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54     证券简称：东华测试     公告编号：2021-041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

第 29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关注

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分析，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5 月 18 日、6 月 21 日，公司先后在本所“互动易”平台回复

投资者咨询称，“天问一号地面测试为公司客户项目”“公司参与了

神州十二号的地面监测保障”。请详细说明公司涉及航天、航空业务

的具体开展方式，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客户开发、在手订单

情况，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对你公司业绩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并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涉及航天、航空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 

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仪器主要用于测量建筑、装备结构的强度、刚

度、阻尼、固有频率等，是航空航天、桥梁建筑、汽车制造等行业中

广泛应用的仪器。其中，航空航天对产品安全性、可靠性和结构优化



要求较高，是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仪器的主要市场之一。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仪器行业自主创新型企业，

产品可用于安全性测试、可靠性测试、动力环境测试、结构力学性能

测试以及结构的优化设计。公司通过与航空航天相关各类科研院所进

行详细的技术交流，了解技术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测试方案和测试系

统，帮助并配合用户完成航空航天相关研制及生产任务；目前公司与

航空航天主要的设计单位和实验及试验单位都有全方位的接触，基于

信号处理领域的核心技术，在该领域为航空航天相关用户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涉及航天、航空业务相关的销售金额如下

表所示： 

项目 
单

位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3 月 

金额 
占总收

入比重 
金额 

占总收

入比重 
金额 

占总收

入比重 
金额 

占总收

入比重 

航天、

航空业

务 

万

元 
2,690 20.05% 2,065 11.62% 3,500 17.05% 578 19.25% 

总收入 
万

元 
13,419.70 —— 17,774.33 —— 20,526.85 —— 3,002.32 —— 

（三）客户开发、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航空航天客户主要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研究

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研究所，如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西安航空发动机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环境强度研究所、空间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等。相关信息已在《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经公司销售管理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在手订单合计约为 2,595万元。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核心竞争优势，在我国结构力学性能测

试仪器领域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与航空航天相关各类科研院所

均有合作。单项业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及利润总量比重较小，预计不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谨慎评估，注意投资风险。 

2．6 月 21 日，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咨询称“华为

公司采购我司设备进行力学性能测试”。请详细说明公司与华为合作

的具体内容及方式、确认的收入、净利润金额及占比，结合在手订单

及预计新增订单情况说明相关收入是否对公司业绩具有重大影响，并

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与华为合作的具体内容及方式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其下游供应商采购公司设备进行线路板

力学性能测试，主要采购产品为：动态应变测试分析系统、便携式应

变测试分析系统等。 

（二）华为相关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华为相关业务累计确认收入为 160.74 万元，其

中 2020 年确认收入为 38.55 万元，毛利约为 20.8 万元，对公司当期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影响非常小。2021 年，公司华为相关业务在手

订单为 11.6 万元，预计 2021 年公司与华为相关的业务量占公司总比

重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谨慎评估，注意投



资风险。 

3．请结合公司股价涨幅及公司主营产品所处市场需求变化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核查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的原因，说明与公

司生产经营等基本面变化情况是否匹配，并结合公司经营业绩、股价

变动情况，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就公司股价波动进行充分的风

险提示。 

回复： 

（一）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1、宏观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所处行业的编码为“C40”，为“制造业”中的“仪器仪表制造

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

司主营业务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项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之“智能测控装备制造”目录中的“智能测量仪器仪表”。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涉及仪器仪表行业及相关应用领域的产业

政策，仪器仪表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相关行业技术升级、打破国外

高端分析仪器垄断、提高高端分析仪器国产化率及国产替代等方面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公司所处市场宏观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行业情况 

随着我国传统产业持续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改善，重大工程、工业装备、智能制造、生命医药、新能源、

海洋工程、核电、科技研究、环境治理、检验检疫等领域对仪器仪表



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我国仪器仪表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仪

器仪表制造业营业收入 1764.4 亿元，同比增长 46.1%，实现利润总额

140.5 亿元，同比增长 111.0%。 

3、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 

截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收市，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近期股价走

势、估值水平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区间涨跌幅 

静态 

市盈率 

滚动 

市盈率 
市净率 

2021/06/12 至

2021/07/12 

累计涨跌幅 

2021/05/12 至

2021/07/12 

累计涨跌幅 

300165.SZ 天瑞仪器 15.84% 7.12% 120.33 184.32 1.49 

300466.SZ 赛摩智能 7.05% 23.37% 171.63 85.42 3.78 

300557.SZ 理工光科 5.98% 19.05% 117.55 95.48 3.27 

300567.SZ 精测电子 29.58% 33.54% 78.04 62.93 10.45 

300667.SZ 必创科技 11.8% 20.22% 95.65 110.8 4.2 

002338.SH 奥普光电 -1.28% 12.21% 88.86 81.58 5.1 

002979.SH 雷赛智能 12.69% 17.94% 57.24 48.08 8.74 

688056.SH 莱伯泰科 -3.9% 44.76% 65.86 66.67 5.69 

688528.SH 秦川物联 -0.71% 5.2% 50.81 65.22 3.1 

688686.SH 奥普特 26.89% 29.81% 146.63 134.24 15.2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10.40% 21.32% 99.26 93.47 6.1 

300354.SZ 东华测试 113.41% 132.18% 83.48 80.32 9.81 

数据来源：Wind、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2021年 5月 12日至 2021年 7月 12日，创业板综指（399102.SZ）

涨幅 23.62%，机械设备行业（申万一级）（801890）涨幅 9.00%，

公司股价涨幅 132.18%，相较于同行业公司涨幅偏离值较大。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0），就公司股价异动情况进行说明，并披露了相关风险

提示。 



截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收盘，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80.32 倍，静态

市盈率为 83.48 倍，市净率为 9.81 倍。中证指数发布的证监会行业数

据显示，公司所处行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滚动市盈率为 35.42 倍，

静态市盈率为 36.96 倍，市净率为 3.85 倍。 

公司当前的滚动市盈率、静态市盈率、市净率均高于同行业的平

均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4、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

积极开展工作，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002.32 万元，同比增长 38.0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2.55 万元，同比增长 207.41%，实现扭亏

为盈。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的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风险提示 

针对公司近期股价异常波动，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如下： 

1、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短期内公司

股价涨幅较大。2021 年 7 月 9 日、2021 年 7 月 12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标准。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及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新产品新项目投入产出风险、经营管理风险、

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费用上升的风险、核心技术失密风

险等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4．请核实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回复： 

经向相关人员问询，公司已有的重大事项均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亦不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5．请说明公司近三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自媒体宣传，

以及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

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全面自查，公司近三个月未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 2020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接受了特定对象调研，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互动易平

台上刊载的《300354 东华测试业绩说明会、路演活动等 20210420》

（编号：2021-001）、《300354 东华测试调研活动信息 20210629》

（编号：2021-002）、《300354 东华测试调研活动信息 20210702》

（编号：2021-003）。公司通过官网等渠道进行自媒体宣传，主要用

于介绍最新产品、最新应用案例及行业发展动态。公司近三个月回答

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 16 条，投资者通过互动易平台向公司咨询航

天航空领域业务情况、与华为相关业务情况、以及 PHM 系统业务情

况。公司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客观、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给予回复，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

则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6．请说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等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 3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

持计划及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并说明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影响股

票交易、拉抬股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等近 1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尚未接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等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影响股票交易、拉抬股

价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公司将会持续关注相关主体的减持计划，

督促相关主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7．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及风险因素。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除上述回复事项外，公

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