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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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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8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4,075,981.56 元，截至 2018 年底可供分配利润 301,286,458.24 元，资本公积余额 466,247,216.30

元。综合考虑后，拟定 2018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

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0,000,000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并

派发现金股利 2.65 元（含税），本次送红股 66,000,00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8,300,000.00 元（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 124,300,000.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本

次转增共计 22,000,000 股。上述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308,000,000 股。 

本利润分配预案须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检集团 6030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开森 庄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国检集团大楼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国检集团大楼 

电话 010-51167917 010-51167917 

电子信箱 ctcir@ctc.ac.cn ctcir@ctc.a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属行业介绍 

公司所属检验认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架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服务于设计开发、生产

制造、售后服务等国民经济“全过程”，又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基础建设、科研、贸易

等国民经济“全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检验认证行业是一个很成熟也很重要的行业，是通行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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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品、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过去 20 年间全球检验市场始终保持着

5%至 6%的增长速度，近 10 年平均增速更高达约 10%；在国内，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检验

认证行业的发展较发达国家落后，对检验认证行业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一个渐进的过程，2001 年

我国加入 WTO 以后检验认证行业才开始对外资开放并与国际对接，2011 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才将检验检测行业确立为独立的行业，同时确定检验

检测行业为高技术服务业，2016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将检验检测服务首次纳入该指导目录，行业各种配套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近年来保持较强增长

态势，行业收入以年均 15%的增幅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市场。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国家重点发展的八类高技术服务业之一，我国检验认证行业从市

场规模、从业人员、机构数量等方面的增速均远超过同期 GDP 增速，行业进入快速、蓬勃的发展

时期，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行业发展仍处于成长期。 

一方面，近年来行业整体增速远高于 GDP 增速；另一方面，行业机构数量整体增长，虽然“小

散弱”特征依然明显，但行业呈蓬勃发展态势。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2017 年

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信息，从数量看，截止 2017 年底，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

构达到 36,797 家，较 2016 年底增长 9.44%，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构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2,632.52

亿元，较上年增长 13.51%。从规模看，从业人数 300 以上大型检验检测机构占行业总量的 0.55%；

从业人数不满 100 人的小微型检验检测机构占行业总量的 96.10 %，小微型检验检测机构仍然占

据行业的主体。从集中度上来看，前 100 位检验检测机构营业收人占同期全国市场总规模不到

20%，收入一亿以上的机构占行业机构总数不到 1%。从国内外机构对比来看，国内外的检验认证

机构实力悬殊较大，境内检验认证外资机构数量仅占 0.8%，市场份额却占 8%，我国海外工程项

目大约 85%的检验认证业务由国外机构提供。 

第二，市场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特点。   

在同一检验细分领域内，各地各层级的检验机构主管部门在全国统一的检验认证资质要求之

外，往往会出于本地监管的需要对检验认证机构提出额外的备案或从业许可要求，行业对资质的

高要求一方面加强了行业或地域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管理，另一方面增加了检验认证机构业务扩

张的难度。总的来说，由于品牌影响力、运输半径及部分资质的地域保护措施，导致检验认证机

构业务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从服务地域范围看，50%的机构仅提供地级市范围内服务，

80%机构仅提供省份范围内的服务，具有典型的“本地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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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检验细分领域内，由于检验认证行业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全过程”、“全领域”，使其

市场呈现条块分割的特征，各个领域的检验认证业务相对独立，难以通过资本快速复制，所以采

取并购手段进入新领域是国际检验认证行业巨头的通行做法。 

第三，对品牌、技术和公信力要求较高。 

作为独立第三方，检验认证行业具有明显的为市场经济和产品（服务）质量提供信用担保和

背书的内涵，因此对品牌、技术和公信力具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进入本行业需要资质许可。

我国对检验认证行业实施资质认定制度，检验认证行业需取得行政审批后方可开展相应的检验认

证业务。同时，在取得准入资质后，检验认证机构开展新的检验或认证业务同样需提交相应行政

部门审批。 

另一方面，检验认证机构的发展对技术积累和品牌影响力依赖较大。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需同时掌握下游行业产品特性、生产工艺流程及对应检测技术，才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因而对

检验认证机构的技术水平、科研能力有较高要求，综合型检验认证机构需更强的技术实力；作为

为产品和服务质量把关的独立第三方，对质量、品牌、实力具有很高的要求，信誉越好、规模越

大的机构越容易获得市场认可，其提供服务的产品更容易在市场中获得更高的认同、更优的价格。 

总体来讲，我国检验认证行业有了长足发展，许多重要指标都有大幅提升，情况比较乐观，但仍

然处于发展初期。整个行业迫切需要通过整合做强做大，培育一些大的品牌，从而提升核心竞争

力，激发市场活力。 

（2）公司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的业务模式为：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检验认证机构，接受政府或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按照自身提供的服务进行市场化运作，服务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3）公司业务介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检验、认证、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检验仪器设备研发销售、延伸

