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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活动参与人员 详见附件 

时间 2022年 8 月 1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 宋薇女士 

董事会秘书 李小冬先生 

IR 总监 黄子龙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集团介绍及业绩状况 

谱尼测试集团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之

一，经过二十年的沉淀与持续提升，现已成为由 30 多个大型实验基地及

150 多个专业实验室组成的遍布全国的大型综合性检测集团。集团具备

CMA、CNAS、食品复检机构、CATL、CCC、DILAC、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指定认证机构、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批准的生物医药类工程

实验室、北京市科委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业务涵盖生命科学与

健康环保、汽车及其他消费品、安全保障、电子电气等众多领域，可以为

客户提供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使用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022 年 8 月 1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整

体实现营业收入 16.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9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68.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3.94%。 



分板块来看，生命科学与健康环保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5.27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49.60%；汽车及其他消费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9,574.69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57%；安全保障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000.7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8.02%；电子电气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661.5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4.62%。 

上半年，公司着力提升研发创新，研发费用 1.1亿元，同比增加 92.96%。

截至报告期末，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已获得逾 370 项授权专利，软件著作权

逾 150 项，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近 100 项。集团技术中心成

功入选成功入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公司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是

对谱尼测试技术创新能力、研发实力及行业引领示范作用的高度认可。 

收购方面，公司上半年凭借深厚实力成功收购深圳市通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深圳米约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及成都米约计量检测有限公司，持续

增强集团在电子电器产品检测认证服务、医疗器械计量校准和医疗器械检

验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二、主要交流问题 

1、公司传统的食品环境以往下半年放量多，今年上半年情况怎么样？  

公司长期致力于食品与环境检测，上半年食品环境实现了较快增长，

同时公司医学检验也为食品环境带来了部分外溢效应，在支持核酸检测的

过程中，除了人员检测外，也会有部分进出口食品冷链项目及环境有毒、

有害气体检测等需求可以在公司获得一站式服务，以保障防疫和人民生命

安全，这也体现了公司综合性检测机构的优势。此外，公司成功中标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的 2022 年本级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累计 21 家实验室成为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检测实验室，也会在之前的业务基础上带来新的增量。 

 

2、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已经开始了，公司有哪些优势呢？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决定自 2022年

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 

谱尼测试作为我国大型综合性检测认证集团，是农业农村部授予的全



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检测实验室，目前，谱尼测试北京、天津、上海、深

圳、厦门、合肥、杭州、宁波、武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乌鲁木齐、

大连、江苏、河北、山西、青岛、郑州、四川、陕西共 21地实验室获农业

农村部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 

集团各实验室可承担土壤检测；污泥监测；海洋沉积物监测；固体废

弃物监测；农产品无公害检测认证、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认证检测；农田土

壤重金属等环境监测；建设项目土壤环境评价等农业环境一站式服务。 

 

3、汽车板块已有多年的检测业务，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哪些优势？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势崛起，保持规模化高速发展态势，成为引领

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力量。谱尼测试集团在汽车测试方面深耕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前，凭借坚实的技术基础和良好的品牌服务，

集团在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开发试验、定型试验、质量检测等方面受到特斯

拉、奔驰、大众、比亚迪、福田戴姆勒、蔚来、小鹏、理想、吉利、江淮、

岚图、零跑、开沃、牛创新能源等众多知名车企认可，充分赢得了行业口

碑。获得多家主机厂检测资质的认可不仅显示了集团汽车实验室科研能力、

技术能力、测试设备、质量管控、业务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实力，而且充分

展示了集团紧随行业趋势，综合实力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产品测试方面完成了众多成功案例，将 CAD、FEA、

CFD、NVH、测量、逆向工程、机电控制、机器人、气动控制、液压控制、伺

服控制、环境控制及二次开发等技术进行融合，达到客户非标定制需求。

除此之外我们在测试开发方面储备了大量人才，能够快速交付方案，及时

满足客户需求。 

 

4、公司 CXO 业务的进展？ 

以往 CXO 业务的发展在场地和人员方面的资金投入有瓶颈，上市之后

资金得到缓解。目前场地方面，CXO业务在北京约有 1000平米的实验室，

在上海约有 3.8 万平米的实验室，拥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及齐全的

动物行为学分析、病理实验、生化分析测试和遗传分析等设备，拥有 SPF级



实验动物屏障设施，能够进行小白鼠、小豚鼠、兔子、比格犬、猪及灵长类

动物食蟹猴等饲养和实验。人员方面，未来也会在逐步提升研发队伍的能

力。目前公司 CXO 业务链条完整，合成和制剂都在做，未来将逐步会在业

绩中体现。 

 

5、公司产能情况怎么样？ 

随着募投项目投入运营，未来产能将逐步释放。集团 IPO 项目在上海

地区建设的华东运营总部，在武汉投资建设的研发检测基地及华中运营总

部截止目前项目已逐步投产。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新建实验大楼今年年底也将投入使用。公司青岛、西安实验基地也有望于

2023年投产使用。 

 

6、公司并购的思路是什么，并购后公司管理架构是什么样的？ 

公司在并购标的的选择中比较看重经营理念，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伙

伴，在并购后可以在谱尼的平台实现共同成长。我们看重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通过并购的方式一方面增强公司业务板块，增强事业部竞争力；另

一方面把专业成员引入到新的发展平台，打造成各个事业部核心骨干，有

更好的协同性。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披露重

大信息的说明 

本次活动不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 调研机构名单 



附件：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调研机构名单 

序号 公司 姓名 序号 公司 姓名 

1 中信资管 孙曙光 25 中银三星人寿 杨吉吉 

2 英大基金 张媛、霍达 26 中航基金 王森 

3 富国基金 蒲世林 27 大成基金 魏庆国 

4 兴全基金 李扬、沈度 28 国寿资产 孙玉娇 

5 嘉实基金 马晓煜 29 中建集团 胡云川 

6 陕西投资基金 姚旭东 30 UBS 瑞银 丛悦 

7 华商基金  孙蔚 31 汇丰前海 王敦 

8 东方基金 张博 32 国联证券 张旭 

9 渤海汇金 徐中华、陈海 33 国海证券 张婉姝 

10 高盛 杜茜 34 华创自营 蔡苗 

11 通用技术投资 朱玉 35 豪山资产 洪嘉蓉 

12 纯达资产 李竹青 36 中泰自营 张翔 

13 天时基金  程军 37 长江证券  贾少波 

14 麦格理证券 Daisy、Cassie 38 华盖基金 马扬皓 

15 华泰证券 王玮嘉、李雅琳 39 森锦投资 黄裕金 

16 中金公司 李昕阳 40 国都自营 侯俊哲 

17 广发证券 许洁、荣凌琪 41 弘毅投资 许凡 

18 华夏理财  龚铭 42 金科控股 张诚 

19 西南证券自营 李架 43 普行资产 赵杰 

20 金科控股 张诚 44 富众投资 高广新 

21 申万宏源 张婧玮 45 国金证券 张君昊 

22 中信证券 李想、曹孟华 46 西南证券 张艺蝶 

23 上海证券 徐昕 47 中泰证券 万欣怡 

24 国寿安保 刘志军、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