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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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Rainmed Medical Limited
潤邁德醫療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97）

截至 2 0 2 2年 6月 3 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化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分比除外）（百分比除外）

收入 51.9 44.1 17.7%
毛利 44.8 38.3 16.9%
毛利率 86.4% 87.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 (1,210.2) (253.7) 377.0%
經調整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附註 (22.2) (3.6) 511.4%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1.88) (0.40) 370.0%
經調整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0.03) (0.01) 200.0%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人民幣1,210.2百萬元，主要因有關優先股公平值變動人民
幣1,166.3百萬元所致。優先股公平值變動，乃是非現金項目。於2022年7月8日本集團股份上市後，優先
股已不可撤回地轉換為普通股，此後不會就優先股的公平值變動確認任何進一步虧損或收益。以股份為
基礎的付款開支為非現金開支，產生自向多名管理人員及僱員授出的股份獎勵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此通常不計入我們行業其他公司採用的類似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上市開支為有關上市及全
球發售的開支且通常不計入類似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消除不會對我們持續經營業績造成影響的若
干非現金或其他開支（包括金融負債公平值虧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及上市開支）的潛在影響後，
本集團經調整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為人民幣22.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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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
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51,899 44,084
銷售成本 5 (7,071) (5,752)

  

毛利 44,828 38,332
研發開支 5 (27,951) (7,893)
銷售開支 5 (32,454) (45,859)
一般及行政開支 5 (47,154) (60,112)
其他收入 3,386 33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373 (89)

  

經營虧損 (55,972) (75,288)

財務收入 1,304 745
財務成本 (376) (454)
財務收入淨額 928 291
金融負債公平值虧損 (1,166,305) (179,76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21,349) (254,762)
所得稅抵免 6 11,127 1,026

  

期內虧損 (1,210,222) (253,736)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10,222) (253,735)
非控股權益 — (1)

  

(1,210,222) (253,73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虧損
—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元） 7 (1.88)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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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210,222) (253,736)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本公司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76,765) 6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本公司附屬公司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435 7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扣除稅項 (76,330) 7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286,552) (253,659)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86,552) (253,658)
非控股權益 — (1)

  

(1,286,552) (25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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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22年 於2021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714 28,870
使用權資產 10,249 14,327
無形資產 859 244
遞延所得稅資產 30,290 19,163
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1,089 1,089
預付款項 2,329 854

  

75,530 64,547
  

流動資產
存貨 7,241 9,908
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4,186 379
預付款項 9,180 6,21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35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8,460 559,140

  

542,422 575,645
  

資產總值 617,952 640,192
  

虧損
股本 1 1
可轉換優先股 13,000 13,000
累計虧損 (2,083,816) (873,594)
其他儲備 17,168 86,109

  

虧損總額 (2,053,647) (77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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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於2021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2,624,663 1,361,749
租賃負債 5,878 8,860

  

2,630,541 1,370,60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1,549 29,518
合約負債 3,093 6,730
租賃負債 6,416 7,819

  

41,058 44,067
  

負債總額 2,671,599 1,414,676
  

虧損及負債總額 617,952 640,192
  

流動資產淨值 501,364 531,578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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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21年4月9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
址為Campbell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9010,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歐洲及其他地區從事caFFR系統及caIMR系統
相關醫療器械的研發、製造及商業化。

本公司股份已於2022年7月8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說明者，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人民幣呈列，並已於2022年8月30日獲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截至2020
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2022年6月27日的招股章程內的會計師報告）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會計政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經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均按公平
值列賬）的重新估值修訂。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2020年及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於會計師報告）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
致。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

以下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與本集團於2022年1月1日開始的財務報告期間相關且強制生效：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
　2020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
　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2022年1月1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經修訂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
　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

2022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的
　成本

2022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2022年1月1日

本集團採納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改進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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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採納的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

以下與本集團相關的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已頒佈但於2022年1月1日開始的財務報告期間尚未生
效，亦未經本集團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3年1月1日
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 香 港詮釋第5號（2020年）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
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定義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與 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 
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修訂本）

延 長暫時豁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之期限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 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
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定

管理層正在評估上述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的影響，並認為該等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和詮釋將
不會導致本集團現有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的呈列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4. 分部及收益資料

(a) 分部及主要活動說明

本集團從事與caFFR系統及caIMR系統相關的醫療器械的研發、製造及商業化。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並無
按產品劃分業務單位，且僅擁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管理層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整體經營業績，以
就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作出決定。

(b) 各類別的收益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
　— 產品銷售 51,605 43,660
　在一段期間內：
　— 安裝及培訓服務 294 424  

51,899 4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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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下表列示與上述收益相關的合約負債的分析：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 貨品銷售的代價 1,384 5,342
　— 安裝及培訓服務的代價 1,709 1,388  

