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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1-082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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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自上

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

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

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及监管措施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

整改措施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最近五年共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1 次，监管

关注函 2 次，口头警示 1 次，监管工作函 2 次，问询函 4 次；收到山东证监局监

管关注函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一）口头警示 

1、主要内容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增公告，因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理预期。另经查明，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由盈转亏，系

因联营企业华检医疗财务数据调整所致，公司业绩预告时无法预见其财务数据审

计情况，相关情节可酌情考虑。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时任董事长许尚峰、总经理赵勇、财务总监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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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秘书李财祥、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高秀华予以口头警告。 

2、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口头警示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信息披露业务加强培训、

深入学习；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内部责任机制、提高内部管理规范，避免类似事项

再次发生。 

（二）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

决定（上证公监函〔2019〕0093号） 

1、主要内容 

2014 年 4 月 19 日及 8 月 6 日，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披露了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成都英德生物制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德”）85%股权。交

易对方隋涌、邱家山、苏晓东、魏旭航、罗在疆、李健、方怡平、杨远志、阳仲

武等 9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隋涌等 9 名自然人”）承诺成都英德 2014 年至 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4,280 万元、4,580 万元、4,680 万元，相关股

份根据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批解锁。如成都英德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应当进行业绩补偿，且各自然人之间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新华医疗

年度报告和相关公告，成都英德 2014 年至 2017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163.35 万

元，3,252.24 万元,-5,057.83 万元，-4,593.45 万元，连续四年都未实现业绩承诺，

且合计实现金额为-3,235.69 万元，与业绩承诺金额之间的差额巨大。在业绩不达

标后，交易对方隋涌等 9 名自然人至今仍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其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等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兼总经理许尚峰，时任董事杨兆旭、

缪永生、辛生业、赵勇及时任独立董事于金明、朱德胜、孟凡鑫、赵斌予以监管

关注。 

2、整改措施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积极组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明确职责义务和监管要求，提高勤勉尽责意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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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作水平。同时，公司也将审慎核查信息披露的内容以及相关承诺方履行承诺

的能力，密切关注承诺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及时敦促承诺方履行承诺义务，保证

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三）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的决定（〔2019〕86 号） 

1、主要内容 

2014 年 4 月 19 日及 8 月 6 日，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披露了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成都英德生物制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英德”）85%股权。交易

对方隋涌、邱家山、苏晓东、魏旭航、罗在疆、李健、方怡平、杨远志、阳仲武

等 9 名自然人承诺：成都英德 2014 年至 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

4,280 万元、4,580 万元、4,680 万元，相关股份根据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批解锁；

如成都英德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应当进行业绩补偿，且各自

然人之间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新华医疗年度报告和相关公告，成都英德 2014

年至 2017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163.35 万元、3,252.24 万元、-5,057.83 万元、

-4,593.45 万元，连续 4 年都未实现业绩承诺，且合计实现金额为-3,235.69 万元，

与业绩承诺金额之间的差额巨大。在业绩不达标后，交易对方隋涌等 9 名自然人

至今仍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赵毅新、

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季跃相、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李财祥予以通报批

评。 

2、整改措施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积极组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明确职责义务和监管要求，提高勤勉尽责意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

化运作水平。同时，公司也将审慎核查信息披露的内容以及相关承诺方履行承诺

的能力，密切关注承诺方履行承诺的情况，及时敦促承诺方履行承诺义务，保证

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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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86号） 

1、主要内容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

解，请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2、整改措施 

针对问询函的内容，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了《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

出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五）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 60%股权事

项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048 号） 

1、主要内容 

2019 年 1 月 10 日，你公司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华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佗国际”）拟以 12.34 亿元的价格转让其控股子公司 Vastec Medical 

Limited（威士达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达”或“交易标的”）60%的股

权。交易对方为持有威士达 40%股权的股东 IVD Medical Holding Limited（华检

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检控股”）。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2、整改措施 

针对问询函的内容，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拟转让控股子

公司 60%股权事项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出了逐项说明

和回复。 

（六）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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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上证公函〔2018〕0480号） 

1、主要内容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

司结合行业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2、整改措施 

针对问询函的内容，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出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七）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有

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0776 号） 

1、主要内容 

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届满，鉴于相关候选人提名

工作尚未完成，拟延期至 7 月 31 日前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

司法》、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现就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相

关工作要求如下，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有关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2、整改措施 

针对监管工作函的内容，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及回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

出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八）关于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

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17〕0033号） 

1、主要内容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违规事项：1、未

及时披露 2016 年年度业绩预告；2、公司未及时披露日常关联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赵毅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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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经理许尚峰、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财祥、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

会召集人高秀华予以监管关注。 

2、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迅速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新华医疗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制度，并要求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认真

落实整改措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保证信息披露工作制度

有效执行。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强化各级会计核算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九）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

0720号） 

1、主要内容 

近日，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披露《关于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相

关进展的公告》称，2016 年公司并购资产成都英德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5,057.83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金额 9,637.83 万元，原股东隋涌、邱

家山、苏晓东、魏旭航、罗在疆、李健、方怡平、杨远志、阳仲武等 9 名自然人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前向公司

支付业绩补偿款 1.93 亿元。前期，业绩承诺方未按协议约定向公司足额补偿 2015

年业绩补偿款，截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该期欠款金额为 1060.45 万元，现就公司

及上述隋涌等 9 名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相关工作事宜要求如下，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及回复的公告》。 

2、整改措施 

针对问询函的内容，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及回

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出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十）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7〕0574号） 

1、主要内容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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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

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2、整改措施 

针对问询函的内容，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

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以上问题做出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十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证监局监管关注函（鲁证监函〔2016〕

110号） 

1、主要内容 

2014 年，你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了成都英德生物医药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德公司”）85%股权，并与英德公司的原股东隋

涌等 9 名自然人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向

公司承诺并保证，英德公司 2015 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4280 万元，如实

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诺，隋涌等 9 名自然人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差额，承

诺补偿履行时间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 35 日内。 

近期，我局监管发现，英德公司 2015 年实际实现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金额，

触发了利润承诺补偿条件。但截至目前，除 2 名自然人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补偿外，仍有 7 名自然人尚未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对此，我局高度关注，现要求

你公司切实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方

尽快履行承诺义务，避免公司利益受损。同时，你公司收到该函后，每周定期就

该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向我局进行书面报告。 

我局将继续高度关注你公司上述《利润补偿协议》的执行情况和相关自然人

的承诺履行情况，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2、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上述监管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严格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向山东证

监局书面报告成都英德业绩补偿的进展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未收到其他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公司出具

的监管措施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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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