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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108

公司简称：润达医疗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海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8,588,928,988.15 7,542,987,931.15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2,557,940.61 2,505,563,204.49 9.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93,459.52 225,482,253.05 -38.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192,724,478.93 4,336,340,165.26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984,144.43 243,212,415.50 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2,873,385.08 239,673,007.86 2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0 10.20 增加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2 19.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2 19.05

说明：

1、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0.05%，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公司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营收稳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保持为正，公司2018

年上半年从上游供应商获得了更优的信用政策，2018年经营性现金流有了突破性的改

善，2019年该等信用政策持续稳定，并维持经营性现金流与利润规模合理匹配。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经营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本期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商业 4,990,363,923.36 18.93%

工业 198,413,944.00 45.40%

说明：

1、商业：即公司主要从事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流通与服

务，主要为商业业态；

2、工业：即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属于体外诊断产品研发、生产制

造，主要为工业业态。

3、本报告期公司加大自主品牌产品的市场推广，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

45.40%；报告期研发投入3811万元，同比增长38.30%，积极推进公司自主品牌产品开

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98,419.53 -1,922,970.6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04,293.93 10,965,643.1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69,818.95 2,266,962.5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730,406.39 -9,423,628.1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01,989.23 363,916.27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106.50 -1,017,592.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1,082.46 70,528.77

所得税影响额 -1,506,585.25 -2,192,100.33

合计 3,339,341.04 -889,240.6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4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文怡 117,422,176 20.26 15,032,020 质押 98,752,077 境内自然人

冯荣 54,009,425 9.32 0 质押 53,000,000 境内自然人

刘辉 42,028,771 7.25 22,548,029 质押 24,798,029 境内自然人

卫明 28,615,712 4.94 0 质押 18,643,000 境内自然人

付小铜 24,136,537 4.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伟 15,741,000 2.7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博恩添富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5,200,000 2.6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东营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989,162 2.59 14,989,162 质押 14,989,1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九江昊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14,989,162 2.59 14,989,162 质押 14,989,1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青 8,776,350 1.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朱文怡 102,390,156 人民币普通股 102,390,156

冯荣 54,009,425 人民币普通股 54,009,425

卫明 28,615,712 人民币普通股 28,615,712

付小铜 24,136,537 人民币普通股 24,136,537

刘辉 19,480,742 人民币普通股 19,480,742

刘伟 15,7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41,000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添富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0

李青 8,776,350 人民币普通股 8,776,350

上海达恩慧投资有限公司 7,450,186 人民币普通股 7,450,186

陈政 5,851,019 人民币普通股 5,851,0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文怡和刘辉系母子关系； 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07,002,469.26 372,655,032.24 62.89 融资规模增加

应收票据 45,622,626.58 26,586,780.27 71.60 增加应收票据，提高货款回收效率

预付款项 243,154,409.37 126,016,041.53 92.96

预付货款及租赁费增加；新增并表公司瑞

美

其他应收款 135,573,722.06 69,559,264.42 94.90 招投标业务保证金增加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218,831.38 2,501,281.16 -91.25 部分融资租赁业务到期，押金结清

其他流动资

产

48,163,672.67 128,726,379.57 -62.58 赎回理财投资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9,700,000.00 -100.00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建工程 26,240,663.39 1,062,669.40 2369.32 实验室项目装修及实验室装备

无形资产 51,483,907.30 31,600,910.05 62.92 新增并表公司瑞美

其他非流动

资产

9,076,493.59 5,723,103.27 58.59 购买信息软件系统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 期

损益的金 融

负债

260,231,348.05 -100.00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40,953,958.20 18,894,116.11 646.02 增加应付票据，延长供应商信用期

其他应付款 684,172,599.46 445,744,255.54 53.49 新增企业借款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415,832,519.55 317,750,094.67 30.87 融资租赁及长期借款重分类影响

