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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6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18-039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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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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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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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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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试试验 股票代码 3004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英 骆星烁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鹿山路 55 号 苏州高新区鹿山路 55 号 

电话 0512-66658033 0512-66658033 

电子信箱 sushi@chinasti.com sushi@chinasti.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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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0,400,257.52 218,662,107.90 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883,452.74 23,121,740.64 2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173,824.19 22,343,439.12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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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875,434.21 -49,856,378.42 3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2% 4.67% 1.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23,450,276.54 1,054,573,567.88 2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9,183,828.82 532,390,538.04 42.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9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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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试验仪器总

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26% 60,000,000 48,000,000 质押 11,28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社会责任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59% 3,507,000 0   

江苏省现代服务

业发展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3,370,786 3,370,786   

江苏疌泉毅达战

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3,370,786 3,370,786   

苏州鸿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3,250,000 0 质押 2,059,900 

无锡金投领航产

业升级并购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3,235,955 3,235,955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环保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21% 3,000,000 0   

北京启迪新业广

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2,460,000 0   

#卢金泉 境内自然人 1.81% 2,456,000 0   

盛建刚 境内自然人 1.70% 2,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苏试总厂与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江苏省现

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疌泉毅达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卢金泉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456,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2,45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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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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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1、试验设备业务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试验设备收入131,614,410.92元，同比增长15.94%。气候、综合环境试验系统已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上半年订单近5000万元，同比翻倍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被江苏省经信委认定为“隐形冠军”企业。 

2、技术创新推动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各类职工863人，其中技术人员353人，比期初增长23%；共获授权专利24件，其中发明专利3件。 

3、试验服务持续扩张 

报告期内，试验服务收入125,518,782.14元，同比增长26.11%。其中： 

1）苏州广博继续专注打造苏试试验旗舰店，在已有试验能力的基础上，新增电磁环境试验、整车环境试验、新能源汽

车综合试验能力建设。其中，电磁环境试验能力建设用电磁兼容试验设备正在进行暗室建设；整车环境试验能力建设用500m3

步入式气候试验箱即将调试，预计下半年可投入使用；新能源汽车综合试验能力建设规划占地2300m2，新场地正在建设，

试验用的充放电、翻转、海水浸泡、短路保护设备等设备已在陆续采购中，预计年底可对外运营。上述项目的建设为苏州广

博的发展及能力扩项提供了保障。 

2）成都广博着力开拓军品市场，业绩同比实现翻倍增长；青岛海测发挥疲劳试验领域的特色服务能力，结合公司多年

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能力，业务量显著增加；上海众博、西安广博的电磁环境试验能力扩建项目稳步推行。  

3）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北京苏试惟真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将结合北京惟真现有的业务，开展软件测试与评估、试验鉴

定、软件工程技术咨询等服务，构建多元化的试验服务体系。 

4、资本运作实施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9,977,527股，上述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6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

毕后，公司总股本由125,600,000股增至135,577,527股，公司注册资本由125,600,000元增至135,577,527元。 

通过定增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强化公司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设备的研发、生产能力，提升已有实验室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

务的能力，深入打造覆盖全国的环境与可靠性、电磁兼容性试验服务网络。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去杠杆、环保限产的大背景下，公司将紧盯国际国内形势，深入细致的行业分析，精益生产，

为整个公司的发展提供市场需求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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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2018年1月1日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苏试惟真技术有限公司65%的股权； 

2、本公司2018年1月9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苏试广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尚未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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