服务五大综合业务平台，可为客户提供关于质量、安全、环保、绿色、节能等综合性解决方案。 

① 检验 

检验业务为公司的传统和核心业务之一，公司及子公司服务能力几乎涵盖所有建筑材料及构

配件和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建设工程质量的检测领域。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共出具了 58.87 万

份检验报告。报告期内，公司检验业务实现收入 67,051.62 万元，同比增长 25.55%；实现毛利额

32,183.80 万元，同比增长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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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认证 

认证业务为公司核心业务之一，公司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包括一般工业

产品以及低碳产品、光伏产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等）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服务，有效认证

客户六千余家，其中国外客户两百余家。公司作为中国绿色产品认证建材组组长单位，在国内率

先开发了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颁发了国内首张绿色建材认证 AAA 级证书。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效认证证书为 21,906 份。报告期内，公司认证业务实现收入 6,869.24 万元，同

比增长 16.38%；实现毛利额 3,011.98 万元，同比增长 18.46%。 

③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 

公司具有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单位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向建材企业、金属及非金

属矿山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服务。公司可提供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管理持续提升技

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定制化培训、危险作业管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危险源辨识等相关安全

技术服务，以及安全生产预测预警等安全信息化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业务实

现收入 3,339.15 万元，同比增长 24.32%；实现毛利额 1,227.51 万元，同比增长 7.20%。 

④ 检验仪器设备研发销售 

公司通过研究检验技术与方法，进而研究开发专用仪器设备。仪器设备由公司设计，自行加

工或委托专门的设备加工厂商代工，再由公司各业务部门开展销售。报告期内，公司检验仪器设

备研发销售业务实现收入 8,340.48 万元，同比增长 41.74%；实现毛利额 2,300.20 万元，同比增长

80.80%。 

⑤ 延伸服务 

公司将为客户提供的综合技术服务归为延伸服务，主要包括碳排放相关业务、绿色建材评价、

标准化技术服务、能力验证、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延伸服务所涵盖业务范围较

广，公司已在部分业务中取得较大优势。 

a、碳排放相关业务 

公司先后取得了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指定经营实体（DOE）资质、中国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CCER）审定与核证资质、核证碳标准（VCS）资质的认证机构等国际主流

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第三方核查服务机构资质，并积极参与国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三方核查服

务工作，为控制和减少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公司还先后取得北京、广东、河

北等近 20 个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资质或第四方抽查资格，累计

审核企业 1,00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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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绿色建材评价业务 

公司作为国内绿色建材评价、认证技术研究的发源地和领跑者，是全国首批三星级绿色建材

评价机构，是目前各评价机构中唯一具备覆盖导则所有指标类型服务资质与能力的机构，可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三星级绿色建材评价工作，并可在陶瓷、耐火、光伏等领域开展绿色制造评价相关

工作。 

延伸服务是为公司核心业务的有益补充，使公司能够提供一站式、多样化的服务，同时也是

公司增强影响力、树立权威性、保持竞争力以及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报告期内，公司延伸

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7,802.49 万元，同比增长 13.65%；实现毛利额 3,968.15 万元，同比增长 26.01%。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569,289,132.06 1,336,379,309.25 17.43 1,280,850,660.11 

营业收入 937,307,544.67 752,408,925.79 24.57 665,011,42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151,607.78 144,224,161.14 32.54 115,773,35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035,201.67 122,214,487.43 25.22 101,269,7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9,389,338.17 1,028,744,521.11 13.67 928,357,07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880,134.00 155,508,915.56 58.76 203,345,78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89 0.6556 32.54 0.6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89 0.6556 32.54 0.6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4 14.79 增加2.75个百分点 25.4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2,354,512.02 220,521,619.63 233,773,304.75 310,658,10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30,501.17 59,569,500.68 60,399,738.75 51,751,86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359,539.16 52,962,679.31 51,038,333.71 39,674,64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57,688.19 52,284,631.42 80,874,705.38 121,378,485.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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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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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6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0 141,057,478 64.12 141,057,478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 号远望基金 

8,129,248 8,129,248 3.70 0 无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0 5,500,000 2.50 5,500,000 无 

  
国有法人 

陈玉宝 236,344 4,840,800 2.2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0 4,138,917 1.88 4,138,917 无 

  
国有法人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0 3,756,863 1.71 3,756,863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874,100 2,788,457 1.27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00 2,400,000 1.09 0 无 

  

未知 

董敏 1,075,100 2,294,200 1.0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0 1,719,242 0.78 1,719,242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咸阳陶瓷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与西安墙

体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均为其下属全资公司，所以以上四方构

成一致行动人。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

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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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3,730.75 万元，相比上年增长了 24.57%。2018 年，公司不断