长期借款 109,100,000.00 252,399,689.51 -56.77 归还部分并购贷款

递延所得税

负债

6,587,326.97 1,466,517.60 349.18 税收新政，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影响

其他综合收

益

-449,181.67 149,371.17 -400.72 主要系1077801�B.C.�LTD.外币折算影响

未分配利润 1,147,984,767.12 859,954,573.82 33.49 利润所得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38,106,391.68 27,553,209.19 38.30

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增加；研发项目

增加，耗用材料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224,615.44 56,951,548.08 -99.61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信用风险减

值从“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至“信用减值

损失”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9,423,628.17 -15,991,677.02 41.07 应付股权转让款现金流进行折现。

资产处置收

益

-1,922,970.63 7,672,690.06 -125.06 系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营业外收入 8,336,575.91 13,826,091.70 -39.70 去年同期发生偶然扶持资金收入

营业外支出 1,339,105.16 731,246.16 83.13

主要是优化融资结构产生提前还贷违约

金等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8,793,459.52 225,482,253.05 -38.45

报告期内公司营收稳定，2018年上半年从

上游供应商获得了更优的信用政策，2018

年经营性现金流有了突破性的改善，2019

年该等信用政策持续稳定，并维持经营性

现金流与利润规模合理匹配。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625,106.89 -271,904,476.18 118.99

2019年同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5,

162.51万元，主要系公司融资规模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朱文怡、冯荣等七方于2019年8月31日与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下城国投” ）、刘辉签署了《朱文怡、冯荣等7方与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刘辉关于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 ）及相关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质押协

议》 等协议， 合计向下城国投转让其持有的共计116,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2%）公司股票（详见公告：临2019-07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双方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针对本次协议转让的合规确认，

个人转让方已取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明文件，待进一步完成中登审核与交割。

本次股权转让,引进国有战略投资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从融资等方面为公司

未来业务的拓展增强实力， 同时公司整体质押率及朱文怡等大股东的股票质押率将大

幅下降。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日期 2019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9-097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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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上午10:00在上海

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辉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2019年三季度度报

告》及《2019年三季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刘辉先生、陈政先生、胡震宁先生和仝文斌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追认及增加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同意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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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及增加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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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 本公告中所列的公司与关联方在2019年度1-9月实际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2019年度预计金额的，公司拟对该等超额日常关联交易予以追认。

同时依据2019年度实际发生情况，增加2019年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因采购商品

类别本次增加的金额合计超出公司上一年度净资产的5%，因此该项增加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

一、追认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5票、0票弃权、0票反对的审

议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辉先

生、陈政先生、胡震宁先生及仝文斌先生已回避表决。

2019年5月16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朱文怡女士、刘辉先生、陈政先生、胡震宁先生、

仝文斌先生及陆晓艳女士已回避表决。

2019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

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辉先生、陈政先生、胡震宁先生及

仝文斌先生已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

事先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 下述所列的公司与关联方在2019年度1-9月实际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超出2019年度预计金额的，公司拟对该等超额日常关联交易予以追认。同时依

据本年度实际发生情况，增加2019年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因采购商品类别本次增

加的金额合计超出公司上一年度净资产的5%，因此该项增加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追认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2019年度

预计金额

1-9月实际发

生金额

本次增加预

计金额

增加后2019

年度预计金额

差异原因

采购商品

贵州润达康益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400.00 1,262.53 600.00 2,000.00

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 64.33 400.00 400.00

2019年9月成为关联

方

黑龙江润达泰诚医疗供

应链有限公司

- 172.41 300.00 300.00

上海丹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33.26 50.00 50.00

国润医疗供应链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 8,034.15 12,000.00 12,000.00

部分地区的OCD经销

业务交由国润

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110.00 599.34 1,600.00 1,710.00

加大业务合作深度及

范围

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40.00 84.56 100.00 140.00

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 3.94 10.00 10.00

小计 1,550.00 10,254.52 15,060.00 16,610.00

销售商品

广西柳润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 8.88 20.00 20.00

贵州润达康益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50.00 238.16 150.00 300.00

