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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6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17-039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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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62,107.90 167,004,163.17 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21,740.64 19,612,121.36 1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343,439.12 18,754,742.45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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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856,378.42 -32,093,520.11 -5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4.34%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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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66,452.98 765,115,720.13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4,230,635.76 485,884,154.54 1.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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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7% 60,000,000 60,000,000 质押 6,770,000 

张俊华 境内自然人 4.94% 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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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3,822,018    

苏州鸿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3,450,000  质押 2,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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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3,167,719    

北京启迪新业广

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2,46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5% 2,2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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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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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2,000,000    

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1.08% 1,35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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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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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霍尔果斯市润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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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00,0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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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3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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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方针，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18,662,107.90元，同比增长30.93%；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23,121,740.64元，同比增长17.90 %；归属于

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2,343,439.12元，同比增长19.13%。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集团优势初步显现 

公司一直以“双轮驱动”带动企业发展，是行业内少有的同时具备系列试验设备研发和综合试验服务两种能力的企业，形成试

验设备制造与试验服务两块业务的相互牵引、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提升了企业的品牌效应，集团优势初步显现。报告期内，

主营业务中试验设备收入113,518,937.14元，同比增长22.35%，实现稳步增长；试验服务收入99,534,886.72元，同比增长

44.17%，实现快速增长。 

2、技术研发推动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共拥有各类职工727人，其中技术人员246人，同比期初增长35%；共获授权专利14件，其中发明专利7件；

并以第二及第三起草单位发布了《移动式平台及海上设施用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一般要求》（GB/T13951-2017）、《移

动式平台及海上设施用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参数分级》（GB/T13952-2017）两项国家标准。 

3、持续扩张满足发展 

因公司各实验室发展迅速，除新设实验室外，部分实验室原有场地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改扩

建工作，具体如下： 

苏州广博完成温度类试验区、舰船产品类试验区、大型盐雾试验区及霉菌试验区的建设，并完成客户休息区的改造，继续专

注打造苏试试验旗舰店； 

重庆实验室完成新厂房的装修，下半年完成搬迁工作； 

湖南实验室完成试验厂房主体建筑封顶，预计下半年完成装修工作； 

西安实验室完成厂房装修工作，部分设备正在调试中。 

4、资本运作实施布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已获证监会受理，并于2017年6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苏州

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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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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自2017年5

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对于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并要求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准则进行调整。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7年8月14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准则生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发布或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各相关项目中列示。

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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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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