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6 

 

公司代码：603060                                                  公司简称：国检集团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6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马振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和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娟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87,708,156.42 1,877,752,608.08 1,877,752,608.08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19,877,744.62 1,257,444,863.50 1,257,444,863.50 -2.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411,536.44 -15,750,906.62 -15,667,834.87 -118.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74,771,304.58 221,713,090.98 208,807,681.63 -2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6,905,831.79 23,346,263.36 21,364,958.14 -25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107,884.72 14,241,678.24 14,241,678.24 -38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98 1.93 1.81 减少 4.9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8 0.0758 0.0971 -25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8 0.0758 0.0971 -258.05 

 

注：报告期公司盈利情况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由于公司传统优势业务建工建材检验业务板块的

主要客户群体为国内大型建材生产企业、国内重大工程等，因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的客

户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无法正常复工复产，故公司的检验、认证业务一季度受到较大的冲击，营

业收入明显下降。扣除合并口径因素的影响，同口径下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532.28 万元，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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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5,708.48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

少 490.25 万元。 

为应对疫情影响，公司作为国有控股、独立第三方检验认证机构，一方面积极应对、争取各

项政策支持，并不断修炼自身内功，加强精细化管理、自身能力建设，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

以来有序复工，至 2020 年 3 月 9 日已全面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产业

链复工复产，向客户提供专项检测优惠；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向国家定点帮扶贫困县捐赠 100

万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做好稳岗稳就业措施。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4,767.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98,895.2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98,100.00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1,666.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3,291.85  

所得税影响额 -515,216.25  

合计 4,202,052.9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0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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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80,469 64.12% 0 无 0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478,279 1.78% 0 无 0 未知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335,084 1.73% 0 无 0 国有法人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259,608 1.71%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4,620,000 1.50%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4,568,536 1.48%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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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87,867 1.26% 0 无 0 未知 

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406,939 0.78%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9,087 0.76%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

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1,676 0.73%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97,480,469 人民币普通股 197,480,469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478,279 人民币普通股 5,478,279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335,084 人民币普通股 5,335,084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259,608 人民币普通股 5,259,60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0,00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4,568,536 人民币普通股 4,568,5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87,867 人民币普通股 3,887,867 

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406,939 人民币普通股 2,406,9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9,087 人民币普通股 2,349,0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

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1,676 人民币普通股 2,24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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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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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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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预付款项 81,094,361.47 61,417,047.39 19,677,314.08 32.04% 

其他应收款 34,768,516.44 23,588,736.13 11,179,780.31 47.39% 

其他流动资产 7,494,540.06 197,617,173.07 -190,122,633.01 -96.21% 

应付职工薪酬 19,280,988.68 10,566,030.32 8,714,958.36 82.48% 

应交税费 11,408,746.44 18,225,674.19 -6,816,927.75 -37.40% 

1）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经营性采购付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开展带来个人备用金和投标保证金等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主要系本期赎回到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计提人员费用尚未发放所致； 

5）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税金及附加 823,682.76 1,461,331.59 -637,648.83 -43.63% 

财务费用 -727,988.89 -334,455.99 -393,532.90 -117.66% 

其他收益 3,036,272.45 4,567,389.91 -1,531,117.46 -33.52% 

投资收益 798,100.00 4,161,609.74 -3,363,509.74 -80.82% 

信用减值损失 -813,664.45 -1,691,032.62 877,368.17 -51.88% 

营业外收入 2,524,742.17 1,535,029.06 989,713.11 64.48% 

营业外支出 1,078,553.59 655,318.06 423,235.53 64.58% 

所得税费用 829,292.26 4,877,288.24 -4,047,995.98 -83.00% 

少数股东损益 -9,699,065.83 887,374.14 -10,586,439.97 -1193.01% 

1）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应交增值税金额下降，城建税

及附加税计提额相应下降所致； 

2）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3）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根据研发项目进度结转的研发经费减少所致； 

4）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下降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余额下降，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下降所

致； 

6）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同比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自有资金向中国志愿服

务基金会捐赠，用于对国家定点帮扶贫困县进行资金扶持金额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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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

度 

2019 年第一季

度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71,151.77 8,959,290.50 2,811,861.27 31.3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862,280.86 17,224,345.98 -5,362,065.12 -31.1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98,100.00 4,161,609.74 -3,363,509.74 -80.8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17,000.00 -317,000.00 -1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6,670,000.00 9,932,585.46 46,737,414.54 470.55%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482,451.23 482,451.23 100.00%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金额增加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支付的增值税下降所致； 

3）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下降，相

应的理财产品收益下降所致； 

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未收

到处置资产的现金所致； 

5）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联合重组的安徽拓维和云南合信的第

二笔股权投资款所致； 

6）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未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振珠 

日期 2020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