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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市场竞争风险”、“行业政策法规风险”、“产

品质量控制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OEM/ODM业务模式风险”、“对外贸易摩擦风
险”等风险因素。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2,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本次发行不进行原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31.65元

发行市盈率 22.99倍（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6.75元（按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2.29元（按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2.57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等监
管机关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A股股票账户的符合条件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 发行 前股 东对 所持 股
份的流通限制 、股东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慧勇、施依贝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述
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 ，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2、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金驰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述
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 ，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发行人股东施何云 、施荷芳、施梅花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4、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钟卫峰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
次发行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6个
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上
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 ，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
后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5、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自浙江拱东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拱东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台州金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驰投资 ”）的出资额 ；在本人担任拱东医疗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在
前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金驰投资出资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金
驰投资出资额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金驰投资的出资
额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总额 633,00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 578,140,094.34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不含税金额）

保荐及承销费用 28,398,584.91元
审计 、评估及验资费用 13,443,396.23元
律师费用 7,547,169.81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216,981.13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 253,773.58元
发行费用合计 54,859,905.66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Zhejiang Gongdong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施慧勇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9年08月17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26日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 、塑料制品 、药品包装用材料和容器 、模具研发 、制造 、销售 ，技术
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设立一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台州市
黄岩北院大道39号 ，分支机构仅从事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规定范
围内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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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大道10号
邮政编码 318020
电话号码 0576-84081101
传真号码 0576-84050789
互联网网址 www.chinagongdong.com
电子信箱 jsw@chinagongdong.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拱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拱东有限以经天健会计师审计的

截至2017年7月31日的净资产222,465,784.38元为基数， 按3.707763073：1折合为股份公司
股本60,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其余162,465,784.38元计入资本公积。2017年10月16日，天
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2017]403号”《验资报告》，对此次整体变更全体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了
审验。

2017年10月24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公司的议案。2017年10月26日，发行人取得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号为91331003148185689U。

（二）发起人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各发起人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 持股数量 （万股 ） 持股比例 （%）

1 施慧勇 4,200.00 70.00
2 施依贝 600.00 10.00
3 金驰投资 600.00 10.00
4 施何云 180.00 3.00
5 施荷芳 180.00 3.00
6 施梅花 180.00 3.00
7 钟卫峰 60.00 1.00

合计 6,000.00 100.00

（三）在改制设立发行人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改制设立之前，持股5%以上的主要发起人为施慧勇、施依贝和金驰投资，主要发

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如下：
施慧勇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拱东有限的股权以及金驰投资的份额，从事的主要

业务为拱东有限的经营管理工作；
施依贝为施慧勇之女，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拱东有限的股权，未从事其他具体

业务；
金驰投资为员工持股平台，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拱东有限的股权，除持有拱东

有限股权之外，未开展其他具体业务。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系由拱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拱东有限的全部资产和业务。发行人成立

时拥有的主要资产是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形成的经营性资产，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一次
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在公司整体
变更设立前后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在发行人成立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成立之后，持股5%以上的主要发起人施慧勇、施依贝和金驰投资拥有的主要资

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因发行人成立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6,000.00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000.00万股，不

低于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施慧勇 4,200.00 70.00 4,200.00 52.50
施依贝 600.00 10.00 600.00 7.50

金驰投资 600.00 10.00 600.00 7.50
施何云 180.00 3.00 180.00 2.25
施荷芳 180.00 3.00 180.00 2.25
施梅花 180.00 3.00 180.00 2.25
钟卫峰 60.00 1.00 60.00 0.75

二、本次发行的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2,000.00 25.00
合计 6,000.00 100.00 8,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7名股东，其持股情况及股份性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施慧勇 4,200.00 70.00 自然人股

2 施依贝 600.00 10.00 自然人股

3 金驰投资 600.00 10.00 其他

4 施何云 180.00 3.00 自然人股

5 施荷芳 180.00 3.00 自然人股

6 施梅花 180.00 3.00 自然人股

7 钟卫峰 60.00 1.00 自然人股

合计 6,000.00 100.00 -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6名自然人股东，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1 施慧勇 董事长

