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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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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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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73,088,21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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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砚 欧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 4 号华

测检测大楼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 4 号华

测检测大楼 

传真 0755-33682137 0755-33682137 

电话 0755-33682137 0755-33682137 

电子信箱 security@cti-cert.com security@cti-ce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业务按照行业可分为五大业务板块，服务能力已全面覆盖到纺织服装及鞋

包、婴童玩具及轻工产品、电子电器、医药及医学、食品及农产品、化妆品及日化用品、能源化工、环境、建材及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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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装备及制造、轨道交通、汽车和航空材料、芯片及半导体、低碳环保和绿色认证、海事服务、数字化认证等相关行业及

其供应链上下游产业的服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全球70多个城市，设立了150多个实验室和260多个服务网络，集团及

各分子公司每年出具200多万份具有公信力的检测认证报告，服务客户10万多家。 

1、食农及健康产品服务 

食农及健康产品事业部是公司核心事业部之一，服务领域涵盖食品、农产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日化产品、饲料、宠

物食品及食品包装材料，服务能力覆盖种植、养殖、初级生产、加工及包装、储藏运输、分销及零售、进出口等环节，可为

广大客户提供检测、认证、审核、培训、咨询、快检六大类服务及一站式质量管理解决方案。 

2、环境检测服务 

公司是国内最早的民营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已在全国范围建立了30多个专业实验室，服务领域包括环境技术咨询、环

境监测及检测、职业卫生、轨道交通、环境自动监测运维、海洋环境监测、农业环境监测、司法鉴定等，为政府、企业及各

类组织提供方案制定、现场勘查、采样、分析、报告、评价一站式服务，以精准的结论帮助客户追求健康、安全、环保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提高环境质量，改善公众健康。 

3、医药及医学服务 

医药及医学服务事业部凭借专业的技术团队, 各类专业的检测设备及高符合性的质量体系为医药及医学领域提供各类

的服务解决方案。在药物开发及临床应用领域，医药服务可以提供药物筛选、 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监察、药物分

析、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等服务。在生物药领域还可以提供生物药安全性评价，病毒清除验证及蛋白解析的相关服务。在

医学服务领域，可提供精准的临床检验、基因检测、功能医学、病理诊断、代谢组学、科研服务等。在疫情期间,公司开发

了核酸检测服务,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将为促经济保民生、稳定内外贸易、提振消费提供有力保障。 

4、建筑工程及工业服务 

建筑工程及工业服务事业部依托“华测工程”，“华测材料”，“华测轨交”，“华测工业”和“华测消防”的品牌优势，提供实

验室检测、无损检测、检验、认证、咨询和项目管理等一站式服务。广泛覆盖民用和公用建筑、市政工程、建材、轨道交通、

防火和阻燃材料、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工业产品和成套装备，以及大型工业工程的全周期管理等领域。在全国拥有30多个实

验室及服务网点，同时配备经验丰富的检验和认证团队及技术专家。为各行业客户就近提供快速高效和专业的服务，帮助企

业管控产品品质、监督工程质量、抵御未知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 

5、计量与数字化服务 

计量与数字化是公司核心业务之一，涵盖了计量校准、口岸大宗产品检验、熏蒸及有害生物风险控制管理、实验室技术

服务、商用密码产品及服务等业务。公司具备CNAS认可项目的校准能力和检测项目，服务能力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市，可满足

各大集团客户多地点计量校准需求。 

6、消费品服务 

公司提供消费品服务所涉领域涵盖电子电器产品、芯片、纺织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婴童用品、学生用品、家具、

食品接触材料、杂货、运动器材、能源化工等。可提供检测、产品认证、CCC强制认证、供应链管理及审核、产品质量提升

方案、市场准入及合规培训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服务以及综合解决方案，为绿色环保、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7、汽车服务 

汽车事业部成立于2007年，为国内最早建成的交通服务类专业实验室。发展至今，已取得了CNAS、CMA、A2LA、NADCAP、

AS9100等国际/国内体系认可，并组建了超过4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在国内所有汽车产业集聚区均建立了专业实验室，服务

网络遍及各产业基地。服务范围覆盖汽车材料测试、环保及化学类测试、内外饰件测试、结构件测试、汽车光学部件测试、

紧固件测试以及航空材料测试、智能网联汽车、汽车整车检验等领域，为相关企业提供测试、分析、审核及培训等一站式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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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子科技服务 

公司的电子科技服务涵盖电子电器、汽车电子零部件、轨道交通机车及零部件、电力设备、大型机械及医疗器械等；可

提供安全测试、能效测试、电磁兼容测试、汽车电子EMC测试、无线射频测试、健康照明检测、EMC现场测试等服务一级机械

指令及多国认证服务；新加坡更具备了CB 发证资格，能为客户提供从检测到认证一站式的服务。在新能源车用电子设备测

试领域，公司的新能源电子产品测试实验室在测试动线的安排、地板承重、电源需求及配电容量等方面都有专业性的设计考

量，技术实力、质控标准和生产效率均在业界处于一流水平。针对新形态的车用电子设备特征，公司可提供数位资讯及无线

功能的整合性服务。 

9、低碳环保和绿色认证 

公司可提供管理体系认证、碳中和、碳核查、自愿减排项目、节能服务与绿色制造服务、产品认证（3C强制性认证）、

ESG报告编制/管理提升和数据库服务、EHS合规性评价、二方审核和培训等服务，为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碳核查领

