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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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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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7、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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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季度情况回顾 

1、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48 亿元，同比增长 6.59%，第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 亿，同比增长 15.73%，比二季度同比增长略高。

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3.98 亿元，同比增长 10.54%，第三季

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6亿元，同比增长 2.83%，增幅较小主要由于

上年同期有出售瑞欧的股权收益，从扣非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看，第三

季度增速 34.45%，表现良好。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实现 3.76 亿

元，其中第三季度经营现金流 2.96 亿元，同比增长 75.87%，现金流同

比增速较快主要系公司加强了现金流管控。 

2、四大板块表现： 

生命科学扭转上半年下滑的趋势，恢复情况良好；贸易保障板块保



持同比增长；消费品测试同比仍下降，降幅明显收窄；工业品测试增速

较快，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计量校准、船舶、建筑和工程等产品线。 

四大板块业务均处于逐渐恢复过程，整体运营符合预期，有信心完

成年初定下的利润目标。从四季度情况看，中国经济预计能保持稳定增

长态势，预计在四季度能够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二、主要交流问题 

1、公司的内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答：公司内生性增长现阶段主要考虑，第一，环境和食品业务预计

在中短期增速会比较快；第二，从中期看，轨道交通、5G相关、汽车电

子有望带动公司增长；第三，从长期看，医药领域空间更大。 

 

2、工业品测试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公司计量校准目前业务情况如

何？ 2020年计量检测业务比往年更突出的原因？ 

答：一方面是规模效应，另一方面部分亏损实验室实现盈利。从具

体产品线上，占比较大的计量校准增长较快，船舶产品线、轨道交通等

业务增速较为可观。 

计量校准是目前工业品板块最大的一部分，是主要拉动力。计量检

测业务的增长一方面是计量检测行业体制开始改革，部分业务资质开始

放开，相关机构开始启动改制，有利于民营第三方计量检测业务的发展；

另一方面公司引进了计量校准领域的专家，加大对计量校准业务的投

入，根据现有的计量校准实验室，进行检测能力的扩充以及下沉市场的

探索；后续有可能会考虑并购或者合资，和体制内的机构合作。 

 

3、消费品检测中汽车检测营业收入未来预计表现怎样？ 

答：汽车检测三季度营业收入降幅收窄，一方面源于汽车行业产销

量环比好转，另一方面源于公司增加对汽车检测中新领域的检测业务。

明年车企的新车规划比今年上半年乐观，趋势向好；汽车检测中传统的

检测项目需求下降，但新能源车和汽车电子检测需求增长较快，公司会



通过内部调整，保留传统产品的核心部分，但产能规模和新投入会压缩，

未来公司会把更多资源投向汽车电子可靠性检测、新能源汽车检测，资

源会逐步倾斜，让新业务快速产生经营效益、提高汽车产品线收入体量。 

 

4、公司之前经历了一轮精细化管理的改革，净利润率得到很大程

度的改善，但收入的增速有所放缓，是否会出现重视净利润率而忽视了

市场份额的扩张，对于环境、食品等传统优势领域，公司是否考虑加大

资本开支提高收入和份额？  

答：环境业务前三季度收入有所恢复，但没有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

一方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结算滞后；另一方面是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各

个环境实验室的检查力度，短期内会对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长远来

讲利好比较规范的实验室。食品业务前三季度恢复情况良好，预计到年

底会继续恢复到相对比较快的增速。长期来看国家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

全还是很重视的，需求没有太大变化。一方面公司会考虑差异化，除测

试外为大客户提供的整体供应链管理方案等增值服务，来保持传统领域

的优势。另一方面，现在实验室的运营会更考验团队运营能力，因此人

才培养和运营能力提升未来会是不同公司间竞争的核心。 

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未来实验室不是增加资本开支就能盈

利，如果无法很好的调整产品和资源的匹配，会带来相应程度的浪费，

公司会慎重考虑资本开支的投资方向及投资回报，希望投资更有竞争力

的一些新的项目、新的方向。 

 

5、公司新实验室的进度及对收入贡献如何？ 

答：实验室建设的进度会受疫情影响，包括装修和实验室评审，影

响在 4-6个月不等。整体看，疫情对新业务的收入增长有延迟的影响。

部分新实验室还没有拿到资质，基数比较小，营业收入绝对额贡献比较

小，明年会逐渐显现出来，希望未来能接棒环保检测和食品检测，保证

中期的公司规模增长。 

 