2 施依贝 无

3 施何云 行政部员工

4 施荷芳 行政部员工

5 施梅花 制造部车间主任

6 钟卫峰 董事 、总经理

（四）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中不存在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
（五）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中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

施慧勇

施慧勇与施依贝系父女关系 ；施慧勇 、施何云 、
施荷芳 、施梅花系兄弟姐妹关系 ；施慧勇系金
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70.00% 4.28% 74.28%
施依贝 10.00% - 10.00%

金驰投资 10.00% - 10.00%
施何云 3.00% - 3.00%
施荷芳 3.00% - 3.00%
施梅花 3.00% - 3.00%
钟卫峰 无 1.00% - 1.00%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
1、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可分为真空采血系统、实

验检测类耗材、体液采集类耗材、医用护理类耗材和药品包装材料等类型，产品广泛应用于临
床诊断和护理、科研检测、药品包装等领域。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公司不断拓展产品线的深度
和广度，目前已成为国内一次性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中产品种类较齐全、规模较大的企业。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一贯重视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不断提升生产技术和工艺水
平，并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公司已通过ISO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验室及医用耗
材”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浙江名牌产品，多个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一次性使用无
菌阴道扩张器及锐器收集桶产品获得美国FDA� 510（k）许可。凭借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公司获得了境内、外客户的认可，产品覆盖了境内绝大部分省市，并销往北美洲、亚洲、南美
洲、非洲、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2、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品种丰富，主要产品可分为真空采血系统、实验检测类耗材、体液采集类耗材、医

用护理类耗材和药品包装材料等类型，各类型主要产品介绍如下：

（二）产品销售模式和渠道
公司主营产品为一次性医用耗材，主营产品的销售包括境内销售和境外销售，境内销售分

为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境外销售则主要通过OEM/ODM模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境内销售、境外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境内销售 28,117.11 51.35% 24,650.61 51.63% 22,228.84 51.79%
境外销售 26,634.30 48.65% 23,094.57 48.37% 20,688.72 48.21%

合计 54,751.41 100.00% 47,745.18 100.00% 42,917.56 100.00%

1、境内销售
公司境内销售产品主要为自主品牌，境内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具体销售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境内经销 13,965.16 49.67% 12,463.48 50.56% 10,882.50 48.96%
境内直销 14,151.95 50.33% 12,187.13 49.44% 11,346.34 51.04%

合计 28,117.11 100.00% 24,650.61 100.00% 22,228.84 100.00%

①境内经销
（1）境内经销
境内经销模式即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 再由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医院及其他医疗机

构等终端用户。
国内一次性医用耗材的最终销售主要通过各级政府卫生部门或医疗机构组织的医疗器械

招投标方式进行。首先是各级卫生部门组织招投标，此处招投标由公司参加。各级招投标只确
定产品的生产厂商入选名单及产品的最高限价，若公司竞标成功，后续销售主要有两种情况：

①经销商直接跟医院等终端用户确定产品的销售价格，价格不得高于各级中标价格，然后
公司将自主品牌的产品销售给相应经销商。

②在中标确定的产品生产厂商入选名单及产品的最高限价情况下， 地方卫生部门或医院
再次组织招投标，此轮招投标直接确定产品的采购对象和销售价格，价格不得高于上一层级中
标价格，医院等终端用户按中标价格直接向中标方采购。此处地方性招投标由经销商参加。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授权经销商可以在指定的销售区域内进行销售。公司收到经
销商订单后，结合产品类型及产品库存情况组织生产、备货，然后将产品按照协议约定运至交
货地点，并取得物流公司签收单据后确认收入。在经销模式下，主要由经销商完成公司产品的
市场推广及终端用户维护工作，公司销售部门负责对经销商进行管理和维护，同时通过提供技
术支持、产品培训等方式帮助经销商进行市场开拓。

（2）境内直销
境内直销模式即公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药品、 体外诊断产品等生产企业及医疗机构等终