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 145.60 1,000.00 1,000.00

2019年9月成为关联

方

上海润达遥影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 1,338.85 1,400.00 1,400.00 新增业务合作

上海祥闰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80.00 154.70 80.00 160.00

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 558.17 1,600.00 1,600.00

加大业务合作深度及

范围

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270.00 224.93 100.00 370.00

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400.00 368.06 100.00 500.00

小计 900.00 3,037.35 4,450.00 5,350.00

接受劳务

哈尔滨润达弘泰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 8.85 20.00 20.00

上海祥闰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200.00 199.33 80.00 280.00

小计 200.00 208.18 100.00 300.00

提供劳务

福建省福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90.00 200.35 250.00 340.00

哈尔滨润达弘泰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 4.02 20.00 20.00

黑龙江润达泰诚医疗供

应链有限公司

- 37.53 100.00 100.00

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0.00 17.80 20.00 30.00

小计 100.00 259.70 390.00 490.00

合计 2,750.00 13,759.75 20,000.00 22,750.00

注：1-9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润达”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柏路101号5幢17-2、17-3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六斤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疗

器械设备租赁、维修；销售：医疗器械（须经许可的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

事经营）、药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物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检测试剂、实验试剂、教学科研

实验室仪器及试剂；研发、销售：仪器仪表、体外诊断试剂；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除外）；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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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2,755.5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175.44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395.12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153.26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重庆润达21%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

先生兼任重庆润达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国润医疗供应链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供应链”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润医疗供应链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326号701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夏天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批发第一、第二、第三类医疗器械及零部件，药品批发；医疗

器械、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医疗器械、电

子设备、实验室设备租赁业务（除融资租赁）；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销售

电脑及配件、电脑耗材、电子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水处理设备、化工

设备及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工助剂、生物试剂、实验室试剂及相关设备（不含危险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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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为：

@

国润供应链系公司参股公司国药控股润达医疗器械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药控股润达” ）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96,142.8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5,181.92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62,118.8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991.53万元。（该数据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国润供应链之控股股东国药控股润达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国药控股润

达49%的股权。

（2）上海润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怡女士

及刘辉先生。

（3）公司董事长刘辉先生及董事兼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国润供应链及国药控

股润达董事职务。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赛力斯”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云南医药物流中心第6幢6-15号第2-4层

注册资本：769.2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啟辉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应用及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办公设备的销

售；医疗器械的销售、租赁（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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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6,801.6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1,184.62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6,553.3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611.10万元。 （该数据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云南赛力斯3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

政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云南赛力斯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广西柳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柳润”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柳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南宁市国凯大道7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春雪

经营范围：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及零部件（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

批准的为准）的销售；医疗器械租赁；对医疗行业的投资；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2,190.09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015.72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008.06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82.49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广西柳润49%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

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广西柳润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五）黑龙江润达泰诚医疗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泰诚”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润达泰诚医疗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 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黄河路88号哈工大建筑科技大厦1栋1单元16

层3号门（A座1603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付荣太

经营范围：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有效期至2019年11月6日）；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

围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设备）（有效期至2021年1月14

日）。 供应链管理；道路运输代理（不含水路）；装卸服务；会议服务；接受委托从事委托

方的自有房屋租赁；批发：医疗器械。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剧毒

品、易燃易爆品）；医疗器械安装、维修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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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1,428.9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036.46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8,124.4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06.65万元。 （该数据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黑龙江泰诚40%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

政先生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陆晓艳女士兼任黑龙江泰诚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六）贵州润达康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润达”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润达康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洞堡电子商务港太升国际A栋2单元8层17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段海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医疗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疗器械（持许可证经营）、设备租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用品、货物及技术进口（国家限制

和禁止的除外）；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3,015.3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251.48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4,692.06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21.03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贵州润达40%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