加大开拓市场力度，拓宽业务范围，保持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22,591.36 万元，利润总额 23,761.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115.16 万元，分别相比上年增长了 29.27%、31.50%和 32.5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及净利润指标均保持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业务市场开拓带来的营业收入增加，以及经营管

理中采取的“降本增效”措施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收益为 0.8689 元，相比上年增长了 32.5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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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相比上年增加了 2.75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践行服务领域拓宽战略，推动业务结构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主业，为成为向客户提供综合技术咨询服务的第三方高端机构而不断

探索和努力，积极推进业务结构升级，获得多项重要资质。2018 年，在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发布《2017

认证机构发展报告》中，国检集团多个方面名列前茅；完成了西安公司、浙江公司、广东中科华

大和秦皇岛公司的认证授权，上述 4 个子公司正式成为公司认证分支机构；国检集团参与发起“浙

江绿色认证联盟”，并当选副主席单位，成功加入“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中国检验检测创新联

合体、国际品质（质量）认证联盟和上海品牌认证联盟；北京天誉获得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

上海众材取得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书；苏州公司取得全国第四家防水材料耐根穿刺

检测资质；安徽公司取得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检测资质；陕西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注册的水效标识

备案检测实验室，并取得陕西省建设厅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证书。 

2018 年，公司对内部业务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优化公司业务结构。首先，公司整合认

证业务板块，打破现有格局，积极推动认证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在认证业务市场的竞争力；其

次，公司根据市场客户差异，成立光伏产品业务部门，以期在光伏产业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最后，

公司继续深化市场开拓意识，加强专业市场开发团队建设，充分利用公司整体服务资源，集中力

量加强重大工程、重点客户、重要项目市场开发，打造国内一流的综合型检验认证服务品牌。 

（2）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巩固竞争优势 

公司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坚持“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研发思路，积

极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影响力。2018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为 7,417.05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7.91%。2018 年，公司制订并发布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36 项；新

增立项国际标准 3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38 项；新获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46 项；新增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共计 33 项。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一等奖一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一项；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一项；获

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科技公益类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中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一项。 

（3）发挥协同优势，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继创造了“三峡服务模式”（全程驻厂监造）、“上海迪士尼服务模式”（作为第二方参与检测）

等多种服务模式后，“国检集团高环保、无异味精品装修控制体系”也在国内重点工程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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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为国家重点工程唯一的环保质量控制服务商。报告期内，公司圆满完成了青岛奥帆中心改

造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西安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2018 年，借助在国内高规

格装修环保控制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公司首次将这一服务模式应用到民用工程环境监控领域，

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综合质量、安全、绿色、节能、环保等服务手段，进一步推动泛第三方业务在服务客户

过程中的协同效应，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形成一系列服务集成产品，聚焦公司服务

附加值提升，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性服务。 

（4）布局重点区域、领域，向全国性、综合性检验机构迈进 

鉴于碎片化的市场特征，检验认证行业各个细分领域难以通过资本快速复制，并购重组也是

行业机构进入新领域、扩大规模的通行做法。此外，由于行业机构现金流充沛，导致规模较大机

构惜售、规模较小机构整合难度大、被收购公司估值预期不合理等，这些问题是行业收购方遇到

的普遍难题。因此，公司本着“积极寻找、细致研究、谨慎介入”的态度，通过联合重组，实现跨

领域跨区域发展，积极推进公司分支机构覆盖地级市和部分重点县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1）公司立足主业，完善全国重点区域布局。在河北省雄安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河北雄安科筑检验认证有限公司，积极服务“雄安建设”；收购了海南公司 51%股权，将

公司建筑装饰装修质量保障技术优势与海南公司建筑工程检验领域优势相结合，为海南特区及自

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2）布局环保检测，加速向综合性机构转变。收购了北京奥达清 60%股

权，跨出建材建工检验认证领域，进入环境与环保检验领域。 

此外，公司深化推动资本运作，投资并购基础工作持续推进。一是加强地方政府政企合作，

积极探索地方国资整合资源与国检集团整体合作的新模式；二是探索“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形成

了设立国际化对外投资平台的新思路；三是充分发挥专业投资机构优势，思考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的新方法。未来，公司将围绕上述三个层面，不断开拓创新，围绕公司“跨区域、跨领域”发展战

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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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

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

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

“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内部审批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 票 据 及 应 收 账 款 ” ， 本 期 金 额

139,708,683.08 元 ， 上 期 金 额

90,652,438.73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 票 据 及 应 付 账 款 ” ， 本 期 金 额

21,236,202.77 元，上期金额 26,684,896.56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

期金额 0.00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960,345.13

元，上期金额 567,103.72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

金额 0.0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

金额 0.0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

期金额 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内部审批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74,170,474.49

元，上期金额 62,253,879.18 元，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内部审批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

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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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北京天誉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厦门宏业有限公司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华大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北京天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徐州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科筑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注：本公司新设中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期末尚未实际出资且无其他实际控制行为，不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