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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12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1月11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同意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润达” ）收购上海润达

盛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润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康克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成都坤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树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五方合计持有的上海润

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41%股权，交易金额为13,284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杭州润达持有其56%

股权。 详见公告：临2020-093、临2021-003。

2、同意杭州润达收购上海润达盛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润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润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乾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四方

合计持有的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65%股权，交易金额为19,500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

杭州润达持有其65%股权。 详见公告：临2020-094、临2021-003。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通知，上海润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1、上海润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KA1M7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星火开发区阳明路1号2幢厂房东侧401、402室

法定代表人：史明

注册资本：2666.66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2日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安

装、维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自有设备租

赁，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环保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机电设备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9月21日

经营范围：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与销售；软件销售与维修；医疗器械租赁；医药

咨询服务及售后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策划；五金、交电产品批发；化学试剂（除危险

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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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哈尔

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

司、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7日为上海润医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的借款人民币6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尚未

为其提供过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4日为武汉润达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的借款人民币2,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00万元。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为哈尔滨润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奋斗支行的借

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

元。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为山东鑫海在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340万元。

公司于2021年1月12日为惠中生物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支行的借款人

民币76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0万元。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为杭州怡丹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的借款人民

币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注：公司持

有杭州怡丹57%股权，公司与杭州怡丹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杭州

怡丹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申请的贷款额度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分别由杭州怡丹各股东按照各自在杭州怡丹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

担57%的担保责任。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1年1月19日为济南润达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

858万元。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为惠中生物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0万元。

公司、 熊冬和先生于2021年1月22日为武汉优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

款人民币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注：公

司持有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51%股权，公司与武汉优科股东熊冬和签订了《担保责任

分割协议》：就公司对武汉优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贷款额度3,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武汉优科股东熊冬和承担49%的担保责任，即公司最终承担51%的

担保责任。

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2021年1月28日为合肥润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的借款人民币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5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由钱学庆将其持有的润达榕嘉4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胡雄敏将其持有的润达榕嘉5%的

股权质押给公司，许啸龙将其持有的润达榕嘉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医担

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胡潇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15.98%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杨三齐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

15.98%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曾青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17.0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武

汉润达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的30%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担保的反担保

措施。

由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30.6%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29.4%的

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23）；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0-080）；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9）。公司对2020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83,800万元

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

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

预计提供担保最高额度

（

万元人民币

）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165,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45,0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37,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7,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100 2,0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6,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3,0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3,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0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0,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9,500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2,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8,500

担保金额总计

/ 383,800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

融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公司已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杭州润达

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预计2020年底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他

子公司后期资产负债率若超过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

内容如下：

1、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为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润医” ）在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的借款人民币6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

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小微” ）为上述600万借款中85%的部分提供保

证担保，同时公司向中小微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 反担保措施：上海润达榕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榕嘉” ）作为其100%控股股东，润达榕嘉股东钱学庆将其持

有的润达榕嘉4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胡雄敏将其持有的润达榕嘉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许

啸龙将其持有的润达榕嘉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医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2、公司于2021年1月4日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润达” ）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的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

施：胡潇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15.98%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杨三齐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15.98%的

股权质押给公司，曾青将其持有的武汉润达17.0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武汉润达

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3、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哈尔滨润

达”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奋斗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4、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鑫

海” ）在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公司于2021年1月12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中生物” ）在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支行的借款人民币76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为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怡丹” ）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注：公司持有

杭州怡丹57%股权，公司与杭州怡丹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杭州怡

丹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申请的贷款额度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分别由杭州怡丹各股东按照各自在杭州怡丹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担

57%的担保责任。

7、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1年1月19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南润达” ） 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

为本次为济南润达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8、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为惠中生物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1,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公司、熊冬和先生于2021年1月22日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优

科”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注：公司

持有武汉优科51%股权，公司与武汉优科股东熊冬和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

武汉优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贷款额度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由武汉优科股东熊冬和承担49%的担保责任，即公司最终承担51%的担保责任。

10、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2021年1月28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润达”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借款人民币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反担保措施：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30.6%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

