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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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见附件 1 

时间 2020-08-25、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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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半年度情况回顾 

1、公司半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在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9 亿元，同比增长 0.6%，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为 1.92 亿元，同比增长 20.2%，扣非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1.46亿元，同比增长 20.8%。由于疫情原因，一季度公司及客户延期复

工，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阶段性的影响，二季度各板块业务的生产经营

快速恢复，上半年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公司积极面对疫情带来的阴面和

阳面，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抓住疫情带来的新机会扩大营业收入和利润，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品线及时调整策略，控制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

实现较快增长。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度公司

经营业绩较好，报告期内发放了计提的奖金。 

2、四大板块基本情况： 



（1）生命科学：受疫情影响，环境现场采样工作延迟，上半年对

环境收入产生阶段性影响；食品检测方面，二季度以来恢复较快，总体

需求不错，目前处于繁忙阶段。医药检测受益于疫情影响，上半年保持

较好的增速。 

（2）贸易保障：一季度同比有所下降，二季度逐步恢复，上半年

表现稳定。 

（3）消费品：受疫情影响，汽车下游行业不景气，收入受到影响；

纺织品受益于口罩、防护服等需求增加，增长较快。 

（4）工业品：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表现良好，计量校准、轨道交通、

新材料检测等业务表现不错，预计下半年国家会增加对工程领域的投资

力度，下半年工业品检测增长有望加快。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四大板块

业务保持平稳发展，下半年希望通过公司全体员工努力，积极应对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目标。 

 

二、主要交流问题 

    1、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恢复情况？ 

    答：中国在全球疫情过程中率先恢复，行业情况来看，需求和生产

都基本恢复。公司的食品、环境、消费品、贸易保障等业务目前处于相

对忙绿的状态，预计下半年市场需求、公司各方面指标将会逐步恢复正

常。 

2、公司如何看待净利率水平变化？  

答：公司上半年的净利率提升一方面由于优惠政策带来的帮助，另

一方面是公司运营效率的提升。公司后期通过提升实验室的运营效率、

大客户开发、向外拓展协同效应等方面逐步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但不

会盲目追求利润率提升，长期发展更为重要。 

3、公司新布局的轨道交通、汽车电子、航空材料等业务进展如何？  

答：轨道交通、汽车电子、阻燃等实验室已经拿到相关资质，由于

疫情影响，进度比预期有所推迟；芯片实验室目前正常建设过程中，航



空材料已开始正常运营，进展顺利。新布局的实验室预计明年会给公司

带来一定的收入贡献。 

4、公司贸易保障板块是否会受到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 

答：公司贸易保障业务维持稳定，一方面公司的贸易保障是基于原

材料和零部件，使用的领域和地域范围较广；其次很多测试是在新产品

研发阶段，与贸易不是直接相关。 

5、收购 Maritec情况如何，整合有什么新进展？ 

答：Maritec 公司 6 月份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后续整合工作需要

持续推动。公司船舶管理团队本来在新加坡，有利于加速整合。受到疫

情影响，Maritec收入影响可能在 5~10%左右。 

6、公司增资控股天津生态城的原因？ 

答：投资生态城项目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华测检测已经在环境检测

方面做到了龙头，但是环境评价、环境咨询等技术咨询类业务没有太多

涉及，公司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合作，摸索

经验，也可以和公司现有的环境业务具有较好协同。虽然这次合作体量

不大，但是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7、公司的大客户拓展情况？ 

答：公司成立了集团大客户部和事业部大客户部门，大客户的拓展

属于长期战略，业务合作量也是逐渐增加和深入的。公司在报告期内成

功与天虹、永旺、中石化、青岛啤酒、海底捞、每日优鲜等优秀企业签

署了服务合同。 

8、公司外延并购的进展？ 

答：由于疫情影响给公司的海外并购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公司外

延并购的步伐没有停止，外延并购是常态化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公司全

球化的步伐和整合的决心。 

9、公司对未来 5-10年的规划？ 

答：公司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投资建立中期、中长

期增长点，重点关注汽车电子、轨道交通还有与 5G 相关方面，2019 年

公司重点投资方向在大交通领域，包括轨道交通、船舶、航空材料、汽



车电子，同时在半导体芯片、无线通讯、防火阻燃测试等方面也有布局，

期望未来两年对公司的收入有所贡献；未来希望在医药领域有所突破。 

10、如何看待公司增长和行业增速？ 

答：市场竞争会对企业的运营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带来很大挑战，未

来检测市场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局面，新的机构会不断出现，但生存压

力也会加大，很多小机构生存将面临较大挑战，华测目前增速水平比行

业平均增速高，而国有事业单位增长可能会比较平稳。 

附件清单（如有） 附件 1 

日期 2020-08-25、2020-08-26 

 



附件 1：《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机构名称 姓名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 
Karl Li、李衍亮 南方基金 李更、杨楠森、陈卓 

Anundi Gwen 农银汇理 凌晨 

中金公司 张梓丁 农银人寿 付方宝 

Cledit Delek 诺安基金 李嘉、李迪光 

DMO资管 植思辉 诺德基金 黄伟 

Fact capital Gretchen Guo 磐厚资本 刘潇 

Fullgo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Luka Zhu 平安基金 张荫先 

Green Court Capital Claire Song 平安银行 牛飞 

Impax 杨浩宇 平安证券 李峰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Simmy Qi 平安资产 向蓓尔、万淑珊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HongLiu 浦银安盛基金 李浩玄 

OASIS基金 董明欣 前海开源基金 吴国清 

Oxbow投资 马然 乾元泰和资管 汪华春 

PAG 基金 齐新 群益投信 洪玉婷 

Schroders 
Maggie ZHENG，Louisa.W. 