端用户。
对于需要经过招标的客户， 公司通过参与国内各级卫生部门或医疗机构组织的医疗器械

招标活动，中标后直接向终端客户配送或委托配送公司完成配送。由于招标产品的种类、规格
繁多，集中招标采购往往无法精确匹配客户的实际需求，因此客户仍会对非招标范围内的医用
耗材通过议价的方式向公司采购。对于非招标客户，例如药企、体外诊断产品厂商等客户，公司
与其直接通过商务谈判确定相关销售条款，达成协议后公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客户。

2、境外销售模式
公司的境外销售按出口方式可分为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 间接出口指公司将产品销给国

内贸易公司，再由贸易公司出口到国外，间接出口采用人民币结算。直接出口指公司直接报关
出口到国外，主要以美元、欧元结算。报告期内，公司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的金额及占出口销售
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间接出口 803.82 3.02% 857.57 3.71% 1,091.85 5.28%
直接出口 25,830.48 96.98% 22,237.00 96.29% 19,596.88 94.72%

合计 26,634.30 100.00% 23,094.57 100.00% 20,688.72 100.00%

公司境外销售按产品是否贴公司品牌可分为自主品牌销售和OEM/ODM贴牌销售，自主
品牌销售指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国外以自有品牌销售；OEM/ODM贴牌销售即根据国外客户的
订单情况进行生产， 产品以客户品牌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境外销售中以自主品牌、
OEM/ODM贴牌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主品牌 2,637.05 9.90% 2,587.26 11.20% 2,162.60 10.45%
OEM/ODM贴牌 23,997.24 90.10% 20,507.31 88.80% 18,526.12 89.55%

合计 26,634.30 100.00% 23,094.57 100.00% 20,688.72 100.00%

公司国外客户主要为大型医疗器械品牌商，国外客户通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医疗机构、科

研单位等终端客户，也存在通过分销商进行销售的情况。国外客户根据需求定期直接下订单给
公司，公司根据订单安排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在产品生产完成并检验合格后入库，销售部门
通知客户安排验货、发货等事宜。公司办妥出口报关手续，取得经海关审验的货物出口报关单
后确认收入。

公司在一次性医用耗材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境外销售客户资源。公司已经与多家
医疗器械领域国际知名客户形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如McKesson、IDEXX、Medline、
Thermo� Fisher、As� One、Henry� Schein、Cardinal等全球知名医疗器械品牌商。 公司开发国外客
户的主要方式为以下几种：

（1）参加国际区域性医疗器械行业专业展会，如德国的MEDICA、ACHEMA、ANALYTICA
展会，迪拜的ARAB� HEALTH、MEDLAB� MIDDLE� EAST展会，美国的FIME、AACC展会等；
通过展会，公司可以与客户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甚至达成意向商务合同。

（2）通过第三方介绍的客户资源，如贸易公司的客户资源，同行业从业人士的客户人脉关
系以及行业协会介绍客户资源等。

（3）通过公司自身网站及阿里巴巴等B2B商务网站宣传公司产品，同时也能提升公司的形
象和国际知名度。

（4）主动寻找国际知名医疗器械企业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与其建立联系并寻找与
知名品牌OEM/ODM合作的机会。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采购的物品种类较多，主要包括塑料颗粒（聚苯乙烯、聚丙烯、聚乙烯等原料）、产品组

件（PET试管、丁基胶塞等）以及包装材料（纸箱、标贴等辅料）等。
（四）行业竞争格局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医用耗材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充分竞争市场，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

国外医用耗材产品全面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主体数量不断增加。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实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7,236家，其
中，可生产一类产品的企业7,513家，可生产二类产品的企业9,189家，可生产三类产品的企业
1,997家。相比国际市场，国内企业数量众多、单个企业规模偏小、技术水平偏弱、产品竞争趋同
质化，市场集中度较低。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
及政府对医用耗材行业的政策扶持，国内医用耗材市场逐步健康发展，涌现出一批技术领先的
龙头企业。

