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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5         证券简称：三友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7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达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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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平潭泰格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格盈科”），持

有公司股份 3,526,27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2%；股东淄博盈科恒通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恒通”）持有公司股份 1,275,837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62%；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

盛鑫”）持有公司股份 1,703,1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股东平潭盈科盛

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达”）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股东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隆”）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股东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通”）

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

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六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0,705,2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 2021 年 4月 9 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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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股东泰格盈科、盈科恒

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705,257 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5.21%。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股东泰格盈科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438,587 股，占总股本比例 0.22%。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股东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

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出具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

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以及当

前市场环境的综合考虑，结合自身资金需求情况，上述机构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

持股份计划。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

盈科盛通和盈科盛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53,381 股，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0股，合计减持 2,053,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1.00%。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

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651,876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2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平潭泰格盈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526,270 1.72% IPO 前取得：3,526,270 股 

淄博盈科恒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275,837 0.62% IPO 前取得：1,275,837 股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703,150 0.83% IPO 前取得：1,703,150 股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 1,400,000 0.68% IPO 前取得：1,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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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400,000 0.68% IPO 前取得：1,400,000 股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400,000 0.68% IPO 前取得：1,4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平潭泰格盈科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26,270 1.72%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淄博盈科恒通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75,837 0.62%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平潭盈科盛鑫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03,150 0.83%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平潭盈科盛达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00,000 0.68%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平潭盈科盛隆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00,000 0.68%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平潭盈科盛通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00,000 0.68% 

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

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均由盈科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合计 10,705,257 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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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平潭泰格盈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6,275 0.5047% 

2021/10/27～

2021/11/15 

集中竞价

交易 

26.29－

30.16  
29,060,206.71 

未完成：

2,489,995 股 
2,489,995 1.21%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4,851 0.3043% 

2021/11/11～

2021/11/15 

集中竞价

交易 

28.46－

30.31  
18,374,809.99 

未完成：

1,078,299 股 
1,078,299 0.53% 

淄博盈科恒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92,255 0.1910% 

2021/11/11～

2021/11/16 

集中竞价

交易 

28.50－

30.29  
11,444,100.22 

未完成：

883,582 股 
883,582 0.43%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2021/9/28～

2021/11/16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0.00－0.00  0.00 
未完成：

1,400,000 股 
1,400,000 0.68%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2021/9/28～

2021/11/16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0.00－0.00  0.00 
未完成：

1,400,000 股 
1,400,000 0.68%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00% 

2021/9/28～

2021/10/16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0.00－0.00  0.00 
未完成：

1,400,000 股 
1,400,000 0.68% 

注：盈科盛达、盈科盛隆、盈科盛通自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2021年 11月 16日期间未实施减持计划。 



 

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2021 年 9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股东泰格盈科、盈科

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705,257 股，拟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21%。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股东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

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出具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

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以及当

前市场环境的综合考虑，结合自身资金需求情况，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

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本次减持

计划期间，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通和盈科盛隆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53,381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 0 股，合计减持 2,053,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0%。泰格盈科、

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本次的减持行为，严格遵

守了本次减持计划。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

和盈科盛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651,876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21%。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根据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和盈科盛通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间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

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以及当前市场环境的综合考虑，

结合自身资金需求情况，泰格盈科、盈科恒通、盈科盛鑫、盈科盛达、盈科盛隆

和盈科盛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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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