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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87                           证券简称：谱尼测试                           公告编号：2021-069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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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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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尼测试 股票代码 3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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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冬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锦带路 66 号院 1号楼 5 层 101  

电话 010-83055180  

电子信箱 IR@pony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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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8,693,972.80 539,793,878.39 3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365,201.71 15,677,931.80 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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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495,753.39 2,463,311.24 36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308,154.71 -25,783,424.32 -26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6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1.75% 下降 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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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663,630.79 2,113,141,512.61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8,847,459.22 1,820,581,823.05 -0.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3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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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薇 境内自然人 52.27% 71,505,000 71,505,000   

李阳谷 境内自然人 13.52% 18,495,000 18,495,000   

北京谱瑞恒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 6,300,000 6,300,000   

北京谱泰中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 6,300,000 6,300,000   

国信证券－浦发银行－

国信证券鼎信 5 号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89% 2,585,786 2,585,78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万家创业板 2 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4% 2,099,99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保德信智能

汽车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2% 1,400,044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1,300,090 0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建信基金股票型组合 

其他 0.63% 863,96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保德信中国

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580,01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宋薇女士与李阳谷先生为母子关系；宋薇女士持有北京谱瑞恒祥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97%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宋薇女士持有北京谱泰中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59.31%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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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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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 

集团凭借多年的技术积淀和资质积累以及内部严格的质量管理控制体系，可以开展众多领域的检测工作，同时与各级政

府及各类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凭借自身优质的检测质量获得了政府、行业及客户的高度认可。集团在全国建立了100

多家分、子公司和近30个大型检测实验基地、150多个专业实验室，能够高质、高效服务全国客户。 

1、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内涵增长，持续保持行业领军地位 

报告期内，集团继续发力农产品检测、保健品检测；生物医药CRO/CDMO服务；医学医疗检验、毒理病理实验；碳交易、

碳中和、碳核查领域、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化妆品检测、化妆品功效及安全性评价；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检测、新能源汽

车及动力电池检测；电池检测、锂电池安全测试；环境与可靠性试验等业务领域，积极完善全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促进集

团整体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具体内容如下： 

（1）食品、农产品检测 

集团具有国家食品复检机构资质，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无公害农产品定点检测机

构、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定点检测机构、有机农产品检测机构、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首批“名特优新”

农产品定点检测机构、农业农村部首批入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的第三方检测单位。2021年中标农业农村部生

鲜乳制品安全监管项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专项抽检项目、云

南省“三品一标”获证产品监督抽检、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农产品抽样检测任务等，报告期内公司食品检测同比

增长25.44%，农产品检测同比增长92.24%。 

（2）生物医药CRO/CDMO服务 

集团是北京市批准的生物医药工程实验室、北京市科委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挂牌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谱

尼测试具备药品、药包材、药用辅料以及药品相关环境的研发、生产及检测能力，研究领域涉及肿瘤、心脑血管、高血压、

感染、消化系统以及精神和神经系统等相关药物。谱尼测试与多家省市级药品检验所和国内外众多知名医药企业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承担药物发现、药物合成、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理毒理研究等工作。可为医药的研发、生产及检测提供CRO/CDMO

服务。报告期内生物医药CRO/CDMO相关服务同比增长3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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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学医疗检验 

截至目前，集团已在北京、深圳、青岛、黑龙江、长春、郑州、厦门、武汉、大连、苏州、天津等地设立了具备国家资

质的医学实验室，均配备了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谱尼医学作为我国第三方医学检验主力军，参与了全国各级的大规模人员

新冠病毒筛查与国家活动、出入境、物表、社区消杀工作、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同时谱尼医学各地实验室正着力开展其他

医学特检项目：胆汁酸谱、精神类血药浓度、自身免疫抗体、脂溶性维生素、优生优育项目、流式细胞术、远程病理等，依

托先进的检测、科研平台，过硬的质量和优质的个性化服务，为集团在医学检验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目前集团在北京、深圳、青岛、黑龙江、长春、郑州、厦门、武汉、苏州九地能够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同时有

8台移动方舱，日检测能力已突破200万人次，并构建了医学实验室及移动医学方舱一体化检测模式，能够快速响应不同场景

下的政府防疫部署，充分发挥集团检验优势，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报告期内，集团全面执行各地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火速抽调集团各地医学实验室实战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组建抗疫医疗先锋队，调集多辆移动医学方舱实验室奔赴南京、

郑州、武汉、扬州、无锡、深圳等地，以最快的速度驰援当地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赞赏和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报告期内集团医学医疗检验业务同比实现152%的增长。 

未来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医学医疗检验领域的投入，扩大更多健康筛查项目，进一步增强集团在医学医疗检验行业的竞

争实力，为集团发展创造更大的利润增长点。 

（4）碳交易、碳中和、碳核查领域 

集团已先后中标山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新疆兵团等多地碳核查任务，其中黑龙江省已是集团连续4次中标。集团

已完成山东、广东、新疆、宁夏、黑龙江、青海、辽宁、山西、天津、深圳等多个省市政府组织的重点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

放核查和复查工作，核查企业数量超过500家，核查行业范围涵盖纳入国家碳交易市场的八大行业。 

（5）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报告期内，集团大力开展海洋生态监测业务，多点布局，在上海、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沿海区域加快建设海洋生

态实验室建设，工作覆盖我国北海、东海、南海海域的整个海域，对于项目监测的时效性可到了充分的保障，可以实现全海

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领域获得新突破，今年成功中标并承担起国家级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包括南海海域环境监测项目，合同