2、主要竞争对手
（1）美国BD公司
美国BD公司于1897年在纽约成立，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在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设

有分支办事机构、研究发展中心和制造工厂，业务遍及世界六大洲，全球雇员超过25,000人，是
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和销售医疗设备，医疗系统和试剂的医疗技术公司之一。主要产品包括医用
注射器、静脉输液套管针、麻醉产品、糖尿病护理产品、生物科学研究试剂、实验室耗材等。

（2）积水医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积水医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日本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旗下的子公

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高性能的真空采血管，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日本、韩国、土耳其、泰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3）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030，主要产品包括真空

采血系统、试剂、软件产品及服务、仪器等。
（4）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1066.HK，

主要产品包括耗材（输液器、注射器、医用针制品、血袋、预充式注射器、采血产品及其他使用耗
材）、骨科材料、血液净化耗材及设备等。

（5）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主要产品包括血液标本采集系列、标本杯系

列、离心管系列、冻存管系列、细胞（细菌）培养类等耗材。
（6）成都瑞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成都瑞琦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瑞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月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1079，主要产品包

括真空采血系统系列、微生物培养基系列、微生物及细胞染液系列、多功能自动染片机、一次性
试管储存盒等。2019年6月在新三板终止挂牌。

3、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
发行人的产品主要包括在临床诊断和护理、科研检测、药品包装等领域广泛使用的一次性

医用耗材。医械汇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0版）》显示，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
度，我国低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分别为535亿元、641亿元和770亿元。发行人与国内同行业主要
低值医用耗材公司市场份额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公司简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主营业务收
入 市场份额 主营业务收

入 市场份额 主营业务收
入 市场份额

威高股份注 88.09 11.44% 76.28 11.90% 54.22 10.13%
康德莱 18.10 2.35% 14.46 2.26% 12.52 2.34%

维力医疗 9.87 1.28% 7.40 1.15% 6.30 1.18%
阳普医疗 5.72 0.74% 5.46 0.85% 5.47 1.02%
三鑫医疗 7.18 0.93% 5.31 0.83% 4.04 0.76%
瑞琦科技 - - 1.39 0.22% 1.38 0.26%
硕华生命 0.86 0.11% 0.73 0.11% 0.62 0.12%
发行人 5.48 0.71% 4.77 0.74% 4.29 0.80%

行业市场规模 770.00 100.00% 641.00 100.00% 535.00 100.00%

注1：此处威高股份主营业务收入为除骨科产品之外的一次性使用耗材产品收入。
注2：瑞琦科技已于2019年6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低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比重分别为0.80%、

0.74%和0.71%，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市场份额均较小。
国内医用耗材市场总体规模较大，细分领域众多，市场竞争格局较为分散。未来，随着行业

逐步成熟，客户对产品技术与质量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细分市场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企
业将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

发行人是国内较早从事临床诊断和护理、 科研检测、 药品包装等领域医用耗材的企业之
一，经过30多年的持续投入与创新，公司积累了丰富的一次性医用耗材生产工艺技术，拥有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产品线以及较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 公司在一次性医用耗材领域已拥有一
定的品牌影响力，产品销售覆盖国内绝大部分省市，国际市场方面，公司产品的最终销售覆盖
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在临床诊断和护理、科研
检测、药品包装等产品领域的市场地位，积极开拓市场，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

五、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一）固定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有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运输工具、通用设备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6,301.18 2,155.44 4,145.74 65.79%
专用设备 13,114.85 6,415.81 6,699.03 51.08%
运输工具 578.76 505.33 73.43 12.69%
通用设备 412.41 301.20 111.21 26.97%

合计 20,407.20 9,377.79 11,029.41 54.05%

2、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设备具体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成新率

1 注塑机及配套设备 164 台 5,318.18 3,197.48 60.12%
2 采血管生产线 8 条 1,581.45 816.71 51.64%
3 模具 839 套 3,736.11 1,531.93 41.00%
4 包装设备 88 套 551.90 437.54 79.28%
5 净化设备 36 套 347.29 37.47 10.79%
6 变压器等常规设备 95 套 626.38 190.45 30.40%

