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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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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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组织的投资者电话交流）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见附件名单 

时间 2020-02-12、2020-02-13 

地点 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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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复工情况 

    复工情况：疫情发生以来，集团各子公司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相关

政策，积极配合各地政府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保证疫情可控的

情况下，采取现场和远程办公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复工，部分地区的复

工仍有待地方政府审批。各区域公司均成立了防疫工作组，开展员工

每日健康申报、防护教育、消杀防疫等一系列工作，积极组织实验室

紧急订单的处理工作和多渠道保障防疫物资，确保公司稳定运营。 

 

二、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负面影响：一方面，因各种防疫管制措施，公司自身及客户的延

迟复工可能导致部分订单延后。另一方面，公司服务的企业客户以制

造业为主，部分行业因疫情导致经营状况不佳，将对公司的检测需求



有所影响。 

正面影响：疫情期间，民生物资供应相关的刚需检测需求不受影

响，公司的食品抽检业务在春节期间一直正常运行；子公司上海艾普

向政府相关部门申报开展新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已正式获得政府授权，

开始接受政府与企业的订单；体温计、血氧仪、超声设备等医疗器械

检测的需求有所增加；公司具备检测口罩的细胞毒性、微生物等能力，

已开始接单；深圳做检验检疫相关业务的子公司可提供公共场所和客

户厂房办公等区域空间消毒服务。 

目前整体经济情况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疫情控制情况尚存在不确

定性，短期内对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如果后续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需求逐渐恢复，公司将通过工作调整尽力弥补损失。 

 

三、主要交流问题 

1、疫情对公司各业务的影响？ 

答：环境和食品方面：公司的部分客户延期复工，现阶段对于环境采

样送样有影响，在疫情过去之后，如果全年需求比较稳定，可能会出

现需求后移。食品的刚需业务如菜市场、超市、政府抽检等不受影响，

需求旺盛。 

汽车检测方面：汽车客户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复工，还要再逐步跟

进客户情况。 

工业工程方面：目前工程未能进场，如果财政支持扩大，相关的

工程项目增多，预计在疫情结束后会有增长。 

贸易保障方面：短期影响不大，后续看疫情控制情况对进出口影

响程度。 

公司与疫情相关的检测服务，比如针对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医

疗器械检测、消毒防疫服务将获得一些新的商业机会。 

 

2、公司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推进情况？ 

答：子公司华测艾普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已获得政府授权，主要可对



来自非疫区、近 14天与疫区人员无明确接触史、无明显症状的返工人

员进行筛查，目前检测需求旺盛。核酸检测对实验室、设备、人员要

求较高，无法从其他实验室补充产能，公司在尝试与合作伙伴开展技

术协作，希望缩短检测周期，提高检测效率。 

 

3、公司 2020年的规划及战略方向？ 

答：2020 年公司在继续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效率和利润率的同时重

点关注营业收入的增长。内生性的营业收入增长一方面来源于传统优

势业务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轨道交通、汽车电子、半导体芯片等新

布局的重点业务，有望在 2020年产生部分营业收入贡献。公司将加大

对大客户的开发力度，优化客户结构；同时加快并购项目的推进工作。 

 

4、2019布局的大交通新业务进展情况？ 

答：2019 年公司新布局的大交通业务领域主要包含轨道交通和航空材

料实验室。通过自建及合资建立实验室，与大客户深度合作，打造新

的行业标准，预计 2020年有收入贡献。 

 

5、公司非经常损益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答：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包含政府补助和其他非经常性项目，政府补

助有两部分，一部分与公司业务有相关性，具有连续性，较为稳定，

例如为行业相关的科研机构提供检测方法和标准的技术支持；另外一

部分与业务不直接相关，比如各子公司享受当地政府的产业扶植政策

而获得的各种补贴，具有偶发性。其他非常性损益，例如 2019 年公司

出售杭州瑞欧股权，是一次性的投资损益。 

 

6、行业内上市公司增多，是否感受到竞争环境的变化？  

答：检测类的上市公司增多说明行业更加市场化，有利于检测行业的

长期发展，另一方面竞争也会加剧。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人才和

管理在检测行业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景气度



较低的情况下，管理的作用尤其重要。未来的中小企业，如果在管理

上无法更进一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可能会遇到瓶颈，所以未来

的企业间分化会越来越明显。中小检测机构应考虑自身情况，提升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应寻

