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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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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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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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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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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51167917 010-5116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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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ctcir@ctc.ac.cn ctcir@ctc.ac.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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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838,159,629.32 1,877,752,608.08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4,023,087.65 1,257,444,863.50 -1.8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38,921.46 44,434,091.24 -40.27 

营业收入 478,126,796.70 478,646,762.95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07,327.09 89,362,608.05 -5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8,042,250.81 67,804,142.02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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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7.27 减少4.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4 0.2072 -57.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4 0.2072 -57.3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29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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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12 276,472,657 0.00 无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1.78 7,669,591 0.00 无 0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7,363,451 0.00 无 0 

咸阳陶瓷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 7,301,118 0.0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6,448,493 0.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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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26 5,443,014 0.0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2 4,394,527 0.00 无 0 

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3,369,715 0.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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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73 3,138,346 0.00 无 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三组合 

未知 0.71 3,080,062 0.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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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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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公司作为技术服务机构迎难而上，精准

落实疫情防控部署，有序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做好生产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强化责任担当，践行国企使命，坚决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疫情当前，使命在肩。一方面，公司多措并举，深入贯彻落实各级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复工复产方案，严防复工期间疫情的大规模扩散，确保疫情防控、生产

经营两手抓两不误；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践行国有上市公司使命与责任，充分调动公司业务资源，

支援各地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安徽公司对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冠肺炎专用 CT 机进行性能及机房防护检

测；厦门宏业为龙岩“小汤山医院”提供电线电缆、漏保平行、节能复验、钢结构焊接等质量检测；

北京天誉承担北京市部分病毒隔离楼房屋建筑安全鉴定任务；北京奥达清严格按照主管部门要求，

对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水质和医疗污水监测服务；安徽拓维开启绿色通道，为宣城市人民医院提供

废水处理采样与检测服务；公司总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助推湖北经济“复苏”，对在鄂企业给

予检验服务折扣优惠。 

（2）狠抓业务创新，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综合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配合市场需求，继续加大业务创新力度，获得多项重要资质，扩展技术服务

范围。公司总部成为美国电子委员会（GEC）的符合性评估机构（CAB），也是国内首个非外资企

业的 CAB，可以开展 EPEAT 生态标签计划中上市后验证工作（POST MARKET VERIFICATION），

帮助国内企业顺利出口至美国、法国等八个国家；总部服务认证扩项“SC11科学研究机构”；获得

碳排放领域内的黄金标准 GS 资质；陕西公司完成环境化学、计量校准实验室扩项；海南公司获

得“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资质”（3 个乙级）。此外，公司部分业务模式创新，先后推出“名师授课”系

列网课与认证评价知识网络直播课堂，累计观看近 7 万余人次。 

（3）着力市场开拓，成立市场部门，开启市场运营新篇章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市场运营中心，以此统筹总部技术服务能力，协调公司及分子公司市

场资源，加强市场开拓，提升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拓展持续深入，签约多项重大项目。公司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唯一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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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服务商，成功中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市纪委市监委办公及业务用房项目室内装

修环保控制项目。此外，公司及分子公司成功中标了上海市重大项目“特斯拉厂房二期”无损与原

料检测服务，苏州市轨道交通，雄安新区启动区、雄安站枢纽片区，绿地东南亚中心、空港云鼎

等国内重大工程项目的检验服务。 

（4）强化集团管控，发挥协同优势，着力战略实施顶层设计 

疫情期间，公司领导班子分批开展“经营业务发展专题座谈会”，复盘重点业务、重点子公司

经营发展情况，对标行业领先公司，明确各业务板块、各分子公司在公司发展战略实施过程的目

标与定位，明确各业务板块协调发展定位，明确各区域战略布局定位。 

报告期内，公司总部及各分子公司间的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一是总部与子公司资质协同，

总部认证评价中心和咸阳公司通力合作，分别成为国家认监委指定的首批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强制

性产品认证机构和指定 3C 实验室；二是总部与子公司业务复制，如总部绿色建材评价业务、北

京奥达清环境业务；三是总部与子公司资源整合，目前公司整体业务能力几乎能够满足下游客户

生产经营过程中全部第三方技术服务需求，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快速响应客户个性化需求。 

（5）加大科研投入，巩固技术竞争优势，积极培育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布两项国际标准，分别是：ISO 23458-2020 精细陶瓷 (先进陶瓷,高技

术陶瓷)-CVD 陶瓷涂层热膨胀系数和残余应力测试方法和 ISO 21713-2020 精细陶瓷 (先进陶瓷,

高技术陶瓷)-陶瓷高温与超高温弹性模量试验方法-相对缺口环法，公司在行业内的科技影响力、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3,628.80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7.59%。报告期内，公司主

持制订并发布的国际标准 2 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5 项；新增立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9 项；新

获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计 3 项。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获

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 4 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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