合计 12,161.32 6,211.58 51.08%

3、房屋建筑物情况
（1）境内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境内拥有3项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
权人 房屋坐落 房屋所有权证号 用途 建筑面积

（㎡ ）
权力性

质
他项权

利

1 拱东
医疗

北城街道北院大道
10号

浙（2019）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08563号 工业 19,386.19 自建 无

2 拱东
医疗

新前街道北院大道
39号

浙（2017）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21988号 工业 26,242.85 自建 抵押

3 拱东
医疗

北城街道大桥路671
号

浙（2017）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22019号 工业 2,624.40 自建 无

（2）境外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境外拥有1项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
权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平方英尺 ）
宗地面积
（英亩 ）

取得方式 是否抵
押

1 拱东
美国

759 E Union St., Pasadena, CA
91101-1837 4,192 0.96 受让 否

4、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租赁房产用作员工宿舍及办公、仓储，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位置 租赁面

积 （㎡）
租赁
用途 租赁期限

1 拱东医
疗 冯建萍

嘉兴市南湖区城南街道颐
高数码大厦1-2幢2-1702
室

49.81 居住 2020.01.01-2020.12.31

2 拱东医
疗 曾招平 鼓楼区江厝路376号鑫泉新

苑18座409室 84.67 居住 2020.01.01-2020.12.31

3 拱东医
疗 肖建富 杭州市余杭区兰惠家园5幢

2单元202室 100.54 居住 2020.01.01-2020.12.31

4 拱东医
疗 卢莹莹 黄岩西城街道双江社区金

带路111号1幢1单元1502室 48.11 居住 2020.07.17-2021.07.16

5 拱东医
疗 谷雨萍 黄岩北城街道浦西凯亚城

89幢1单元2201室 90.27 居住 2019.11.01-2020.10.31

6 拱东医
疗 蒋李旦

江宁区秣陵街道天元中路
229号现代城世纪国际公寓
51幢803室

96.81 居住 2020.01.01-2020.12.31

7 拱东医
疗 赵跃强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

广林园5-3-102 123.66 居住 2020.01.01-2020.12.31

8 拱东医
疗 张琳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36

号4幢13-2 85.71 居住 2019.10.01-2020.09.30

9 拱东医
疗 李松 铁东区湖南街371栋40号 139.93 居住 2019.12.01-2020.11.30

10 拱东
美国

S.C.
Investments

1725 Business Center Drive,
Duarte, CA91010

6,112 平
方英尺

一般行政办
公室及医疗
器械的仓
储、配送业

务

2019.11.01-2022.11.30

11 拱东医
疗 庞玲珠 黄岩北城街道锦晖小区9幢

1单元702室 92.52 居住 2020.02.23-2021.02.22

（二）无形资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
权人 土地位置 权证编号 面积 （㎡） 用途 权力性

质
他项权

利

1 拱东医疗 北城街道北院大
道10号

浙（2019）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08563号 26,450.70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2 拱东医疗 新前街道北院大
道39号

浙（2017）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21988号 15,718.70 工业用

地 出让 抵押

3 拱东医疗 北城街道大桥路
671号

浙（2017）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22019号 2,635.00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4 拱东医疗 唐溪路南侧景贤
路西侧地块

浙（2019）台州黄岩不动产权
第0008706号 48,805.00 工业用

地 出让 无

2、商标
（1）国内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共取得国内注册商标25项，详细情况如下
表所示：

（2）国外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共取得国外注册商标12项，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1：续展手续办理中
注2：续展手续办理中
注3：更名手续正在办理中
3、专利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专利共41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

38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
型 有效期至 取得方

式

1 一次性运送采样器 ZL2011101863692 拱东医疗 发明专
利 2031.07.04 原始取

得

2 塑料管的局部区域的拉伸
成型装置 ZL2011101615669 拱东医疗 发明专

利 2031.06.15 原始取
得

3 具有超声雾化机构的采血
管自动涂布机 ZL2017102825407 拱东医疗 发明专

利 2037.04.25 原始取
得

4 具有螺旋形冷却系统及高
精准定位的精密模具 ZL2015200330124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5.01.18 原始取
得