达29.4%的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2幢1020室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配件、医疗器械、化工原料及产品（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生物试剂（除医用生物试剂、兽

用生物试剂及危险化学品）及耗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 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公司持有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1%股

权，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12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782万元，其中的银行

贷款总额人民币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782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347万元；2019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48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8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10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963万元，其中的银行贷

款总额人民币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96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142万元；2020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58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4幢2层3、4、17、18、19

号、第4幢3层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

械I类批发（或零售）；医疗器械II、III类批发；医疗器械的租赁、安装、维修；汽车销售；食品药

品检验仪器安装、维修及批零兼营；办公用品、塑料制品批零兼营；实验室设备、计量检定设

备、生物化学试剂（不含危化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智能设备、办公设备、

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医疗设备的批零兼营；供应链管理；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5,80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093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1,69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8,020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7,712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7,99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800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5,28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763万元，其中的银行

贷款总额人民币1,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2,678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2,522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0,402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4,81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3、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14号楼明月街236号

1607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批发：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12月05日）；从事医疗

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自有设备租赁；销售：医疗器械、

日用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化妆品、仪器仪表、玻璃制品、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7,55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1,725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6,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0,32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5,829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7,24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115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8,41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2,577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8,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2,411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5,836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08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

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母

婴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分支机构经营】；软件开发；电子

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仪器

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玻璃仪

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60,23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13,73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6,323万

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3,69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307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50,70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1,601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12,3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1,60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9,104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2,81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78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5、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078号11幢C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II类6840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从事医疗器械、检验用具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从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1,7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5,404万元；2019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92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76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4,13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153万元，其中的银行

贷款总额人民币3,8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8,15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5,982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92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7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08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9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经营范围：批发：体外诊断试剂（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除专控），普通机械及器材，通信设

备（除专控），陶瓷制品，百货，针纺织品，电器设备，医疗器械租赁；服务：上门维修电器设备，

软件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7%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52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2,280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1,7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2,280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5,247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9,90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773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2,59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3,474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17,381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23,47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9,123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8,21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87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7、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维修；

医疗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教学设备、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

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4,86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5,555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3,48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9,306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0,05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087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22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6,875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6,99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6,875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0,346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904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1,04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8、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5栋3层301-302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Ⅰ类、Ⅱ类、Ⅲ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办

公用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的批发兼零售；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软件开发；

医疗设备租赁、维修及安装；医疗器械技术研发。（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21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774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5,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8,77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8,439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3,32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518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9,23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8,168万元，其中的银行

贷款总额人民币6,47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8,168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1,065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031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2,62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9、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1-2层

法定代表人：杨红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

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

备租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赁；医疗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3,02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2,861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2,591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0,165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5,81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204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84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6,211万元，其中的银

行贷款总额人民币8,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5,821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11,629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5,493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1,46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6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贷款中小微担保的85%部分由公司对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担保范围：（1）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本合同第1条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

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

律师费）。 如本合同第19条对保证担保范围另有约定，则以本合同第19条的约定为准。

保证期间：(1)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本合同第2条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届满之日起3年。 (2)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收回贷款

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为上述600万借款中85%的部分提供保

证担保。 同时，公司向中小微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公司保证：贵中心为债务人以

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现公司就上海润医的所有义务和责任以保证的方式向中小微提供信用

反担保，并出具无条件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承担反担保的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承担不可

撤销信用反担保的保证期间自贵中心代偿之日起叁年。

2、被担保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

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

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

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1任何一笔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1.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

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

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

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被担保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奋斗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

务” ）。 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 除非有明显错

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

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4、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叁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

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展期的，保证

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

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收回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或

解除主合同之日起两年。

5、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76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

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 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

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若

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人对债务人

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

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

年。 其中：借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之日起二年；汇票

承兑、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 若债务人发生主

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立即缴足保证金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缴足保证金之日起二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