Lo，Kelly Zhang 
群益投资 王柏强 

SGP Duke Lo 人保资产 彬彬 

T.Rowe Price 乔雅虹 仁布投资 方开俊 

TCL 尤娜 融通基金 孙卫党 

Temasek Holdings 徐奕 瑞信资产 王轩 

Tinnacle Yuan Zi Jiao 睿浦投资 汪敏 

Wardfary Vivieng Mao 睿远基金 李一鸣、朱璘 

Wellington 

Management Group 
Yang Liu 润晖投资 马湛 

爱建证券 张孝林 三井住友 孙伟 

安联投资 尤进勇 三林资产 刘冠平 

安中投资 刘伟亭 三亚鸿盛 丁开盛 

巴沃资产 戚丽雅 陕西国际信托 王硕 

霸菱资产管理 张雨婷 上海保银投资 林建军 

宝盈基金 王尚博 常春藤资产 黄勇 

保德信投信 林哲宇 上海琛晟资产 彭安妮 

北京鼎萨投资 张王品 上海固德资管 孟妮 

北信瑞丰基金 王忠波 上海国际信托 姜倩慧 

贝莱德投资 唐华 上海海通 王学思 

必升投资 霍军 上海吉渊投资 蒋栋 



碧云资本 吕品贤、宋嘉琪 上海景领投资 冯珺 

泊通投资 庄臣、田野 上海聆泽投资 朱伟琪 

博道基金 毕畅 上海名禹资管 王友红 

博研投资 刘少青 上海盘京投资 杜汉颐、曹中舒 

财通基金 孟强、方维 上海睿亿投资 李敬尧 

财信证券 顾少华 上海森锦投资 王耀宗、姚景皓 

成泉资本 张沛 上海泰旸资管 刘鹏 

诚信基金 孙跃 上海潼骁投资 王喆 

创金合信 李晗 上海希瓦资产 洪俊骅 

丹羿投资 朱亮 上海相生资产 张涛、欧阳俊明 

淡马锡投资 刘建荣 
上海益菁汇资

管 
陈豪威 

东北证券（上海） 吴江涛 上海银叶投资 顾申尧 

东方阿尔法基金 赵兵 上海原点资产 俞忠华 

东海基金 胡德军 上海中域投资 袁鹏涛 

东吴基金 陈宪 上投摩根基金 周朕隽、任梦歌 

东吴证券 陈岚静、彭翔远 上银基金 卢扬、郑众 

东兴自营 高广新 尚诚资产 
朱明儒、向红旭、黄

向前 

东亚前海证券 王挺 尚雅 成佩剑、石波 

敦和资管 诸文洁、陈颖 申万自营 张志宏 

方正证券 于化鹏 深圳领骥资管 Jenny You尤加颖 

复霈投资 韩守辉 深圳民森投资 高志伟 

復華投信 顏毓靜 深圳明曜投资 曾昭雄 

富国基金 朱心、郭书杰、袁晓昀 深圳恒健远志 任向东 

富善基金 李方勇 深圳同创伟业 罗先波 

高瓴资本 陈晔 生命保险资管 舒强 

高盛资产 李舟、杜茜、沈含笑 施罗德基金 张晓莹 

歌斐诺宝（上海）资

管 
吴薇 拾贝 林轩宇 

歌易 孔令强 首创证券 高玮 

工银瑞信基金 
郝康、夏雨、李文明、李

剑峰 
苏州之加歌 Lily Lu 

光大保德信基金 林晓枫、林晓枫、苏淼 台湾国泰人寿 杨旻宪 

光大控股 熊英 太平资产 
刘阳、徐纯波、恽敏、

赵洋 

光大永明 杨岚、王申璐 泰康资产 
Joe wong、杨阳、郑

仁乔 

光大证券 刘勇、姚婕 弢盛资产 赵储祥 

广东华银天夏基金 符旭 天安人寿保险 刘瑜 

广东惠正投资 李平、潘峰 天风证券 范伊歌 

广东钜洲投资 李伟驰 天弘 林佳宁 

广东银石投资 殷杰 天治基金 施钰 



广发基金 
刘鹏飞、张昭、贾乃鑫、

姚铁睿 
通晟资产 吴弘毅 

广发证券 赵炳楠 通裕资本 李勇 

广发资管 真怡 潼骁投资 王喆 

广西北港金控 覃大祥 望正资产 李楠 

国金证券自营 周志鹏 威灵顿资产 刘洋 

国联安 徐志华 文渊资本 张雪琦 

国寿安保基金 孟亦佳、谭峰英 沃胜资产 傅衍军 

国寿资管 阳宜洋、鄂华 西部证券 李远剑 

国泰君安 叶意、叶益 汐泰投资 范桂锋 

国泰人寿保险(台湾） 刘邦嘉 溪牛投资 杜朝水 

国泰投信 江宏儒 新华基金 李东 