5 便捷式斜颈细胞培养装置 ZL2014208363564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12.25 原始取

得

6 一种定量采尿装置 ZL2014206155660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10.22 原始取

得

7 临床诊断用耳聋盖片 ZL201420509301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09.04 原始取

得

8 医学专用细胞刮刀 ZL2014205438446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09.21 原始取

得

9 可拆式生化检测用96孔酶
标板 ZL2014205669277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09.28 原始取
得

10 尿液检测容器 ZL2014205104534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4.09.04 原始取

得

11 微生物多功能采集器 ZL2013200581528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3.01.31 原始取

得

12 样品收集器 ZL201320063686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3.01.31 原始取

得

13 定量虹吸滴液管 ZL201120160522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1.05.18 受让取

得

14 用于生产培养皿的模具 ZL2011201605249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1.05.18 受让取

得

15 塑料管的局部区域的拉伸
成型装置 ZL201120202601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1.06.15 原始取
得

16 一种用于塑料真空采血管
的双壁密封胶塞 ZL201120490872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1.11.30 原始取
得

17 新型采血管安全帽 ZL2010206472179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0.12.07 受让取

得

18 一次性采样拭子试管 ZL201120234164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1.07.04 受让取

得

19 一次性用拭子采集器 ZL2010206030991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0.11.11 受让取

得

20 脐带剪 ZL2010205766387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0.10.25 受让取

得

21 带安全扣的尿液收集容器 ZL201720088864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7.01.19 原始取

得

22 快速无血包皮环切除器 ZL201720089327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7.01.19 原始取

得

23 自动贴标检测系统配套用
儿童微量采血管 ZL2017200846828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7.01.19 原始取
得

24 具有上压式胶塞防脱结构
的真空采血管 ZL201720083974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7.01.19 原始取
得

25 塑料管状样品影像检测分
检装托设备 ZL2018207864677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5.23 原始取
得

26 医疗用塑料管状人体样本
采集器的布料设备 ZL201820569112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4.19 原始取
得

27 塑料管状样品排序包装机 ZL201820400484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3.22 原始取

得

28 医疗用塑料管状产品排序
中转箱 ZL2018204000998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3.22 原始取
得

29 塑料管状样品排序包装机
的排序机构 ZL2018204057784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3.22 原始取
得

30 带防护帽的一次性无菌咽
拭子 ZL2018203994313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8.03.22 原始取
得

31 一种密封结构改善后的检
测样品杯 ZL201920452382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2 一种非拆装可堆叠运输储
存箱 ZL2019204523961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3 薄壁尿杯 ZL2019204524038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4 一种连接结构改良后的导
尿杯盖 ZL2019204526758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5 固液样本检测杯 ZL201904523995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6 一种底面偏离中心进浇的
深孔存储板注塑模具 ZL2019204524606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7 微量管 ZL2019204524019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8 一种新型进浇方式的高精
度度深孔存储板 ZL201920452671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39 密封及推拔力改善后的给
药器 ZL2019204526866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4.03 原始取
得

40 CV值改善后的检测试剂
条 ZL201920691351X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5.14 原始取
得

41 试剂检测九联管 ZL2019212436912 拱东医疗 实用新
型 2029.08.01 原始取

得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塑料制品、药品包装用材料和容器、模具研发、制造、销售，

技术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设立一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台州市黄岩北院大道39
号，分支机构仅从事《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制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为施慧勇，实际控制人为施慧勇、施依贝父女。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

日，施依贝除持有公司的股份之外，没有参股或控股其他企业；施慧勇除持有公司股份之外，持
有金驰投资42.80%的份额，并担任金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金驰投资为公司内部员工持股
平台，除持有公司股份之外，未开展具体业务。

综上所述，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下转C4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