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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6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21-020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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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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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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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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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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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客户提供从芯片到部件到终端整机

产品全面的、全产业链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及验证分析服务。公司主要业务如下： 

1、设备制造 

公司设备制造业务属于试验机领域内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主要用于模拟力学、气候及综合环境条件，以考核工业产品质

量可靠性。主要分类如下： 

力学环境试验设备：可模拟振动、冲击、跌落、碰撞等力学环境条件。 

主要产品包括通用型电动振动试验系统（DC系列）、高加速度电动振动试验系统（DH系列）、大位移电动振动试验系统（DL

系列）、大台面电动振动试验系统（DT系列）、多激励多轴电动振动试验系统、振动离心综合试验系统等。该类设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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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激振力产生的方式不同，主要可分为电动式、液压式及机械式三种。 

气候环境试验设备：可模拟温度、湿度、高度、光照、盐雾、雨雪、沙尘等气候环境条件。 

主要产品包括高低温（湿热）试验系统、温度冲击试验系统、步入式试验系统、整车试验系统、高加速寿命试验和应力筛选

系统、热真空试验系统、低气压试验系统、日照模拟试验系统、（复合）盐雾试验系统、淋雨试验系统、沙尘系统等。 

综合环境试验设备：可模拟“温度＋振动”，“温湿度＋振动”，“温湿度＋摇摆”，“温湿度＋振动+低气压”， “温湿度＋盐雾”，

“温湿度＋光照”，“温湿度＋噪声”等综合环境试验条件，设备同时根据需要可满足防爆、灭火等相关定制需求。 

主要产品包括一体化振动-温度二综合系统、一体化振动-温度-湿度三综合环境试验系统、一体化振动-温度-湿度-低气压四综

合环境试验系统、大型多综合多功能整车舱、可吸收电磁波综合环境可靠性试验系统等。  

分析测试系统及传感器：主要用于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和振动测试。 

主要产品包括振动速度传感器、振动位移传感器、电荷放大器、振动加速度计、冲击加速度计、振动校准仪、振动信号测试

与分析系统、模态激振器等。  

2、试验服务 

公司试验服务是以环境试验设备生产制造技术和研发技术的优势为依托，并结合围绕公司服务工业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这一业

务主线外延并购拓展，为客户提供从试验设备需求到试验方案设计及试验服务的一体化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解决方案。主

要分类如下： 

集成电路验证与分析服务：提供晶圆切割、封装引线、值球、纳米级线路修改、失效分析、可靠度验证、晶圆微结构与材料

分析等，提供贯穿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整个环节的一站式分析与验证技术服务。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高倍电子投射扫描分析、透射电子显微镜微结构观察、能谱仪成份分析、双聚焦离子束精细切割、各种显

微试片制作、纳米级微结构等材料分析；非破坏性失效分析、电性失效分析、先进工艺芯片物理破坏性分析；高、中、低功

率芯片寿命与早夭期试验、设计可靠度、封装可靠度、板阶可靠度、车规芯片可靠度验证等。完整覆盖集成电路从设计开发

到量产所需之工程技术服务。 

环境可靠性试验服务：通过模拟各类物理环境、气候环境、化学环境、电磁环境等试验条件，提供贯穿产品的设计、研制、

批产、使用全周期的试验服务，保证并提升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和使用可靠性要求。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提供振动、冲击、跌落、加速度、倾斜摇摆等力学环境试验，温度、湿度、盐雾、霉菌、砂尘、淋雨、低

气压、太阳辐射、热真空、积冰冻雨等气候环境试验，以及各类综合环境试验；环境应力筛选、可靠性研制、可靠性强化、

高加速寿命等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试验；静力、疲劳、电性能等材料性能测试等。 

软件测评服务：综合运用软件测试黑盒、白盒专业测试技术与方法，结合公司装备实验综合测试的优势条件，实现对软件系

统从源代码到完整复杂系统的全覆盖测试，深度挖掘潜在的各种缺陷，为保障和提高装备软件及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安全

性提供有力的支撑。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第三方软件测评服务业务；软件研制过程中全寿命周期的专业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化设备、软硬件综合设

备、电子产品与通信设备性能等综合测试和竞优测试服务。 

公司试验设备及服务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下游客户主要分布在我国航天航空、电子电器、石油化工、轨道交通、汽车制造、