国投瑞银基金 吴潇、伍智勇 鑫元基金 李彪 

国信证券 贺东伟 信达资本 万毅 

国元证券 李文、杨军、周雷 兴全基金 
李扬、陈勇、张晓冬、

张端锋 

海富通基金 陈纯 兴业信托 严谨 

海通国际 Holly Yang、Charles Lee 兴业银行资管 陈亚龙、高远 

海通证券 佘炜超、赵玥炜、王学思 兴业证券 丁志刚 

韩国投资 程文钰 兴银基金 高鹏 

汉和投资 李昂 兴证资管 
何斯源、黄晓峰、王

卓琳 

河床投资 张建斌 幸福人寿 马家保 

恒生前海基金 周磊、石伟燊、石伟燊 
玄卜投资（上

海） 
雷刚 

恒祥检测 樊女士 
Pleid 

Investment 
梁涵 

恒跃投资 杨晓洋 野村投资 桑健、劉尹璇 

横琴新橙资管 顾晶 一村资本 潘江 

宏峰投资 李翔 易方达基金 何云峰 

泓澄投资 高扬 奕金安投资 黄亚坤 

泓德基金 蔡丞丰、赵永健、郭堃 银河基金 杨琪 

花旗银行 王聪、Alex 银华基金 周书、贾鹏、张科 

华安基金 王春 英大证券 殷鹏皓 

华安资产 庞雅菁 永赢基金 沈平虹、于航 

华宝基金 黄超杰、卢毅 美国友邦 王靖瑄 

华宝信托 李春 宇鑫资本 李文爽 

华福证券 戴启明 裕晋投资 邱馨慧、吴柠彬 

华富基金 芦山 圆信永丰基金 丁柔茵 

华康资管 张峰 源乘投资 
彭晴、马丽娜、苏柳

竹 

华融证券 杜汉颐 远策投资 林佳明 

华商基金 王军、刘晓晨 远望角投资 王佳 



华泰柏瑞 李晓西 躍馬資本 江錫九 

华泰保兴 刘诚霖 长安基金 王海军 

华泰证券(上海) 刘瑞 长城基金 王卫林、杨宇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 马越 长城证券 张威威 

华夏基金 罗绍武、张帆 长见投资 刘志敏 

华夏久盈资管 桑永亮、王雷 长健投资 赵文 

汇丰晋信基金 徐犇 长江养老保险 韩琦 

汇丰银行 李博楠、胡若琳 长江资管 吴启芸 

汇利资产 朱远峰 长金投资 马莉安 

汇添富基金 朱李 长盛基金 
张君平、刘旭明、李

煜、郭  堃 

惠正投资 陈哲 长信基金 孙玥 

火星石投资 莫玮道 招商基金 李崟、王奇玮 

基恒投资 汪敏 招银理财 左腾飞 

嘉合基金 王奕人 浙商基金 柴明、陈鹏辉 

嘉实基金 
王子健、孟夏、谢泽林、

归凯、刘岚 
浙商研究所 

邱世梁、王华君、李

锋、潘贻立 

建安投资 Matt Ma 浙商证券 毛赋琪 

建信保险资管 范纲枢 正享投资 况洪 

建信人寿 何子为 智诚海威 闫小龙 

建信养老金 王新艳 中国银行香港 朱军 

建银国际 谢运华 中海基金 
王晨勇、于航、谢华、

陈星 

汇鸿国际 魏春 中宏保险 闫超 

交银施罗德 周中 中科沃土基金 张谦、朱淑仪 

金广资产 严玮 中欧基金 李彤、卢纯青 

金辇投资 曹建飞 中加基金 刘海彬 

进门财经 刘梦连、李少芳、万玉良 中融鼎投资 代华东 

景顺投资 饶呈芳 中融国际信托 赵晓媛 

金鹰基金 李海、梁梓颖 中融基金 王可汗 

金元顺安 张博 中泰证券资管 田瑀 

景泰利丰基金 吕伟志、杨志飞、周英素 中天证券 刘大海 

景熙资产 辜岚 中信产业基金 李若木 

凯丰投资 朱晓 中信证券 孙曙光、李辰 

路博迈基金 孟宁 中信资本 陈卓苗、孙俊磊 

麦格里资本 Erice zong 中信资管 刘将超 

茂典资产 陈林 中意资产 刘佳 

美国银行 子易 中银国际 宁宁 

米牛投资 徐勇 中银基金 杨雷 

名基投资 宁卓 中银资管 陆莎莎 

摩根大通 黄俊杰、葛江 尊为投资 刘健宇 

摩根士丹利 陈航杰、陈伟宁、陈修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