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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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2 年半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半年

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 年半年度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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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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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2 年半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半年

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2 年半年度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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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湖南科源医疗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150.84  52,185.45  81,583.26 45,753.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可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81.20  1,045.38  1,198.79 9,527.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健耳听力助听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0.42  480.72  0.91 1,460.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可孚听力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2.12  108.89  30.14 440.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可孚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5.25  161.80  279.35 7.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可孚芯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50  53.77  0.45 157.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仓天下智能物流仓储有限责

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66  581.84 

 
585.55 89.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州森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80  92.61  0.52 181.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北京科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50  180.23  0.99 266.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武汉市科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61  174.40  6.67 190.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纵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03  68.44  82.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西科源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78  96.59  0.00 110.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山东怡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64  73.43  0.00 84.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贵州每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9  74.07  0.00 84.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每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7  113.86  69.40 54.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2  71.87  3.00 77.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厚美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6  11.28  16.14 1.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科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8  40.60  0.00 44.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南京科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4  40.14  0.00 43.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江西科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6  34.34  0.00 37.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福建科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5  27.61  0.00 30.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雅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9  24.24  12.56 14.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械字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9  47.95  42.22 7.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好护士医疗器械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长沙县星沙店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4   

 
1.14 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科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  17.33  14.75 3.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倍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90  7.14  7.15 0.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长沙健诺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52  10.10  8.94 1.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好护士医疗器械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461.24 

 
9,820.37 10,640.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健耳听力助听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6  2.85 0.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合肥市海吉星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69  0.00 52.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森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48  19.98 3.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可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6.26  0.00 156.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橡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00  0.00 1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总计 - - - 86,792.21  76,621.41  93,787.60 69,626.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