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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监测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组建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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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 声誉；主要产品包括色谱产品、化学试剂、标准品、实

验室用品、分析仪器配件及耗材等；总部位于上海，目前拥有 300 多位员工，2015 年销售额超过 2 亿人民币。

安谱实验科技连续四年被仪器信息网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内耗材配件厂商”，处于中国色谱消耗品行业的前列。安谱实验

科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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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谱实验能够为全国

的科学工作者提供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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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构、环境测试机构、化工、科研、临床、生物工程等及实验室耗材生产行业；其中已与 8000 多个用户建立了中长期合作关

系，联络客户数量达到上万个。公司以诚信可靠的服务与切实专业的工作著称于客户群，在客户群中得到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也被

邓白氏评为“信用 RI1 级”，享有最好的信用等级。公司在 2013 年再次通过 ISO9001：2008 版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销售部分为国内销售和国际销售，国内销售按照销售区域划分，除总部上海外，在北京、广州、南京、青岛和武汉设有办事处，

在深圳、沈阳、郑州、长沙、重庆设有联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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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谱公司于 2009 年成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筠安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安谱自有品牌的生产，公司拥有两个规模实验室；

应用实验室专门负责产品的应用开发，热点专题的跟进；质量控制实验室，专门负责产品的质控。实验室配有多台热电的 GC-MS, 

安捷伦、岛津的气相色谱仪，岛津、戴安的液相色谱仪，紫外分光光度计和卡氏水分滴定仪等。公司生产制造部门引进多套先进的

生产和测设备，部分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将全部实行电脑系统管理，实现产品质量管理控制体系。上海筠安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在生产

过程中严格执行“5S”管理，筠安公司于 2014 年 1 月通过德国莱茵公司的 ISO9001：2008 认证。

公司设有市场部和技术部；市场部按产品分类，设产品专员，负责产品的销售服务；技术部负责培训和产品应用开发。客户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对应的专业人员，来解决实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公司仓储部负责公司商品的进出管理，仓库面

积 3000 多平米，库存总成本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配备多辆专车运输；商品管理全部运用先进的条码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公

司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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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采用先进的财务管理软件，全部实行电算化；

系统能全方位跟踪和控制公司发生的每笔业务和费用；每月能保证 3000 份发票和繁多的账款处理工作。 公司网站 http://www.

anpel.com.cn 为客户提供了查询平台，客户可以通过网站方便快捷的查到产品的实时价格和专业的技术资料，它已成为我们和客

户直接交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安谱实验将一如既往地把 " 真、诚 " 的服务理念；" 保证质量、信誉至上 " 的服务宗旨更好地予以贯彻，把更好的产品、更好

的技术、更好的服务，与我们的用户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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