3,093 6,730
  

本集團合約負債主要來自客戶預付款，而相關產品或服務尚未交付或提供。

(d) 就合約負債確認的收益

下表列示本報告期間就結轉合約負債確認的收益金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初計入合約負債結餘的已確認收益：
　— 貨品銷售 2,763 14,565
　— 安裝及培訓服務 150 23  

2,913 14,588
  

(e) 地區資料

按地理位置（按交付目的地釐定）劃分的客戶收益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51,485 44,084
其他 414 —  

51,899 44,084
  

於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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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對本集團總收益作出10%以上貢獻的主要客戶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14.68% *
客戶B 10.92% *
客戶C 10.27% 16.33%  

總計 35.87% 16.33%
  

* 該客戶於相關期間對總收益的貢獻低於10%。

5. 按性質呈列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研發開支、銷售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62,727 91,415
專業服務 3,986 3,751
折舊及攤銷開支 8,532 3,472
原材料成本 5,990 7,014
產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2,109 (2,521)
差旅開支 1,604 1,907
推廣及酬酢開支 9,782 7,082
短期租賃開支 121 79
臨床試驗及測試開支 1,713 613
能源費 290 136
核數師酬金 55 71
上市開支 14,354 3,899
附加稅 254 287
其他開支 3,113 2,411  

114,630 119,616
  

6. 所得稅抵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所得稅 11,127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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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主要適用稅項及稅率載列如下：

(a) 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公司，毋須於開曼群島繳納稅項。本集團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亦為一家獲豁免公司，毋須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繳納稅項。

(b) 香港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由於本集團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未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c) 中國內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各類企業的企業所得
稅統一為25%，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

本集團在中國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蘇州潤邁德於2021年11月30日獲高新技術企業認證，自2021年1月1日
起為期三年。蘇州潤邁德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享受15%的所得稅優惠稅率。

由於本集團的中國實體於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中國內地所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頒佈自2018年起生效的相關法律法規，從事研發活動的企業在釐定當年應課稅溢
利時可申報將所產生的合資格研發開支的175%列作可扣稅開支（「加計扣除」）。根據中國國家稅務局於
2021年3月頒佈的新稅收優惠政策，自2021年起，製造企業符合條件的研發開支的附加扣除額由175%提
高至200%。本集團於釐定其於期內的應課稅溢利時，已考慮為本集團實體申領加計扣除。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計算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重組（「重組」）期間向股東（於2021
年1月1日為蘇州潤心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蘇州潤心」）當時股東）發行的股份已經追溯調整，猶如該等股
份自2021年1月1日起已發行。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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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210,222) (253,73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i)、(ii)及(iii) 644,500 642,058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股） (1.88) (0.40)  

(i) 就計算每股虧損而言，1,527,460股A輪可轉換優先股（「A輪優先股」）視為普通股處理，乃由於該等股
份在權益中確認，並且相較普通股並無股息優先權。

(ii) 上述1,527,460股A輪優先股及在重組期間向蘇州潤心當時股東發行的9,595,040股普通股已進行追溯
調整，猶如該等股份自2021年1月1日起已發行。

(iii) 由於資本化發行已於2022年7月8日生效，上述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計及根據股東於2022年6
月18日通過的決議案進行的資本化發行。

(b) 每股攤薄虧損

本集團擁有與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可轉換優先股（A輪優先股除外）有關的尚
未發行潛在攤薄股份，以假設轉換所有相關潛在攤薄普通股。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若
計及潛在普通股會分別導致反攤薄，則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不考慮潛在普通股。因此，截至2022年及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股息

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各期，本公司或本集團現時旗下公司概無派付或宣派股息。

9. 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3,878 —
按金 1,335 1,412
其他 76 70  

5,289 1,482  

減：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 (14) (14)  

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5,275 1,468  

減：非即期部分 (1,089) (1,089)  

4,186 379
  

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以人民幣計值。

於報告日期的最高信貸風險為上述各類別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

本集團的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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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010 963
應付員工薪金及福利 14,646 13,586
其他應付稅項 7,014 3,530
應計上市開支 6,121 8,513
應付設備及無形資產款項 490 163
應付服務供應商款項 390 865
應付關聯方款項 — 10
其他應計開支 1,878 1,888  

31,549 29,518
  

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1,010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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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我們於2014年成立，致力成為全球領先的血管介入手術機器人公司，目前專注於基於冠
狀動脈造影的血流儲備分數系統（「caFFR系統」）及基於冠狀動脈造影的微血管阻力指數
系統（「caIMR系統」）的設計、開發及商業化。我們的核心產品（即caFFR系統及caIMR系
統）是創新的醫療器械，用於評估冠狀動脈狹窄和微血管功能障礙（CAD的相關起因）引
起的心肌缺血的嚴重程度，其設計旨在替代壓力導絲的使用，大幅減少技術誤差和操作
時間，從而改善生理評估。這兩個系統目前均單獨用於CAD的精準診斷。由於FFR測量
動脈的宏觀循環（佔所有動脈5%），而IMR則測量動脈的微觀循環（佔所有動脈95%），因
此聯合使用IMR和FFR可為CAD患者的冠狀動脈血液流通狀況提供全面評估。該兩個系
統有望成為我們未來血管介入手術機器人的核心及關鍵模塊。

