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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03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睿远基金     李一鸣、朱璘、吴非        东方红资产   汤旭人 

广发基金  贾乃鑫                       汇添富基金   郑慧莲 

融通基金     林清源                    泰康资产     周子力 

中银基金     李文广                    中欧基金     汤  洁 

富国基金     袁晓昀                    华商基金     孙常蕾 

宝盈基金     毛海翔                    博时基金     蔡宗延 

源乐晟资产   胡中游                    汐泰投资     范桂锋 

敦和资产     陈俊源                   光大保德信   唐靓、唐静 

太平洋资产   恽敏                      天冶基金     田环 

长城基金     杨宇                      广州金控     玛莉安 

花旗银行    王聪、Chang Alex           嘉合基金    秦亚楠 

平安基金    李化松                     百创资本    甘欧阳 

景泰利丰    周英素  杨舒飞             匀丰资产    张芳铭 

博泽资产    谢莹莹                     成泉资本    张  佩 

国信证券    张继泽 Giace               嘉实基金    刘  晔 

建银投资    谢  文                     睿智投资    张  峰 

润晖投资    马  湛 泰康资产    李  瑞 

溪牛投资    杜潮水                     新华资产    杜敏杰 

阳光保险    张  磊                     易方达基金  陈米星 

嘉合基金    秦亚楠                     豪山资产    卢晓龙 



瑞华资本    李维声                     甄投资产    朱庆新 

柏瑞投资    候晓阳                    工银瑞信基金 Emily Chen 

安信证券    崔逸凡                    鲍尔太平资产  张诗琪 

毕盛投资    王兴林                    碧云资本     吕品贤 

常春藤资产  陈凯瑞                    淡马锡投资   刘紫莹 

丰岭资本    杨冬庭                    国泰君安     叶  一 

禾其投资     杨硕  王祥麒             弘毅远方基金  樊  可 

华安证券    郑海强                    混沌投资      张扬进 

金涌资本    刘  伟                    蓝藤资本      陈  曦 

茂典资产    李立恒                    盟洋投资      吴有钦 

摩根大通    戚  敏                    华元恒道投资  白  扬 

汇利资产    朱元峰                    名禹资产      赵钱礼 

施罗德基金  张晓莹                    泰旸资产      刘  鹏 

艳阳天资本  王德慧                    银科控股      吴清淳 

元大证券    吴小霞                    中银基金      李文广 

百信基金    刘  肖                    博道基金      黄义晋 

广发资产    真  怡 恒升前海基金   石  琳 

尚曾资产    向红旭                    裕晋投资      邱欣慧 

奕金安投资  黄亚坤                    招商基金      高  源 

智诚海威投资  连小龙                  成都知著资产  薛  东 

太平资产    刘  洋                    中欧瑞博投资  蒲仁杰 

保德信投信  许智洋                    元大投信      张晟宏 

元大证券    Vicky                     汉和资本      张婷婷 

Aberest Capital Vivien So             Bmo           枝思辉 

Comjest 投资  康丽丽                  Marshall Wace  Krystal 

Oxbow     马  然                      PX Capital    马 ryam 

UBS       叶  荣                      UBT资产管理   王  睿 

富国基金  朱馨远  焦珊                高盛资产      纪美惠 

弘鼎资本  张拓夫                      宏利基金      李文林 



惠理基金  张一旦  于生俊              拉扎德资产    熙哲余 

瑞信资产  王  宣                      山西资本      王  晓 

施罗德投资 郑 冲                      天达资产      Amy leung 

威灵顿管理 刘  洋                     文渊资本      刘  徐 

永桐资产   张国伟                     正平资本      吴一新 

中国银行  陈佳楠                      世代投资      李甜甜 

淡马锡投资  徐依  刘建荣              兴聚投资      张增涛 

泊通投资      彭翡翠                  国寿安保      熊  靓 

君茂资本    李守强  高新宇            国都证券      陆星挺 

Oceanlink Management 陈焕臻           林孚投资      姜  军 

天安财产保险  李  晶                  相生资产      张  涛 

智睿投资  周  浩                      涌贝资产      谭  涛 

瀚伦投资  汪  帅                      兴业资产      何思元 

万证资本  韦明亮                      Oberweis    Barry wang 

华泰证券    吴严   朱伟    彭江涛 

高盛资本     杜倩  沈含笑  李周   

中金公司    张梓丁 林晶晶  

华创证券    赵仁杰  宝玥娇  薛海舟  赵志铭 

Columbia Thread Needle Fund  Jin Xu 

VERITAS ASSET MENG AGEMENG   Ray none 

时间 2019年 10月 29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行政总裁、董事会秘书  陈砚先生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陈芳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          欧瑾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介绍公司三季报情况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2亿，同比增长 20.21%，归母净利润

实现 3.6 亿，同比增长 123.09%；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7亿，同比



增长 17.28%，归母净利润 2亿，同比增长 81.29%，资产负债率、经营

性现金流等各项指标均呈现向好的趋势。 

前三季度整体增长情况符合预期，第三季度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压力和环境自查影响。利润增速较快主要是经

营效率的提升及出售瑞欧股权带来的非经常性收益，利润增速快于收

入增速，与公司发展思路一致。 

 