6、天津生态城项目与公司的协同效应如何？ 

答 ：天津生态城在三季度纳入合并报表，后续交接、处理等事务

仍需要时间。公司认为未来会有区域化的协同效应，标的公司原来主要

聚焦在天津周边，未来公司希望扩大服务范围。 

 

7、公司对人才引进的想法及和团队建设的情况和展望？ 

答：企业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团队的成长，近年来，华测对

人才的吸引力逐步增强，华测是一个愿意搭建平台的公司，拥有开放的

企业文化；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合伙人制等多种灵

活的激励方式来吸引和留住行业人才。除了外来人才引进，也强调内在

人员培养。公司的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有详细的人才培

养计划，如接班人计划和人才库计划等，包括未来为走向海外而储备的

相关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的其他相关计划也在准备。未来人才是竞争

最关键的因素，我们愿意为人才培养和激励努力，希望形成良好的环境，

发现更多优秀人才，帮助华测未来做得更好。 

 

8、疫情下许多机构经营面临困难，公司的并购战略是否有变化？ 

答：疫情下小的机构生存有压力，对并购而言不会太大的影响。第

一，公司扩张策略上主要不是依赖并购，并购国内小型检测机构对于公

司来说价值不大，公司在各地都设有实验室，产能扩张通过增加人员、

设备、场地可以实现；目前国内以事业单位改制、国有改制和特殊资质

等为主，合作方式会考虑并购、参股、托管等多种方法。第二，海外的

消费品领域会有一定帮助，现在海外疫情影响较大，部分标的的经营情

况变差，交易的价格也会相应降低，但同时也存在风险。第三，海外并

购的进度会受到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受限、尽职调查无法开展会导致项

目进程延迟。 

 

9、检测行业壁垒并不是技术性驱动的，怎么看待的公司的竞争优

势？ 



答：检测行业本身就是为客户提供品质保障服务的，基础来源于信

任。华测跟全球最知名的检测公司品牌和规模差距较大，但公司的技术

和他们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主要是时间的积累。信任的建立需要时

间，需要在市场上反复磨合、多次合作，最后取得共识，这就是公信力、

品牌的积累。对于公司来说就是要严守职业道德底线，长期日积月累品

牌和公信力，和其他同行比形成可比优势。目前公司在优势领域已经取

得明显成效，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附件清单（如有） 附件 1 

日期 2020-10-27、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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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x 
Adam Liang、Oscar 