域，作为认可的第三方温室气体审定/核查机构，在低碳领域已获得CDM、VCS、GS、CCER等国际国内多个温室气体和节能服

务领域相关资格，同时获得23个省市的第三方碳核查资质，可为企业在实施碳中和过程中提供全套的服务内容。服务内容可

提供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核算/核证，包含针对CDM/CCER/VCS/GS项目减排和组织排放发放碳核证指标声明、报告、证书，基

于ISO 14064//ISO14067等国际标准和准则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证，基于中国国家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核算、核

证。对于年度碳中和，可提供发放碳中和证书，提出碳信用资产采购和管理建议，绿色工厂/园区/供应链服务等服务。科学

碳目标设定层面，可对公司/组织的符合SBTi的科学碳目标设定、碳减排战略设计、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创建。环境信息披露

和改善层面，可提供提交CDP碳排放披露信息，优化评级、编制符合TCFD等国际标准的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ESG评级提

升和改善等服务。对于供应链碳中和，可针对供应链核心企业制定高度定制化的服务方案。 

10、海事服务 

公司可为全球的航运公司、船厂、船配等提供海事领域的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的国际化服务。目前是ISO/IEC17020

认可检验机构，也是ISO/IEC17025认可实验室，服务涵盖船用燃油测试及解决方案、船舶压载水（调试试验和VGP测试）及

生活污水、饮用水、脱硫塔水、舱底水测试、船舶有害物质清单（IHM）准备及IHM维护、石棉调查/移除/管理及无石棉认证

等海事环保服务。 

（二）公司的总体业务模式 

公司总体业务模式为：公司研发部门研究国内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客户自定标准（企业标准），研究开发新的检

测方法，通过配备设备和人员，确定运作流程，提升检测能力、扩大检测范围；营销部门依赖于公司优秀的品牌效应主动向

客户推广公司的检测服务项目，获得客户的检测订单，经过实验室检测，出具数据并提供检测报告。 

（三）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2,908.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618.69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1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657.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90%。

主要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坚持既定的经营目标，加码布局战略赛道，积极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健康发展，核心竞争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2021年公司整体经营成果向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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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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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476,155,123.79 5,454,676,439.17 18.73% 4,434,268,39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7,308,872.00 3,744,282,087.03 19.04% 3,147,139,004.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329,088,628.50 3,567,712,761.65 21.34% 3,183,255,7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186,939.78 577,610,518.76 29.19% 476,396,50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570,497.44 479,303,570.25 34.90% 357,236,14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612,742.17 930,952,966.89 15.22% 795,163,41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65 0.3472 28.60% 0.28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46 0.3449 28.91% 0.2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7% 16.75% 增加 1.42 个百分点 16.29%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净利

润) 
 1,282,979,944.86   979,532,151.74  30.98% 851,789,571.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1,736,975.81 1,046,779,822.11 1,201,867,935.16 1,318,703,89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038,434.60 201,196,126.76 252,366,083.03 192,586,29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812,844.89 175,654,942.13 235,952,798.06 165,149,91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3,216.98 203,846,984.71 263,024,827.72 627,744,146.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1,56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9,38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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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83% 298,368,543 0 

质押 0 

冻结 0 

万云翔 
境内自然

人 
7.80% 130,501,554 0 

质押 0 

冻结 0 

万峰 境内自然 7.22% 120,834,320 90,625,74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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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冻结 0 

于翠萍 
境内自然

人 
4.29% 71,775,500 53,831,625 

质押 0 

冻结 0 

安本标准投

资管理（亚

洲）有限公司

－安本标准

－中国 A 股

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2.17% 36,262,94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欧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90% 31,861,375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1.86% 31,167,196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五组

合 

其他 1.67% 28,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新兴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9% 26,662,734 0 

质押 0 

冻结 0 

摩根资产管

理（新加坡）

有限公司－

摩根中国 A

股市场机会

基金 

境外法人 1.34% 22,479,68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万云翔先生系万峰先生之子，万峰、万云翔系一致行动人，万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于翠萍女士系万峰先生前妻，通过离婚取得的股票对应的投票权自愿无偿委托万峰先生行

使。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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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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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1、报告期内，万云翔先生通过大宗交易转让 44,272,520 股给由万云翔先生或一致行动人万峰先生单独或共同持有 100%

份额的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万云翔先生与万峰先生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于翠萍女士通过离婚取得公司股票 71,775,500 股对应的 4.29%投票权自愿无偿委托万峰先生代为行使，所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权人合计拥有投票权 22.40%。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风险等内容详见《2021年年度

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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