起二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同意，无需再另行

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

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本合同所述的“届

满”或“到期” ，包括被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情况。

6、被担保人：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2、在本合同第二条

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

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

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

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彭华兵）、丙方（申屠金胜）、丁方（孙

波）、戊方（杭州丹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五方同意：对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10,000万元分别按照如下比例进

行分割：

1、甲方持有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57%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57%的担保责任，

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5,70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2、乙方持有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5%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25%的担保责任，

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2,50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3、丙方持有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7%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7%的担保责任，暨

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70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4、丁方持有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1%的担保责任，暨

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5、戊方持有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10%的担保责任，

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7、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

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一、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二、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

权人书面通知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之日起三年。 三、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

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

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四、若

主债权未受清偿， 债权人在本条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前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保证债务开始起算和适用诉讼时效。

8、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

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9、被担保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熊冬和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

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

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127XY2019024117的《授信协议》

(此处填写协议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

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

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 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 (滞纳

金)、迟延履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

(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

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文本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

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

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

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 项下各具体业务文本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

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

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

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

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

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

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

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

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

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

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

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

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

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熊冬和）双方同意：对武汉优科联盛科

贸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3,000万元分别按照如下比例

进行分割：

1、甲方持有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51%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51%的担保责任，

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1,53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2、 乙方对贷款中49%的担保责任， 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1,470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

任。

10、被担保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

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

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授信协议》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

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

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 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 (滞纳

金)、迟延履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

(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

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文本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

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

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

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 项下各具体业务文本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

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

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

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

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

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

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

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

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

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

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

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

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

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次会议和第十二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均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

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

事宜。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3）、《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80）、《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9）。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均为180,507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5.44%，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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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本期业绩预计同比增加91.45%到123.36%。

2、公司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绩高速发展。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同比增加89.93%到126.1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000万

元到28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91.45%到123.36%。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000万元到25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89.93%到126.11%。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356.40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0,567.22万元

（三）每股收益：1.7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 受益于公司通讯业务进行国际化布局优化了客户结构，2020年国内国际一线品牌客户

出货实现了强劲增长；

2、受益于对全球消费品和汽车市场的持续渗透，功率半导体业务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

实现强劲增长；

3、加大了在新产品、新客户拓展方面的研发投入，以及功率半导体产品拓展的研发投入，

为持续增长夯实了基础。

（二）会计处理的影响

2019年11月公司已实现对安世集团的控股， 安世集团2020年全年业绩均已纳入合并范围

（2019年度为11月、12月），使2020年的净利润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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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次质押登记解除日，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旅集团” ）持

有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0,736,41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49%，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融智”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813,

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康旅集团与云南融智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后，

康旅集团与云南融智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6,784,000股， 占双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4.05%，占公司总股本的3.76%。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康旅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

了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康旅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

股

） 1,827,415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2.2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0.15

解质时间

2021

年

1

月

28

日

持股数量

（

股

） 80,736,418

持股比例

（%） 6.4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46,784,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57.9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3.76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质押登记解除日， 康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云南融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质押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数

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康旅集团

80,736,418 6.49 48,611,415 46,784,000 57.95 3.76

云南融智

5,813,321 0.47 0 0 0 0

合计

86,549,739 6.95 48,611,415 46,784,000 54.05 3.76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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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近日，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庄奎龙先生的通

知， 庄奎龙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流通股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占所持公司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初始交易日 购回交易日 质权人

庄奎龙

18500000 5.48% 1.33% 20210128 2022012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庄奎龙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37,521,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8%，其中

本次质押股份占庄奎龙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48%，占公司总股本的1.33%；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的目的：主要为了满足个人投融资需要。

2、还款能力及相关安排

庄奎龙先生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薪资奖金所得、股票分红等。

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的进展，并按

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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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典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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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瑞典公司及投资建设欧洲工厂一期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设立瑞典公司及投资建设欧洲工厂一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7）。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瑞典子公司注册登记工作并收到了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公司注册名称：Senior� Material（Europe）AB

公司中文名称：星源材质（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00瑞典克朗

注册号：559266-0723

初始注册地址：Advokatfirman� Vinge� KB,Box� 1703,111� 87� STOCKHOLM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