找合适的管理人才，积极部署开拓国际市场，并通过战略性海外并购

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检测机构。公司从 2018年开始投入建设人才培

训培养体系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资源，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7、公司并购偏好的行业有哪些？并购标的如何选择？公司的并购进程

如何？ 

答： 公司意向并购标的特点：海外并购方面，关注与公司业务协同互

补的标的；国内并购标的主要关注资质优良的改制标的，以及新兴业

务具有发展前景的标的。 

2019年公司利润率的提升效果比预期明显，并购未有实质性进展。

2020 年管理团队的精力会有一部分向收入增长、大客户扩展、并购等

方面转移，加快并购工作的进程。 

 

8、公司如何实施投前尽职调查和投后管理？ 

答：投前尽职调查需要看项目情况，国外的或者规模较大的标的会聘

请专业的中介机构，规模较小的标的由投资部主导，参考外部中介机

构的意见，根据标的金额上报公司战略与并购委员会、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策机构进行审批。 

公司在之前的并购中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后续的并购会更加注

重将标的管理体系与华测的管理体系进行融合与渗透，充分发挥团队

管理优势，创造更高的价值。 

附件清单（如有） 《参会机构名单》 

日期 2020-02-12、2020-02-13 

 

 



附件 1：《参与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Library 投资 孟桃炜 中意资产 刘佳 