Yang、David Li 
Oberweis 基金 

Barry wang 、

Fangwen Zhou 

花旗银行 Alex 建信基金 刘克飞 

Averest Capital Zhang An 富荣基金 刘梅 

Barings Baiding Rong 上海泰旸资管 刘鹏 

Bain Capital Kevin Guan 北京浩易资本 刘莎 

安联投资 刘进勇 诺德基金 刘先政 

Oas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Boris Zeng 

Wellington 

Management 
Liu Yang 

Value Partners Chenjun Yu 野村投信 刘伊璇、桑健 

China Investment 

Corp. 
Aaron Zhang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刘旭明 

Green Court Capital Claire Song 太平资产 刘阳 

Columbia 

Threadneedle 
Xu Jin 源乘投资 

刘小瑛、曾尚、彭

晴 

Comgest Jasmine Kang 光大资管 刘勇、张玥 

台湾国泰人寿保险 Eric 天安人寿保险 刘瑜 

Samsung Frank Xu 东吴基金 刘元海、胡德军 

Pleiad Hans Liang 力泽基金 刘泽军 

Hony Goldstream He Shuai 源乐晟资管 柳士威 

China Re Jake Li Zhun 上银基金 卢扬、郑众 

Ivy Capital Jiashun Pan 上海明河投资 卢尧之 

Value Partner 

HKChina 
Jose Xu 中庚基金 罗佶嘉 

BMO Kevin Chee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马湛 

Raymond Keywise 凯思博  景泰利丰基金 吕伟志、邹因素 

Kadensa Larry Cho 国投瑞银基金 马柯、汤海波 

Lion Global Kim Chang Seok 长金投资 马莉安  

达昊投资 刘肖 碧云资本 吕品贤 

T. Rowe Price 普信香

港 
乔雅红 招商局 毛端懿 

Luxence Capital Winson Tai Neuberger Berman 
孟 宁 儿 、 Claire 

Xiao 

PAG Mark Tang 永富资本 孟强 

群益投信 Paul、洪玉婷 上海相生资管 欧阳俊明、张涛 

roc Qianyi Wang 高毅资产 庞韬 

Ruifeng Vannie Cheng 诺优资产 彭思成 

Trivest Ryan Peng 巴沃资产 戚丽雅、张春 

CathayLife RyanWang Fullgoal Luka Zhu 

Value Partners Felicia Wong 裕晋投资 邱新慧 



Wellington Terry Tian 景顺投资 饶呈芳 

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Asia 
Wenlin Li 上投摩根基金 任梦歌 

Capital group Xinting HU 融通基金 
孙卫党、刘安坤、

汪忠远 

Shandao Yankun Zhang 荷和投资 盛建平 

konpiki Ysabella 天治基金 施珏 

相聚资本 白昊龙 民生加银 孙常蕾、王亮 

太平基金 鲍宗禹 枫池投资 孙关世裿 

平安资管 贝永飞 中欧瑞博投资 孙清华 

博道基金 毕畅 思博资本 孙睿 

中欧基金 
卞玺云、成雨轩、汤

洁 
海通证券 佘炜超、赵玥炜 

Grandeur Peak 蔡丽萍 长信基金 
孙玥、何增华、祝

昱丰 

西部利得基金 曹斌佳、温震宇 银华基金 孙勇 

海宸投资 陈超逸 上海崇山投资 覃欣 

圆信永丰基金 陈臣 旌乾资产 唐炜 

广东民营投资 陈浩 晨燕资产 滕兆杰 

瑞华控股 张苡榕 泰信基金 程刚、刘杰 

金鹰基金 陈磊、梁梓颖、李恒 集诚实业 田伟 

同泰基金 陈天友 和泰人寿保险 田啸 

海富通基金 陈晓翔 中融基金 万莉 

高瓴资本 陈晔、张涵 瀚伦投资 汪帅 

敦和资管 陈颖、郭文凯 弘尚资产 王飞 

兴证全球基金 陈勇 长安基金 王海军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程刚 乙慧投资 王佳炜 