特殊行业、船舶制造以及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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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管理、精益生产、苦练内功、持续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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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盈利水平。 

（三）业绩驱动因素 

2020年公司贯彻实施“双轮驱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在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趋于震荡下行

的背景下，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2019年公司收购上海宜特，正式踏入集成电路测试领域。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消费市场，集成电路设计和晶圆制造产

业近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以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企业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设计和晶圆制造企业迅速崛起。报告期内，上海

宜特积极开拓车用电子业务，通过整合资源、压缩成本、提质增效等措施，优化内部管理，开源节流，营业收入、净利润同

比分别增长25.77%、106.24%。 

原有环试业务板块中，苏州广博新能力建设成效初显，整车试验、新能源电池试验业务增幅明显；成都广博加强市场研判分

析、精准测算成本报价、严控试验实施过程质量，市场成效显著；西安广博增强试验能力建设、加强市场开拓、完善内控管

理，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报告期内，苏州广博净利润同比增幅近40%，成都广博、西安广博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4,844,311.63 元，同比增长50.34%；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123,411,572.68 元，

同比增长41.37%；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01,186,768.09 元，同比增长40.71%。 

主营业务中，试验设备收入430,575,274.35元，同比增长7.24%；环境可靠性试验服务收入463,251,666.28元，同比增长26.51%；

集成电路验证与分析服务收入170,273,678.11元。 

（四）行业最新政策 

检验检测服务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国家、地方政府政府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检验检测高质量发展暨“十四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努力推动到2025年基本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检验检测体系，涌

现一批规模大、水平高、信誉好、服务广的检验检测集团，形成一批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中连片发展的特色区域，培育

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检验检测知名品牌。《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给予集成电路设

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更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环境。《江苏省“产

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中提出，用3年时间，实现集成电路等10条产业链的卓越提升。国家政策的

支持为检验检测服务行业，特别是集成电路检测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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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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184,844,311.63 788,095,511.91 50.34% 628,896,45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11,572.68 87,298,238.46 41.37% 71,957,88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186,768.09 71,910,991.30 40.71% 60,619,59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324,163.36 82,889,039.77 199.59% 77,475,80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3 41.86%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3 41.86%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1% 11.00% 2.31% 10.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579,225,253.96 2,256,361,103.03 14.31% 1,471,266,49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2,060,443.61 844,627,599.45 21.01% 795,831,225.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7,417,042.16 326,931,307.13 311,935,163.41 368,560,79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8,290.46 50,354,994.53 27,899,649.19 46,325,2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03,851.27 47,364,601.91 23,389,854.11 36,736,16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95,534.00 46,591,151.64 47,224,349.26 215,904,1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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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7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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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 82,180,000  质押 4,8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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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远见回

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50% 9,160,788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卓越成长

两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53% 5,152,833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2.53% 5,146,427    

苏州苏试试验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 4,701,102    

苏州鸿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9% 4,244,000  质押 1,931,250 

#刘金莲 境内自然人 1.94% 3,950,1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泓

德臻远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2% 3,899,18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泓

德丰润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3,456,26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3% 3,30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苏州试验仪器总厂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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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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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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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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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苏州苏试试

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创

业板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苏试转债 123060 2020 年 07 月 21 日 2026 年 07 月 20 日 31,00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9月16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2020年度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

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5.99% 58.40% -2.4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24% 14.39% 5.85% 

利息保障倍数 5.3 8.83 -39.9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技术引领，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120吨大推力振动试验系统、新一代功率放大器、振动离心综合试验系统、四综合试验系统、温湿度控

制器等重点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发动机叶片动态鸟撞试验、人体热屏蔽测试等试验方法的研究制定。 

历经2年研发设计的全新一代功率放大器正式投产。全新一代功率放大器具有智能化、网络化、高可靠性的特点，可实现数

字化远程控制，无故障工作时间达3万小时。公司计划在2年内完成配有新一代功率放大器的全新一代电动振动试验系统的更

迭。 

公司新设苏试环境试验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院由环境试验与可靠性研究所、集成电路可靠性验证分析研究所、结构强度与

疲劳试验研究所、秘书处和知识工程处五部分组成，并设有专家委员会及技术委员会；研究院主要负责起草试验方法与试验

设备行业标准，并通过对环境试验技术、集成电路可靠性验证分析技术和结构强度与疲劳试验技术等可靠性前沿技术的基础

理论研究工作，改进产品在设计、研制、生产及使用阶段的质量，进而提升终端产品的可靠性。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制定了《智能实验室 仪器设备 气候、环境试验设备的数据接口》（GB/T 39555-2020）、《智能实验

