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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0516 号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

司”)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0514 号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贵公司管理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1 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后附的 2021 年度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合法和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

责任。我们将汇总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贵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

对，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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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勇平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静程 

 

 

 

 

中国·上海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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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1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1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1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小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小计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1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1 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1 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1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1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宁波鄞州中医院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1,396.32  1,241.75 154.57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及房租 

经营性往来 

宁波鄞州美康国宾门诊部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173.33 860.62  712.55 321.40 提供劳务及房租 经营性往来 

永城美康国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86.24 272.95  324.22 34.97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宁波鄞州美康中医医院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15.54 22.43  37.77 0.20 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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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康网新云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0.05 5.44  1.99 3.5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国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0.81   0.81  房租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 

宁波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0.56 1,918.52  1,921.54 137.54 

销售商品及提供 

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480.05  1,454.35 25.7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浙江涌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74.30 918.01  914.48 177.83 

销售商品及提供服

务 

经营性往来 

新疆伯晶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49 390.48  376.68 27.2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美康盛德医疗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33.62 357.08  150.08 1,040.6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0.77 327.82  328.59  销售商品及房租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盛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0.93 227.82  232.55 76.2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新余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5.67 215.81  221.81 49.6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郑州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7.23 209.14  85.42 170.9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聊城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37 198.17  170.11 57.4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倚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53.71 178.71  73.98 158.44 销售商品及房租 经营性往来 

重庆润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1.89  82.82 9.0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江西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5.50 87.04  153.76 28.7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深圳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95 86.89  67.55 24.2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永城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627.51 40.75  1,665.33 2.9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民权县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39.46 35.23  74.6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杭州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0 25.97  4.14 23.3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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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12 20.86  11.72 10.2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聊城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48  20.4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SD Medical System,Inc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39  9.14 3.25 接受服务 经营性往来 

湖州美康盛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7.26  6.08 1.1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武汉美康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38 6.85  13.2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美康生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0.33 5.46  4.83 0.9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浙江广盛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192.17    192.1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VAP DIAGNOSTICS LABORATORY INC 子公司 应收账款 44.39   4.62 39.7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SD Medical System,Inc 子公司 预付款项 34.52   34.52  接受服务 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873.06 32,590.72  34,765.91 30,697.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2.50 7,052.77  7,315.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SD Medical System,Inc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26.92 2,930.73  4,392.47 1,765.1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美康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61.65 0.25 364.49 3,626.39 1,4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美康保生生物医学工程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58.65 3.13 128.08 3,089.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内蒙古盛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5.61  111.50 974.49 1,322.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澳瑞（江西）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00 2.01  82.0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新疆伯晶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25.00  37.26 1,662.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涌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0.00  30.24 780.2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聊城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6.90 0.78 13.02  250.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永城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5.68 124.53  700.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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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 

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美康生物科技（舟山）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096.55 2,059.14  1,641.66 1,514.0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南京三和仪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51.16 1,180.54  1,099.62 232.0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山东日和贸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22.37  535.32 187.0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安徽省三和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23.58 481.39  483.68 121.2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414.74  392.33 22.4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上海日和贸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0.36 359.10  306.66 122.8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79.42    79.42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13.79 422.66  416.06 20.39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美康弘益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57.70  55.36 2.34 采购商品 经营性往来 

重庆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股利/其他非流

动资产 

4,071.10  104.25 1,000.00 3,175.35 长期应收股利 经营性往来 

重庆和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2.05    12.05 预付费用 经营性往来 

总计    58,727.43 57,900.99 790.85 73,639.38 43,779.89   

本表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获董事会批准。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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