泊通投资 彭翡翠 兴业资管 何思元 

汇添富基金 陈威 万证资本 韦明亮 

兴全基金 李阳 平安资管 夏怡冰 

源乐晟资产 杨仕祥 巨杉资产 周诚 

国投瑞银基金 周成 Nomura AM Sam Sang 

华夏基金 陈伟燕 中再资产 李准 

北京匀丰 张芳铭 奕金安投资 黄亚坤 

阳光保险 张雷 恒生前海 石琳 

国都基金 陆星挺 Oberweis 基金 Barry wang 

北京诺昌投资 王军 建信理财 俞逸风 

易方达基金 陈理新 成泉资本 张沛 

合正投资 刘哲 海富通基金 产滔 

中兵投资 王照龙 明河投资 赵玄 

暖流资产 丁凤 歌斐资管 胡青 

鲍尔太平资产 张诗琦 中欧基金 李欣 

中国人寿资管 杨琳 磐厚资管 王荣富 

中联重科 徐燕来 长江证券 姚远 

景林资产 王文 华创证券 赵志铭 

富达投资 曲京 星石投资 王荣亮 

Jranderu  Peak 基金 蔡丽萍 兴业证券 丁志刚 

思博资本(香港) 孙杨 中欧基金 汤洁 

白瑞投资 候晓阳 上海弈慧 董如枫 

FactOne Capital Cretchen Guo 泓德基金 赵永健 

国信证券 贺东伟 申万菱信基金 卢扬 

金涌投资 刘伟 上投摩根基金 林桢 

兴业证券 匡伟 众安保险 姜立民 

平安养老保险 闫畅迪 上海兴聚 白铂 

复兴集团 何宇超 新活力资本 黄垲锐 

至璞投资 白如 国寿安保 吴坚 

禾其投资 曹洋 高毅资管 孙庆瑞 

惠理基金 于春军 华商基金 管俊玮 

通用投资 王雨欢 明河投资 卢尧之 

长安基金 杜星烁 北京源乐晟 胡中游 

永赢基金 沈平红 中国民生银行 杨桐 

景顺投资 饶成芳 浦银安盛 石萍 

禾其投资 杨硕 平安资管 万淑珊 

上海汇利资产 朱亚峰 上海汇利 陈贞妮 

招商基金 钟云 国信证券 吴双 

高澈投资 李成 上海东方证券 汤旭人 

浦东发展银行 朱诗州 东证资产 谢文超 



彤源投资 郭磊 太平资产 徐纯波 

浙江天圣化纤 王耀宗 易方达基金 邱天蓝 

浦发银行 曹逸然 汇添富基金 董超 

富兰克林华美投信 颜立云 银河基金 刘丛菁 

长电科技 赵文 华安基金 刘畅畅 

景林资产 陈飞宁 富国基金 袁晓昀 

海通证券 于志浩 嘉实基金 胡涛 

生命保险 舒强 富国基金 葛佳 

浦发银行 周林 建信基金 张强 

富唐资管 胡金 中国人寿 王晓娟 

惠理基金 余辰俊 易方达基金 何崇恺 

农银汇理基金 卢世昌 富国基金 朱馨远 

元大证券 吴晓佳 银华基金 张珂 

国投瑞银基金 武智勇 农银汇理 刘世昌 

途灵资产 赵子峰 南方基金 姚万宁 

上海途灵 傅涓涓 汇添富基金 雷鸣 

宝盈基金 王天 金鹰基金管 梁超逸 

Open door 柯世锋 新华基金 何萍 

交银施罗德基金 张小银 大成基金 朱倩 

ZENAS 李聪 中邮创业基金 金振振 

浦银安盛基金 楚艳辉 中金基金 李辰 

承势资本 魏文娟 东方基金 王然 

财富证券 裴武威 新华基金 王浩 

开元投资 彭鹏丹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程刚 

湖南三湘银行 朱巧 圆信永丰基金 丁柔茵 

云泽资本 吴少杰 华泰柏瑞基金 徐振峰 

睿泉资本 叶露 天弘基金 张寓 

达昊投资 刘潇 兴业基金 徐玉良 

善道投资 张彦琨 平安基金 韩克 

英大证券 王成 上海汐泰 朱纪刚 

广发证券 真怡 工银瑞信基金 万力实 

南方基金 孙鲁闵 上投摩根基金 王道斌 

深圳前海赛伯乐产业

并购基金 

刘永豪 银华基金 贾鹏 

裕晋投资 邱馨慧 华商基金 孙常蕾 

兆天投资 胡孟汉 宝盈基金 朱建明 

元大投信 张圣宏 兴业自营 王俊 

富兰克林华美投信 陈美君 东方基金 李瑞 

汉和资本 张婷婷 南方基金 章晖 

VERITAS ASSET 

MENG AGEMENG 

raymont foo 国联安基金 高兰君 

Point72 Jerry Feng 新沃基金 高喜阳 

文渊基金 刘徐 金元顺安 侯斌 



富春控股集团 江维嘉 嘉合基金 姚春雷 

瑞信资管 王轩 新华基金 姚秋 

Oxeow Capital 马然 嘉实基金 刘烨 

Clough Capital 陈欣欣 浦银安盛 杨岳斌 

UBP 资管 王蕊 新华基金 蔡春红 

千禧资本 何卫 华安基金 谢昌旭 

富国基金 朱心 中邮基金 曹思 

花旗银行 王聪 诺德基金 黄伟 

弘鼎资本 张拓夫 博道基金 黄奕彬 

高盛资管 纪美惠 中信建投 黄子寒 

蓝藤资本 陆奕 中国人寿 阳宜洋 

康禧投资 陈晓栋 中融基金 骆尖 

INBUS 基金 何佳音 长城基金 龙宇飞 

FPQ Asia 刘浩然 方正资管 黄鹏 

瑞士信贷 张钊 浦银安盛基金 李浩玄 

Inventio Capital Simon Sun 国联安基金 刘佃贵 

Neuberger Berman Aarin Xiao 立格资本 LyGH 胡伟强 

文渊资本 朱远 元大投信 张圣鸿 

文渊资本 Charles 睿远基金 吴非 

Library Group Xu Liu 中再资管 王云翥 

Spark Capital First Tuo 碧云银霞 吕品贤 

招商证券 崔雪英 碧云银霞 高新宇 

美迪控股 刘洪 国寿安保 熊靓 

工商银行国际 杨鑫 华融证券 牟欣 

Ward Ferry 

Manmageent 

毛天石 泓德基金 章健 

上海臣泰投资 应广候 嘉合基金 王奕人 

天安人寿保险 刘瑜 金元顺安 王思远 

中金公司 张梓丁 金元顺安 张博 

天弘基金 李梦 睿远基金 李一鸣 

千合资本 史成波 博道基金 张迎军 

Cephei Capital 马湛 西部利得基金 冯皓琪 

溪牛投资 杜朝水 共青城辰泰 温震宇 

汉和资本 李昂 大家资管 李超 

毅恒资本 谢世强 华安农业保险 张放 

华夏基金 庞涛 招商基金 高岩 

中欧基金 邓兴翱 新华基金 张霖 

源乘投资 彭晴 天弘基金 田俊维 

复星保德信人寿 胡雯矜 工银瑞信 胡志利 

上海至璞资产 王蕾 工银瑞信 赵宪成 

沃盛资管 傅衍军 国投瑞银 周宏成 

长春藤资产 陈凯瑞 工银瑞信 单文 

国泰君安证券 马潇 中信保诚人寿 申峰旗 



茂典资产 陈影 国投瑞银 马柯 

JFAM Simmy Qi 戚敏 富国基金 张康康 

瀚伦投资 汪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