宁先生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陆晓艳女士兼任贵州润达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七）福建省福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瑞”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福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白湖亭埔下路仓山科技园V-03号2#楼2层南侧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瞿志军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卫生用品、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玻璃器皿、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办公

设备、照明设备、防盗器材、电子计算机及软件的批发、代购代销；医疗器械信息咨询、技

术服务、医疗器械维修与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医疗器械相关应用软件的开发、维护；

医疗设备租赁服务；服装批发；服装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日用杂货批发；日用杂品

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日用家电批发；日用家电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材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零售；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其他未列明零售业；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其他电子产品零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

子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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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4,900.12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522.72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3,800.15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460.88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福建福瑞40%股权。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

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陆晓艳女士兼任福

建福瑞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八）哈尔滨润达弘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弘泰”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哈尔滨润达弘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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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电子商务大厦1611室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克军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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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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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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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589.39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574.50万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66.3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7.73万元。 （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哈尔滨弘泰30%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

政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哈尔滨弘泰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九）上海祥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祥闰”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祥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412号3幢2楼

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海涛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机械设备维修，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办公用品的销售，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医疗器械经营，货运代理，道路

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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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1,205.9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060.18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520.91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392.68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上海祥闰12%股权，过去12个月内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陈政先生曾兼任上海祥闰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上海丹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丹利”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丹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上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388号A9-04

注册资本：1,052.631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贤龙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计算机、网络信息、医疗器械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

电信、金融业务），企业形象策划，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建筑装

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销售医疗器械，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家具，工艺礼品，建筑

材料，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药品批发，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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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4,120.56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516.61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232.17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367.76万元。 （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先生兼任上海

丹利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一）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海吉力”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东湖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58号生物医药园二期A82-1栋

注册资本：3,080.9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平峰

经营范围：生产、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

体外诊断试剂；批发：三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

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械；

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 （骨科） 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不含软件、硬性角膜接触镜及护理

用液）；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

备；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不含助听器）；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

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材。 生物、医

药技术（含原料、中间体）的研究、开发、科研成果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及转让服务；科

研试剂（除药品和危险品）的生产、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普通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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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3,019.94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148.97万

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006.1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04.00万元。（该数据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占武汉海吉力3.2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仝文

斌先生兼任武汉海吉力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约定的

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 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二）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元”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

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勤勇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三类、二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玻璃仪器、精细化工、日

用化学品、保健用品、计划生育用品、日用百货、机电设备、家用电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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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480.7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43.80万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143.1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4.94万元。（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合肥天元19.6%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

先生兼任合肥天元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未发生同类关联交易。前述

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十三）上海润达遥影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遥影” ）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润达遥影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199号8楼8019A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祥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物

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工程项目管理；营养健康咨询；医学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的安装、维修；医疗设备租赁；医

疗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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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人民币52.67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48.70万元；

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48.70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润达遥影10%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

宁先生兼任润达遥影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未发生同类关联交易。前述

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追认及增加的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正

常经营所发生的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 均在平等自愿、 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

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交易

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

要求。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 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

和执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

该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

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 利润来源不完全依赖该类关联交

易。上述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该等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经营。 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

格执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

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经营，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战略。 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营和

日常管理中，必要的日常业务往来，同时也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成本，并获得便利、优

质、稳定的服务；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时按照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主要

依赖。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予以审议批

准。

八、上网文件

1、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九、备查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9-099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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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上午11:00在上海

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

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卫明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时，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作为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监事会成员，就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1-9月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我们保证《2019年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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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2019年三季度度报

告》及《2019年三季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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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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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收购上海润达盛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达盛瑚” ）持有的杭州怡

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12%股权，交易价格为7,584万元。 本次收购

完成后， 润达医疗持有杭州怡丹57%的股权。 详细情况见公司相关公告 （编号：临

2019-091）。

近日，公司接到通知，杭州怡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市西湖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其主要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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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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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