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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6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16-012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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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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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仍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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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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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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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2-66658030 0512-66658030 

电话 0512-66658033 0512-6665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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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力学环境试验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及为客户

提供全面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 

公司主导产品为振动试验设备，属试验机领域内、光机电一体化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用来模拟振

动、冲击、跌落和碰撞等环境条件，以考核工业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广泛用在航空航天、电子电器、舰船、

兵器、交通机车等众多领域。同时公司依靠试验设备制造、试验技术服务“双轮驱动、转型发展”的企业发

展战略，在稳步发展设备制造业务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公司旗下第一个全资子公司苏州广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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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实验室有限公司成功运营后，根据实验室服务的可复制性及客户合理服务半径等特点先后建立或收

购了北京创博、重庆广博、广州众博、上海众博、南京广博、成都广博、青岛海测、湖南广博等8家实验

室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初步形成全国实验室连锁网络。 

2、经营模式 

公司以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生产制造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为依托，为客户提供从试验设备需求到试验方案

设计及试验服务提供的一体化环境试验服务解决方案，基于公司自身实力雄厚的振动试验设备制造业务向

应用服务的延伸，建立国内先进的专业第三方环境与可靠性实验室，为客户提供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

服务范围涵盖力学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气候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温度/湿度/振动复合环境试验等产品环境

与可靠性试验的主要项目。通过连锁试验服务，公司跃上更大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技术平台，为企业发展

求得更大的空间。 

3、业绩驱动因素 

2015年度，公司继续深化“双轮驱动”战略：试验设备试验服务并举、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并进、国

内市场国际市场并重的发展战略，逐步完成公司整体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 

1）服务业增长情况 

报告期内，服务业收入109,918,745.52元，首次突破亿元，同比增长46.89%，试验服务收入的增长是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2）募投产品订单 

2015年度，公司大力宣传并鼓励募投项目产品的销售，共取得订单总金额为6361.75万元。 

3）实验室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3家子公司，其中新建成都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和湖南苏试广博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青岛苏试海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11家子公司，其中9

家实验室子公司。 

4）市场销售情况 

在宏观经济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公司市场部“乘市而上”，当年完成新增订单2.9亿，其中外销有了较大

突破，新增2400多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91%；产品上，双台40吨振动台出口俄罗斯，也标志着苏试的大型

水冷系统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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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312,932,345.37 253,979,385.03 23.21% 224,357,45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19,343.75 39,791,283.30 21.68% 36,646,6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53,993.22 36,390,225.44 19.69% 31,570,75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36,697.16 43,667,577.79 -78.62% 42,760,575.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84 -5.95%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84 -5.95%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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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1% 16.18% -4.47% 17.6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613,953,633.83 436,541,159.37 40.64% 363,295,30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4,470,336.40 265,701,392.65 67.28% 226,070,538.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716,459.22 94,960,050.27 64,859,933.43 113,395,90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8,020.89 15,139,169.54 8,604,110.12 22,878,04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11.79 14,454,436.81 7,620,696.62 21,532,97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16,491.32 16,769,703.72 -32,366,006.03 45,149,490.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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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6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34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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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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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果斯市润

安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8% 2,000,000 2,000,000 质押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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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 其他 1.75% 1,101,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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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铜陵鸿鑫领享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 1,100,000 1,10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宝兴业国策导

向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0% 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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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一家力学环境试验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及为客户

提供全面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各类振动试验设备及其他力学环境试验设备。本

公司以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生产制造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为依托，为客户提供从试验设备需求到试验方案设计

及试验服务提供的一体化环境试验服务解决方案。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比2014年更严峻，但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2015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董

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932,345.37元，同比增长23.21%，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48,419,343.75元，同比增长 21.68 %。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技术创新推动发展 

“双轮驱动”战略得到进一步推动，作为技术驱动型的振动设备制造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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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产品报告期内取得订单47个，销售金额6361.75

万元，占全年订单总量的21.81%。试验服务业方面，苏州广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他实验室子公司

逐步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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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研发投入19,809,263.46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6.33%，同比增长17.76%。报告期

内共申请专利15件，其中发明专利7件（包括2件PCT），获授权专利12件，其中5件发明专利，同时获得5

件软件著作权，这些为公司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国际市场取得突破 

拓展国际市场是公司近年来重要发展的方向，亦是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公司充分发挥与行

业内国际领先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着重拓展国际中端产品市场。公司已成立海外部，将进一步扩充国

际市场营销人员的编制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国际化人才培训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共取得出

口订单2400多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91%。 

3、募投项目缓解产能 

募投项目中“振动试验设备技改扩建项目”的厂房建筑工程已完成并初步投入使用，部分设备还在安装

调试中。待全面投产后，公司的试验设备制造及研发能力将全面得到提升；“实验室网络扩建项目”中，苏

州广博扩建、上海众博和重庆广博建设全面完成。 

4、资本运作实施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3家子公司，其中新建成都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和湖南苏试广博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青岛苏试海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11家子公司，其中9

家实验室子公司。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试验设备 190,775,958.65 126,963,060.85 33.45% 15.04% 21.67% -3.63% 

试验服务 109,918,745.52 29,957,599.75 72.75% 46.89% 64.88%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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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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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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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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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新设立成都苏试广博环境可靠性技术有限公司和湖南苏试广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家子公司，均持有其51%的股权，

并收购青岛苏试海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因此，本期合并财务报表新增成都广博、湖南广博、青岛海测

3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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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