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16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15-032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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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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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钟琼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琼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老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试试验 股票代码 3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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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12-66658033 0512-66658033 

传真 0512-66658030 0512-6665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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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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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34,676,509.49 116,152,409.86 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937,190.43 14,783,726.28 1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400,325.02 14,309,532.86 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46,787.60 -7,874,645.29 56.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549 -0.1672 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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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6.33% -2.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68% 6.1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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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372,975.31 436,541,159.37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412,948,183.08 265,701,392.65 5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6.5756 5.6412 16.5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97.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09,707.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28.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5,325.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42.07  

合计 2,536,865.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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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7% 30,000,000 30,000,000   

张俊华 境内自然人 4.94% 3,100,000 3,100,000   

苏州元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3,000,000 3,000,000   

苏州鸿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3,000,000 3,000,000   

苏州润安投资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 2,000,000 2,000,000 质押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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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限公司 

苏州创元高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 2,000,000 2,000,000   

北京启迪新业广

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 2,000,000 2,000,000   

铜陵鸿鑫领享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1.75% 1,100,000 1,1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千合

紫荆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6% 1,044,419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全

球互联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830,0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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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继续实施“公司整体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产品向多轴多点振动试验系统、多环

境综合试验系统、液压振动试验系统转型；市场向全球化、国际化转型”的发展战略。实验室建设方面：

在加快原有实验室扩建的同时，新建成都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实验室；新产品多环境综合试验系统及液压

振动试验系统投入小批量生产；国际销售市场取得了较大突破，2015年上半年取得订单1936万元。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467.6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94%；利润总额为2479.06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2.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93.7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57%。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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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试验设备 84,107,409.34 56,157,287.57 33.23% 9.87% 16.10% -3.58% 

试验服务 44,802,902.05 12,607,990.10 71.86% 27.02% 35.51% -1.7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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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控股子公司“成都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广博期末净资产为3,955,244.59元，本期净利润为-372,733.41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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