室 仪器设备 通信要求》（GB/T 39556-2020）2项国家标准,前述标准将于2021年7月1日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新增专利99件，

其中发明专利3件；软件著作权11项；各实验室共计扩充CNAS认可189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主持或参与制

定已颁布的国家标准27项，行业标准9项；共计拥有有效专利339件，其中发明专利69件；软件著作权118项；各实验室共计

获得CNAS认可1752项。 

2、市场导向，提升品牌影响力 

试验设备方面，公司产品在保持原有市场领域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在汽车领域的影响力，继占据主流汽车检测认证机

构后，公司产品成功进入特斯拉北美研发中心及上海研发中心、北京奔驰汽车、上海汽车、长城汽车等主流主机厂家；顺利

拿下多个商用卫星行业项目，公司产品在卫星行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稳固；海外销售亮眼，经多年深耕，海外业务突破5000

万元。此外，多自由度海洋环境综合试验系统、四综合试验系统等重点新产品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 

试验服务方面，自收购上海宜特后，公司构建更完善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体系，可为从半导体芯片到整机级产品提供涵盖

集成电路验证分析、力学环境试验、气候环境试验、综合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试验、材料性能测试、软件测评

等“一站式”试验服务；深耕并打造越来越多的VIP级客户；构建多层次、立体化销售网络，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品牌市场形象

宣传，推动试验服务板块快速发展。 

3、项目建设，完善试验服务网络 

非公开募投项目中，实验室网络改扩建项目已完工，报告期内实现效益4,584万元，累计实现效益5,346万元；温湿度环境试

验箱技改扩建项目开始实施后，建设阶段的前期办理相关手续等时间较长，同时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较大，可开工建设天数不足预期，造成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无法按原定计划完成建设，故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为2021年3月31日。 

可转债募投项目中，青岛北方检测中心项目及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上半年受疫情冲击较大，工期略有滞后，下半年度通过努

力已弥补部分进度。青岛北方检测中心项目厂房主体已基本建设完成，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尚有部分设备待调试，后期将逐

步释放产能。公司将持续关注项目进度，尽早实现经济效益。 

此外，成都创博实验室2019年度竞拍取得的53.3548亩地块上规划的智慧科技园项目已正式开工；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项目

正式启动，以2020年12月8日正式成立的四川航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主体实施该项目；北京创博实验室新增场地面积约

13,000平米，已于2020年10月底正式投入使用；南京实验室完成搬迁，新场地面积近16,000平米。 

公司将通过实验室各类项目建设，完善试验服务网络，拓展试验服务能力，提升产能，为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探索改革，推动新购标的融合发展 

公司于2019年7月和12月成功收购重庆四达及上海宜特2家公司，进一步扩充公司环境试验设备产能，并将公司可靠性试验服

务的检测范围向源头拓宽至集成电路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对新收购的2家子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及内控管理。重庆四达探索与集团销售市场融合的新模式，通过集团化

平台管理，进行供应链资源整合、降低成本，并对标准产品优化升级、提升非标产品系统集成能力，在客户中取得较好的评

价。上海宜特逐步适应内资化后的各项工作要求，探索集成电路验证分析与环试业务的融合发展；报告期内服务国内集成电

路领域客户首度突破1800家，获得长安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导航模组芯片AEC车规级验证项目，并协助国内首颗自主研发

IEEE100 BaseT1标准物理层芯片通过AEC车规级可靠度验证；建立先进工艺芯片DPA分析技术并扩大产能，以满足客户交期

需求，建立单芯片多电源组工作寿命试验能力等，完全满足低、中、高功率集成电路加速寿命试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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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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75,274.35 161,273,998.48 37.46% 7.24% 9.70% 0.84% 

环境可靠性试验

服务 
463,251,666.28 275,616,562.44 59.50% 26.51% 28.67% 1.00% 

集成电路验证与

分析服务 
170,273,678.11 74,634,361.59 43.83% 100.00% 100.00% 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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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34%，营业成本同比增长57.2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1.37%，

主要系2020年度上海宜特损益表纳入合并范围及公司原有试验服务业务增长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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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9日决议通过，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

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未对2019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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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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