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ylox-Tonbridg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歸創通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90）

展示文件
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本公告乃歸創通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A.50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http://www.gsxt.gov.cn)上刊登之《歸
創通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報告》（「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及公示，僅
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歸創通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趙中博士

香港，2022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趙中博士、謝陽先生及李崢博士；非執行董事王暉
先生、王大松博士及李東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計劍博士、梁洪澤先生及邱妘女士。



暂无网站或网店信息

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330100053682455D   归创通桥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科技大道18号1幢1、2层   311121

 88610068   lx.cai@zyloxmedical.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正常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否

 否   是

 医药器械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生产：第三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第三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三类6877介

入器材、第二类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首页 企业信息填报 信息公告 重点领域企业 导航 19157...

企业信用信息 |  经营异常名录 |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请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2021年度报告 0条修改记录 填报时间:2022年06月0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网站或网店信息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
http://www.gsxt.gov.cn/annual-login.html
http://www.gsxt.gov.cn/%7BA58770DFCDA6D10D3E91B7DCEF7A5341EE53D0E38835A003F49FC79F549FF48FC88FC88FC83B82ABD3CB-1655787268631%7D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entprise-info-ekeyareas-100000.ht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珠海通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400MA4UM7BE5N

杭州归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30185MA7BY0J144

浙江归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30110MA2KJ6TT0E

上海昭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15MA7AKRK68K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WEA Enterprises,

LLC
1347.6617 2018年12月31日 货币 1347.6617 2018年12月3日 货币

2
上海金浦医疗健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1.3103 2019年2月21日 货币 351.3103 2019年2月21日 货币

3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
元二期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646.3653 2018年12月31日 货币 646.3653 2018年12月3日 货币

4 其他公众股东 6900 2021年7月5日 货币 6900 2021年7月5日 货币

5
苏州泰弘景晖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60.9614 2015年10月18日 货币 260.9614 2015年11月9日 货币

对外投资信息 共计 4 条信息

共 查询到 37 条记录 共 8 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8 下一页 末页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暂无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1 南京语意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19 1.4991 2021年1月21日

2 宁波九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31 0 2021年1月20日

3 OAP IV(HK) Limited 9.62 7.622 2021年1月21日

4
杭州海邦新湖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公司）
0.975 0 2021年1月21日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5 杭州涪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75 1.7096 2021年1月21日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共 查询到 6 条记录 共 2 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末页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修改信息

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暂无修改信息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主办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八号   邮政编码：100820   备案号：京ICP备18022388号-2

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使用帮助

http://www.gsxt.gov.cn/subPubSys-tel-100000.html
http://www.gsxt.gov.cn/affiche-query-info-hel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