二、主要交流问题 

1、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原因，未来通过融资扩张的规划是如何考虑

的？ 

答：资产负债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是负债减少了，目前利率处于下行周

期，且公司的现金流状态良好，偿还有息负债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海外同行资产负债率比较高是因为融资成本比较低，公司目前的

现金流能够满足经营中需要的设备采购资本支出，同时已经储备了多

家银行的授信额度，如果有并购的资金需求会考虑增加贷款，适当提

高资产负债率。 

 

2、公司的成本端下降控制较好，未来可以通过哪些举措提升效率？ 

答：公司重点关注亏损的实验室，效率提升的效果比较明显。未来公

司会继续施行降本增效的措施，人员效率方面，降低员工流失率、提

升熟练技能员工的效率；提升公司的毛利率方面，改良客户管理办法，

充分开发和利用集团大客户。目前公司与外资机构还有较大的差距，

公司仍需努力进一步提升利润率。 

 

3、三季报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哪些领域增长？公司内部对坏

账的管控体系是怎样的？ 

答：应收账款增加主要体现在汽车、工程类领域。一方面，整体宏观

经济环境景气度下行，公司部分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导致收款速度

变慢，已开始采取措施最终回款不会有太大影响；另一方面，工程类



具有收款周期较长的特点。 

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管控是按照账龄计提的原则，内部管控方面，如果

应收账款超过预警线或者比例较高，会体现在产品线的绩效考核中。 

 

4、成立投资基金的考虑和规划是什么？ 

答：公司成立基金是考虑到未来可能有并购的需求，目的是在更大范

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标的，不同团队有各自的优势（例如企

事业单位资源、海内外网络资源等），在公司行业经验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专业投资团队和融资渠道，共同挖掘潜在的并购标的和机会，整

合各方资源优势，有利于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

投资风险。 

 

4、公司布局的新业务推进的情况？ 

答：城市轨道交通已通过成立合资公司、产学研等方式在推进，汽车

电子与 5G等相关领域已经投资实验室，投资建设、获取资质需要较长

的过程，短期内效果不明显，预计明年会有一些产出，各项业务在按

照计划推进，期望后续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5、公司三季度各业务的增长情况？ 

答：公司环境、食品、贸易保障等优势领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符

合公司的预期；汽车检测增速放缓主要受到汽车行业景气度的影响；

数字认证虽然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但受到国家政策影响，营收增速有

所下滑；工业检测中工程建材、无损收入增速维持上半年的水平。 

 

6、工程类检测业务收入情况，行业增速快的原因？ 

答：无损方面，石油石化新项目增多，无损行业体量增加，因此收入

增加；之前业务和人员调整对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后续发展估计会更

好。目前增速快和产业变化有关联，比如地产商的精装房变多，之前

主要检测水泥等材料变为陶瓷地板等，地产商对于材料管控等提出新



要求，因此公司在这方面会有机遇。公司未来发展新项目和轨道交通

相关的业务，应该会进一步提升利润率。 

 

7、公司三季度毛利率提升较快的原因是什么？ 

答：实施精细化管理，亏损的实验室减少，盈利实验室的效率盈利能

力继续提升，毛利率提升较快。华安、艾普产品线实现减亏，整体利

润率水平提升速度比预期快。 

 

8、明年哪些产品线景气度高？ 

答：食品和环境需求较好，公司计划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另一方面

尽量多满足客户需求。今年由于部分实验室实现扭亏，盈利的实验室

比去年增加，所以也对利润率提升也有帮助。汽车电子，轨道交通与

5G 板块，预计可能明年下半年会带来业务收入。希望与工程、轨道相

关的板块增速体量上来之后，能够提高公司整体收入水平。 

 

9、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对食品检测的市场竞争格局是否有变

化？对公司订单是否有影响？ 

答：市场化趋势是确定的，三局合并后政府会更鼓励第三方采购，推

动事业单位改制和市场化进程，比如当年商检放开，口岸业务开放，

引进第三方检测机构进场，推动市场化。  

政府订单需要因地而异，公司在政府订单方面有所突破，比如食

品事业部首次中标国抽项目，总体上招投标订单比去年有所增加。相

对政府订单而言，企业订单的稳定性更高，因此公司策略是加大企业

端的服务，增加企业订单在食品业务的占比。 

 

10、海外的并购方向及思路？ 

答：并购没有做特别明确的区分，各个产品线由于客户需求、模式不

一样，所以有的以海外为主，有的以国内为主。 

去年开始公司的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流程调整和加大人均产出、考



评调整等方面。明年内部会继续深化改革，同时重点关注外部管理，

尤其会加大对大客户的管理，激发更多客户需求；并购也会有指标性

的要求，明年会加大并购力度，加快并购进程；海外布局考虑并购方

式同时也会适当在海外进行布局。 

 

11、公司对资本开支是如何考虑的？ 

答：前两年是公司资本性支出的阶段性顶峰，实验室网络布局已经基

本完成。公司对资本开支的比例和增速进行控制，阶段性资本开支增

速下降，除并购和基地建设外的资本开支的比例控制在营业收入的

10%。现在公司在评估投资项目方面会比较严格，但不会出现明显的投

资放缓。投资目的是支撑后续的发展，投入相对外资机构来看，不算

保守。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