Generation Investment 李田田 友邦 王靖瑄、周烁君 

华夏财富 程海泳 星石投资 王荣亮 

中信资管 
程威、张晓亮、孙曙

光、刘琦 
丰和正勤投资 王启军 

光大保德信 丑凯亮 华商基金 
王军、管俊玮、常

宁、刘晓晨 

安信基金 
戴函彤、朱一佳、田

瑀 
陕西省国际信托 王硕 

兴业证券 丁志刚 金元顺安 王思远、侯斌 

信诚人寿 杜中明 深圳熙山资本 王威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资

管 
魏春 东海基金 王伟 

中国人寿资产 范依文 华泰证券 
王玮嘉、黄波、魏

昊、张坤 

上海德汇投资 方俊 瑞信资管 王轩 

招银国际 冯键荣 上海名禹资管 王友红、钟剑 



上海景领投资 冯珺、王琦 望正资产 韦明亮 

福建豪山资管 冯秋红 大家资产 范明月 

天风证券 甘力 中信证券 魏来、程威 

森锦投资 高峰 惠理基金 魏雪钰 

易方达基金 高梦文 上海汇利资管 朱远峰 

Schroders 施罗德 

高树雨、李文杰、

Maggie ZHENG 、

Kelly Zhang 

沃胜资产 魏延军 

北大方正 高甜 兴银基金 翁公羽 

尚诚资产 
向红旭、杜新正、朱

明儒 

Eastspring 

Investments 
翁睛晶 

兴证资管 
宫晓萱、费洋、张昌

平、何斯源 
前海开源基金 吴国清 

毕盛资管 龚昌盛 国信证券 
吴双、汪晓理、田

丰 

中银基金 辜岚、李建 国泰人寿（台湾） 吴政旻、杨旻宪 

中信保诚 顾凡丁、金炜 宜信环球 高志萍 

上海银叶投资 顾申尧 聚沣资本 肖斌 

中信建投证券 顾文博、吕娟 国泰君安 肖莹、叶益、孙沙 

富国资管 郭舒洁 博泽资产 谢莹莹 

光大证券 韩冰 广发证券 熊伟 

平安财险 韩琪 申万菱信 熊哲颖 

建信保险资管 韩笑、范纲枢 前海太行 徐平龙 

沪光 SIIC 郝永清 景林资产 许桐 

颂乾投资 何海英 杭州汇升投资 许先扬 

招商证券 何怀志 小马基金 许志强 

惠正投资 何云峰、陈哲 兴业信托 严谨 

九泰基金 洪江根 金广资产 严玮 

希瓦资产 洪俊骅 浙江东方嘉富投资 杨红波 

嘉实基金 

胡涛、王丹、刘岚、

刘晔、阎建磊、归凯、

赵宇、谢泽林、李化

松、潘思迈 

丰岭资本 杨军 

三井住友资管 胡雯矜、Hirohisa 长城基金 
杨宇、李煜、李玉、

王卫林、张威威 

景顺长城基金 胡晓露 红土创新基金 杨一 

华宝基金 黄超杰、黄文超 上海农商资管 杨淋滟 

摩根大通投资 
黄俊杰、葛天伟、邱

洁丽、苏畅 
久盈基金 姚敏 

奕金安投资 黄亚坤 淡水泉投资 
叶智深、罗怡达、

刘晓雨 

北信瑞丰基金 黄中波、石础 杭州瀚石资管 姚艳生 

东方自营 惠博闻、张开元 银石投资 殷杰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嵇健 海通国际 尹森 

躍馬資本 江錫九 永赢基金 
于航、沈平虹、姚

宗辉、常远 

大岩资本 
蒋晓飞、刘洁、贾梦

婷 
Mashall Wace 尹帅 

南土投资 姜荷泽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于蕾 

上海长见投资 柯自超 海通资管 于志浩、张梦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寇晨飞 三亚鸿盛 俞海海 

浙江九章资管 孔政 建信理财 俞逸风 

德邦资管 孔祥国 富国基金 
袁晓昀、于江勇、

朱馨远 

玄卜投资 雷刚、董慧敏 睿郡资管 张曾超 

华创证券 黎泉宏 顶天投资 张超 

申荣国际资管 李彬 兴业基金 张端锋 

中金资管 李辰 鹏华基金 张航 

新华基金 李东、赵强 深圳新高投资 张建根 

阳光资管 李恩国、张雷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张磊、熊钰 

富安达基金 李飞 北京成泉资管 张沛 

知著投资 李光华 华夏基金 
张千洋、林峰、胡

斌、万方方 

创金合信 李晗 益民基金 张树声 

浦银安盛 李浩玄 合众资产 张文鹏 

煜德投资 李贺 方正证券 
张小郭、于化鹏、

张立忠 

惠升基金 李俊江 爱建证券 张笑林 

Aberdeen Standard 

Capital 
李明亮 POWER PACIFIC 张笑石 

泰康资产 李睿 博时基金 张笑天 

中信产业基金 李若木、赵斌 中金公司 
张梓丁、李志勇、

张翔、孔舒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 李晟 中投海外 张栩 

湖南源乘投资 李婷婷 诚通诚旸投资 张学军 

上海东方证券 
李威、谢文超、汤旭

人 
外贸信托 张扬  

工银瑞信 李文明 上海德邻众福投资 张鑫辉 

华泰柏瑞基金 
李晓西、徐振峰、杜

聪 
南方基金 

章晖、张磊、陈小

玲 

万家基金 李杨、刘洋 雪山投资 赵爱学 

弢盛资产 赵储祥 招商基金 
李崟、李华建、潘

明曦、熊俊 



通裕资本 李勇 暖流资管 赵鑫萌 

高盛资本 李舟、Amy Ji 泓德基金 赵永健 

四川发展基金 梁彪 中再资管 赵勇 

上海伯兄资管 廖泽宇 广发资管 真怡 

远策投资 林佳明 上海建通 郑安吉 

进门财经 林曼莎 汉和资本 郑佳林 

保德信投信 林哲宇 北京云峰资产 钟芳民 

温莎资本 林志宗 东兴基金 刘畅 

香港鲍尔太平有限公

司 
周诚 汇添富 周雷 

国都基金 朱天辉 恒生前海基金 周磊 

国寿资管 刘洪刚、赵文龙 西部证券 
周密、李远剑、冯

先涛 

中意资管 刘佳、翟琳琳 财通证券 周奕涛、郭琦 

平安基金 刘杰、张荫先 复华投信 周振华 

华安基金 
刘畅畅、杨明、苏绪

盛 
交银施罗德 周中、王艺伟 

瑞士信贷 张钊 上海朴信投资 朱昆鹏 

广发基金 朱平、邱璟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