金额298万元。集团凭借雄厚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实力，深入到海水深达2000米的深海海域作业，海洋监测工作得到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高度认可。 

该国家级海洋项目的成功实施，为集团进军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领域开启了良好开端,为集团生态环保业务板块精益、细

化开创了新局面。 

（6）化妆品检测、化妆品功效及安全性评价； 

集团目前有9地实验室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为化妆品注册备案检验机构，可全面开展化妆品备案、注册检验、风

险物质检测、毒理检测、型式检验、化妆品安全评估报告、研发质量控制等工作。集团北京、苏州、上海、深圳4地还建有

化妆品功效评价实验室，可以开展防脱发、祛斑美白、防晒、祛痘、屏障修护、抗衰、紧致、舒缓、控油、保湿、敏感肌等

安全性检验及功效评价。目前，集团总部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注册备案检验系统审核，集团的资质已经覆盖微

生物、理化指标、毒理学试验、人体安全性检验及功效评价四种检验类型。 

（7）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检测； 

集团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CCC）实验室、国家工业化信息产业部指定的汽车零

部件公告检验机构、是中国机械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及中汽认证中心（CCAP）的签约委

托检测机构，报告期内，在汽车行业检测需求增长的背景下，集团上海、武汉公司汽车实验基地顺利建成投产，新增加汽车

电子检测项目，业务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检测内容和项目得到进一步扩大，可充分满足传统和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动

力电池的基本检测需求。 

2021年5月，集团全资子公司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与特斯拉签订了长期协议，正式成为特斯拉的合作供应商，所

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汽车相关测试服务，同时还包含其他全方位各领域的检验、检测及认证等技术解决方案。与特斯拉

协议的签署不仅是对集团汽车领域技术创新及服务能力的肯定，更有助于提升集团在汽车检测领域赛道的品牌宣传力与行业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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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丰富经验和强大技术的支撑，集团在汽车检测领域继续深度发力，汽车领域检测业务将获得长足发展。报告期内公

司汽车检测业务同比去年实现了21.21%的增长。 

（8）电池检测、锂电池安全测试； 

集团旗下3家实验室是国家民航局认可的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机构并参与了联合国锂电池UN38.3检测标准、中国锂电

池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多项国内外重要电池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集团拥有大型的电池及安规可靠性实验室，提供应征消费税电池产品免税环保检测、锂电池UN38.3检测、磁性检测等服

务。 

（9）环境可靠性实验 

报告期内，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申请批准通知书》，被

批准成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保密资格单位。2021年5月，集团收购了具有军工三级保密资质的西安创尼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集团环境可靠性实验具备军工保密资质、CMA资质、CNAS资质、DILAC资质，能够满足环境可靠性检测需求，进一步完善

集团的业务布局。 

2、强化检测能力，完善营销服务体系，业绩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集团及子公司通过了国家多项资质评审，极大地促进集团业绩稳健增长。其中集团复审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内蒙古谱尼被授予诚信示范企业；科安尼生物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口罩进入商务部出口白名单；

北京、郑州两地顺利通过国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续展；谱尼医学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临检中心室间质评；大连谱尼

获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CATL）资质；广西谱尼获得CMA资质认定证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等。

北京谱尼测试科技公司获得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谱尼测试集团北京计量有限公司首次获得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厦门谱尼测试有限公司首次获得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谱尼测试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首次获得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内蒙古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山西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首次获得三体系认证证书。大连谱尼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于

2021年6月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 

集团凭借着精湛的检测能力和优质的服务水平，多次中标政府项目：集团成功中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地表水采测分

离质控检查项目、国家海洋局2021年海洋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服务采购项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节能减排中心海油内

陆地区环境监测服务专项项目、农业农村部生鲜乳制品安全监管项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专项抽检项目、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重点企业碳排放报告核查监测计划审核及复核项目、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2020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查及管理审核项目（10-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碳交易重点企业碳排放复查项

目、2021年云南省“三品一标”获证产品监督抽检、山西省认证农产品抽样检测任务等。 

3、延伸业务边际，推进产业并购，形成业务协同效应 

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也是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重要手段。集团积极践行“内生与并购”双轮

驱动增长的战略规划，在保持原有业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挖各领域的整合机会，提升优质业务比重。 

集团设立了专业的投融资部门，选择符合公司顶层设计，能够和集团形成业务协同效应、优势互补的标的择机并购，推

动集团业务快速发展。 

在医学检验领域，集团并购了郑州协力润华医学检验所和长春久和医学检验实验室，高度契合集团在医学检验领域的战

略发展，在郑州疫情防控期间，协力润华医学检验所承担了郑州市核酸筛查工作，为当地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在军工环境可

靠性实验领域，集团并购了具备保密资质、CNAS资质、DILAC资质的西安创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能够满足各种条件环境可

靠性军工产品检测需求，极大丰富了公司在特殊行业的客户资源；在医疗检验领域，公司成功收购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甲

级资质的西安查德威克辐射技术有限公司，医疗放射卫生业务进一步拓宽，与集团现有的医疗器械、医学检验、计量校准、

职业卫生评价等业务板块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 

以上并购完成后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强化集团服务能力，为更多优质客户就近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提升

集团品牌美誉度，增强集团核心竞争力。 

未来集团将坚持“合作共赢”的并购理念，持续加大并购资源投入，促进集团战略布局更全面，覆盖领域更广泛，为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检验认证集团而持续努力！ 

（二）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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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2020年末总股本7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76,000,000股增至136,800,000股。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集团实施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不超过358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在此基础上，集团与核

心员工实现了利益的有效绑定，有利于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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