斟酌，目前尚无明确投

资方案，后期如有会按照相关法规及时进行披露。 

6、细化信披，保护权益。 

     公司信息披露内部流程进一步优化，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不断提高信披质量；增加自愿性披露数量，在

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注重信披语言及图表等多种表现形式的运用，强化信披内容的可读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网络信息平

台、公司网站、邮件及电话等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充分保障了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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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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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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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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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测建

信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2017年02月

10日 

9,180,000.00 68.00% 现金方式购

买 

2017年02月

10日 

支付股权转

让款50%以

上并办理了

财产交接手

续 

1,627,615.81 -1,267,771.02 

其他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四川华测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李雄伟、谭显丽、边勇、吴德成签订的《关于四川建信质量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分别以270万元人民币受让原股东李雄伟所持其20%股权、以229.5万元人民币受让原

股东谭显丽所持其17%的股权，以202.5万元人民币受让原股东边勇所持其15%的股权，以216万元人民币受让原股东吴德成

所持其16%的股权，合计以918万元人民币受让原股东所持四川华测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68%股权。本公司已于2016年12

月2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367.20万元、于2017年2月1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367.20万元、截至2017年2月1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占应

付股权款80%，并于2017年1月17日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自2017年2月10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说明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如，新设子公司、清算子公司等）及其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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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并范围增加 

单位： 元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沈阳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2/21 6,800,000.00 68 

天津华测品正石油化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3/21 10,000,000.00 100 

宁国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3/22 6,000,000.00 100 

广州市华测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5/18 300,000,000.00 100 

内蒙古华测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5/19 9,000,000.00 100 

苏州华测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6/1 10,000,000.00 100 

深圳市华测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6/13 1,000,000.00 100 

福州市华测品标检测有限公司 直接设立 2017/6/21 10,0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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