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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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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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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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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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 2018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
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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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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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试试验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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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情况
1、主要业务
本公司是一家环境试验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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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双轮驱动”、“三个转型”发展战略，即公司整体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产品由力学试验
类向力学试验类、气候试验类、综合试验类转型，向智能化转型；市场向全球化、国际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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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方面，公司主导产品力学、气候及综合环境试验设备，属于试验机领域内、光机电一体化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用来模拟振动、冲击、跌落、碰撞、温度、湿度等力学、气候及综合环境条件，以考核工业产品质量可靠性；试验服务方面，
公司依托环境试验设备数十年的生产制造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先后建立或收购苏州广博、北京创博等10多家实验室子公司，
为客户提供力学环境与可靠性、气候环境与可靠性、宇航环境、疲劳试验、综合环境复合试验、环境应力筛选试验、高加速
寿命试验和高加速应力筛选试验、电磁兼容、数字仿真试验、软件测评等各类试验服务。
2、经营模式
公司以“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优势、制造技术以及服务能力”为核心，以“满足客户的试验设备需求、提供试验设计方案、
创造一体化的环境试验服务”为宗旨，以“精益生产、提质增效、抓项目、促转型、稳中求进”为工作方针，通过试验设备和
试验服务两大主营业务，经技术研发、自主创新、市场营销、过程控制、售后服务等环节持续创造公司业务规模及盈利水平
的增长。
3、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温度类产品销售大幅提高，试验设备收入319,632,056.63元，同比增长29.66%，试验服务收入295,872,488.63
元，同比增长26.55%，试验设备及试验服务的稳定增长，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为11,330,858.09元，去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为5,951,726.17
元。
4、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1）完成40吨倒置电动振动试验系统、500立方大型整车气候环境试验箱等国内首台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进一步增强了
公司的影响力，巩固了公司试验设备业务在行业中的地位。
2）苏州广博完成500立方整车气候环境能力、汽车综合测试能力及商飞定点A类实验室项目的建设，完成电磁兼容试验
设备暗室的建设；西安广博、上海众博完成电磁环境试验能力建设。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实验室环境与可靠性试验
服务的能力，为实验室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有望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3）报告期内，获得授权专利41件，其中1件PCT分别获得美国和日本授权，6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获软件著作权20项，
取得注册商标5件，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的6项国家标准和1项检定规程获得发布。
4）控股子公司湖南广博和成都广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广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5）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共发行股票9,977,527股，发行价格为 22.25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09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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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以集中竞价交易回购
公司股份的预案，报告期内共计回购公司股份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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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分析
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任，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从2018年初贯彻实施振兴实体经济，金融领域去
杠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环保蓝天白云保卫战三大战略开局，经4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升级，到年末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实施的六稳战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大量企业亟需转型升级寻求出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被寄予厚望。
公司实施“双轮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推行制造与服务融合，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建设成为一家专注于工业产品质量
与可靠性的制造服务型企业，业绩持续多年稳定增长，客户涵盖航空、航天、兵器、轨道交通、船舶、汽车制造、电子电器
等众多行业。未来公司将推行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积极参与试验技术和试验方法的研究，把试验设备的研制融入到整
个试验中去，发挥公司设备制造加试验服务的独特优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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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628,896,454.79

490,916,514.99

28.11%

394,233,98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57,880.61

61,281,642.92

17.42%

53,973,8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619,595.18

55,329,916.75

9.56%

49,838,463.21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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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75,808.65

57,884,647.16

33.85%

34,334,09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9

12.24%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9

12.24%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4%

12.06%

-1.22%

11.63%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1,471,266,497.74

1,054,573,567.88

39.51%

765,115,720.13

795,831,225.90

532,390,538.04

49.48%

485,884,154.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0,275,861.59

150,124,395.93

145,099,263.32

223,396,93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5,035.94

27,408,416.80

15,890,802.79

26,183,6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4,699.15

23,499,125.04

14,771,847.11

20,673,923.88

-44,169,872.19

13,294,437.98

60,178,141.14

48,173,10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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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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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5,922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5,865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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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试验仪器 境内非国有
总厂
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60,000,000

3.25%

4,4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其他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59%

3,507,000

0

江苏省现代服
务业发展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基金（有限 法人
合伙）

2.49%

3,370,786

3,370,786

江苏疌泉毅达
境内非国有
战新创业投资
法人
合伙企业（有限

2.49%

3,370,786

3,370,786

境内自然人

股份状态

48,000,000 质押

44.26%

盛建刚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1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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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苏州鸿华投资 境内非国有
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

2.40%

3,250,000

无锡金投领航
产业升级并购 境内非国有
投资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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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1%

3,000,000

0

北京启迪新业 境内非国有
广告有限公司 法人

1.81%

2,46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63%

2,203,600

0

0 质押

2,0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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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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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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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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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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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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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市场形势，调整工作方针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去杠杆、环保限产、原材料价格上浮的大背景下，公
司管理层将年初制定的“精益生产、提质增效、抓项目、促转型、积极进取”的工作方针调整为“精益生产、提质增效、抓项
目、促转型、稳中求进”，提高全员风险防范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不可控的风险发生。
2、规避市场风险，狠抓资金回笼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公司始终把规避风险放在首位，加强合同事前评审，从技术风险、交货期、成本核算、
合法合规、保修期设定等多维度进行评审，拒签风险高的合同；在货款回笼方面，公司针对高风险行业采取了特别的分级管
控措施，严控发货进度。虽然损失了高额订单，但保证了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3、新增试验能力，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电磁环境试验、整车环境试验、新能源电池试验等服务能力，并收购北京苏试惟真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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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构建多元化的试验服务
体系，全面提升试验服务能力。
公司还将在南京、成都和西安等地购置土地并自建厂房，以扩大当地实验室的试验规模和能力。
4、推进军民融合，助力中国制造
公司聚焦工业产品质量与可靠性建设需求，创新发展环境试验产品、大力提升试验服务能力和质量，通过开展军口与民
口试验服务对比研究，探索推进试验需求、试验技术、标准规范、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军民融合。
5、利用资本市场，加快企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募投项目的发行工作，募投项目的实施将促进公司设备制造和试验服务业务的发展，优化各
业务结构并取得协同效应，完善公司在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设备与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
施公司股份回购工作，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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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试验设备

319,632,056.63

111,634,915.68

34.93%

29.66%

31.77%

0.56%

试验服务

295,872,488.63

170,166,408.83

57.51%

26.55%

16.65%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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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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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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管理费用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17,727,635.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1,035,246.93
- 其他应收款
10,865,594.37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8,204,159.81
241,570.00 其他应付款
3,256,658.68
101,974,819.11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268,762,882.26
10,865,594.37

78,204,159.81
3,498,228.68

67,378,156.69
34,596,662.42

2018年6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8〕15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
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28日决议通过，
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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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增子公司2家，现金收购北京苏试惟真技术有限公司、新设成立天津苏试广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65%
和100%的股权。天津苏试广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期间未开展经营，因经营环境变化，于2019年3月14日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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