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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谱实验简介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组建成立，总部位于上海，目前拥有 500 多位员工，2018 年销售额超过 5 亿人民币；是中国

领先的实验用品供应链管理服务商；目前公司已是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客户供应链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化学试剂、标准品、

气相色谱相关耗材、液相色谱相关耗材、样品前处理产品、实验室通用耗材、小型仪器等。

安谱实验是“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简称：安谱实验，证券代码：832021）。2015 年 8 月 11 日，安谱实验与聚光科技（证券代码：

300203）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安谱实验加入聚光科技集团，共同打造“智慧实验室一站式服务平台”；2016 年 12 月，安谱实验正式入驻位于

上海市松江区叶张路 59 号的安谱产业基地，整个基地占地 20 亩；2016 年，通过上海市小巨人工程培育企业验收；2017 年 10 月，通过上海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7 年 12 月，被认定为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安谱实验能够为全国科学工作者提供超过 60 万种的各类实验设备、标准品、化学试剂、实验室耗材等科研用品。主要客户广泛分布于食品、

制药、农业、地矿、生态环境、化工、科研、临床、生物工程及政府检测机构行业；其中已与 10000 多个用户建立了中长期合作关系，联络客户

数量达到几万个。公司以诚信可靠的服务与扎实专业的工作著称于客户，在客户中有良好的口碑，同时也被邓白氏评为“信用 RI1 级”，享有最

高的信用等级。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再次通过 ISO9001：2015 版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安谱实验全资子公司——上海才恩弗计量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小容量计量校准业务的第三方校准实验室，具有恒温恒湿高精度校

准室。公司的管理体系符合《上海市计量校准实验室评审准则》（ISO/IEC17025）和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要求 , 于

2016 年 1 月获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上海市计量校准实验室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 SJ081；于 2017 年 12 月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CNAS）颁发的 CNAS 校准实验室资质认可证书，证书编号：L10533, 可以为客户出具带 CNAS 认可标志的校准证书。

公司中心实验室主要负责产品的分析方法应用与开发、市场热点专题的方法优化与拓展研究、提供产品售前售后的实验分析以及公司自有产

品的全过程质量检测控制。中心实验室总面积约为 1000 平方米，有仪器分析实验室：精密天平室、气相色谱分析室、液相色谱分析室、ICP-MS

分析室、光谱分析室和电化学分析室等 7 间；前处理实验室：样品前处理室、食品前处理室、微波消解室、高温室等 5 间；其他功能实验室：收

样室、检测室、耗材储存室、试剂储存室、清洗室、纯水制备室、留样室等 7 间。

公司研发中心负责安谱实验自有品牌——“ANPEL”和“CNW”新产品的研发及成熟产品的运维，现拥有 1 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 名博士，

10 多名硕士组成的强大产品研发团队，采用先进的 IPD 研发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研发过程质量管理，致力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高品质产品的开发工

作。安谱实验研发中心在色谱填料、有机材料、稀有化学品和同位素化学品合成等方面的研发成果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科研实力和技术竞争力，产

品自主研发能力迈向新的台阶，为客户提供更优的填料、试剂、耗材及标准物质等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制造中心引进多套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产品的生产过程严格按照 ISO9001 体系要求，生产现场执行“6S”管理。于 2014 年 1 月通

过德国莱茵公司的 ISO9001：2008 认证。同时，制造中心的 RMP 部门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通过了 CNAS 17034 体系认证。

公司销售分别由销售中心负责国内销售，国际贸易部负责国际销售。国内销售按照销售区域划分，除总部上海外，在北京、天津、沈阳、广州、

深圳、武汉、南京、西安、杭州、苏州、张江（浦东）、成都、长沙、青岛、哈尔滨等设有办事处，在重庆、中山、昆山、石家庄、郑州、济南、

合肥等设有联络处，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国际销售负责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客户。 

公司市场中心下设市场部、技术部及电商平台部。技术部产品专员负责产品管理，技术支持、培训和产品应用开发；市场部行业经理，负责

对行业进行管理和推广。电商平台部负责安谱实验电商平台的建设，致力于为国内实验室客户提供“简单、专业、透明、高效、便捷”的线上采

购体验。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下设 2 个部门，财务部和采购部。财务部采用先进的财务管理软件和开票软件，能全方位跟踪和控制公司发生的每笔业务

和费用。采购部负责全球采购工作，先进的采购管理系统能实时控制每个采购环节，与 300 多家国内外优质供应商保持合作，通过和供应商建立

合作关系，实施准时化采购，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制造过程与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公司物流部负责公司商品的进销存管理，仓库面积 6000 平方米，仓库类型分普货仓库和化学品仓库，配备专业运输车队及多方优质的物流

合作商；物流管理严格遵循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物流过程全部运用的条码管理系统，实时监控。

安谱实验电商平台：www.anpel.com.cn  --“实验室产品一站式采购服务平台”

2015 年正式加入聚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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