我們的caFFR系統已同時獲得歐洲CE認證及國家藥監局批准。我們的caFFR系統有超過
95%的高準確率及需時少於五分鐘的便捷操作流程，已成為國內領先的FFR測量產品，
並正與國際領先的醫療器械公司激烈競爭中國FFR測量市場的國內領先地位。我們計劃
將caFFR系統的適應症從目前範圍（即涵蓋穩定型心絞痛、不穩定型心絞痛和心肌梗死急
性期後的患者）進一步涵蓋急性STEMI、急性NSTEMI和HFpEF的患者。此外，我們亦正在
開發caIMR系統，該系統乃全球唯一一個已完成確證性臨床試驗的微創IMR測量產品，
並有望成為全球首個獲准進行商業化的微創IMR系統。基於我們的caFFR系統及caIMR系
統，我們的目標是在2024年前推出我們的血管介入手術機器人，這是一個一站式混合程
序，通過連接及整合所有臨床應用領域進行診斷和治療，將PCI全流程自動化。

商業化

2022年上半年，我們持續拓展已上市自研產品caFFR系统的市場渠道並取得了亮眼的成
績，強化了公司在FFR領域的競爭優勢。我們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44.1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9百萬元，同比增長約
17.7%，全部為caFFR系統帶來的業績貢獻。



14

我們在核心產品caFFR系統的商業化方面擁有良好往績記錄，已在中國建立起全面的商
業化網絡。我們與KOL（例如醫生葛均波博士和霍勇博士）及醫學協會積極合作，作為學
術推廣及營銷戰略的一部分。我們高效且經驗豐富的銷售團隊已建立廣泛的分銷網絡，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已建立由125名國內分銷商組成的龐大分銷網絡，該等分銷商
經我們授權已覆蓋中國21個省、四個自治區及四個直轄市的1,000多家醫院。憑藉我們有
效而廣泛的銷售及營銷活動，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累計向超過350家醫院銷售並安
裝caFFR系統，在中國已有超過850家醫院使用過我們的caFFR系統，我們也已完成中國
超過450家醫院的採購審批程序。我們已在30個省和地區就caFFR系統專有耗材獲得患者
自費價格人民幣12,000元，其中16個省和地區（例如上海、廣東、重慶、河南等）亦將我
們的caFFR系統專有耗材納入醫療保險報銷清單。

研發

我們的研發團隊開發專注於介入精準診療領域的創新產品。我們擁有一支敬業的內部
研發團隊，成員超過100人，主要位於中國江蘇省蘇州市。該研發團隊佔我們總僱員人
數約三分之一，並由本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劉廣志先生領導，他在醫療器械開發方面擁有
超過八年經驗以及在軟件和算法開發方面擁有超過15年的經驗且管理經驗豐富。

我們的四個研發平台包括醫學影像算法及應用研發平台、流體動力學模擬計算平台、
高性能器械研發平台及介入耗材研發平台。該等平台堅持內部開發和創新，捕捉市場需
求，並積極探索我們產品的各種臨床應用，以便及時提升我們的產品和在研產品，從而
迎合市場需求。我們的平台技術相輔相成，為研發工作創造協同效應。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擁有(i)92項獲批專利（包括89項在中國獲批、一項在美國獲批
及兩項在日本獲批）；(ii)135項申請中的專利（包括中國97項及海外38項）；(iii)36項尚在
指定期內的PCT專利申請；(iv)269項註冊商標；及(v)11項註冊軟件著作權。

製造

我們不斷擴充的產能很好地支撐了我們的商業化開拓。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有兩
處生產場地位於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包括一項總建築面積為1,019平方米的運營中主要
生產場地及另一項總建築面積為5,143平方米的在建工程。我們的主要生產設施符合且
我們的另一在建生產設施亦將符合中國醫療器械的GMP。一旦我們的兩項設施全面投入
運作，預計每年將能夠生產11,375件控制台以及1,130,765件壓力傳感器（一次性耗材）。
控制台和一次性壓力傳感器可用於組裝我們的caFFR系統和caIMR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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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管線

產品及在研產品(2) 適應症 類型

III

III

IIa

II

II

III

III

IIa

II

II

III

III

III

III

III

核心產品
此款器械根據國家藥監局頒佈的《免於臨床評價醫療器械目錄》將豁免進行臨床試驗。

階段 下一個
里程碑

預期
推出市場
時間臨床前

數字化功能
診斷模塊

caFFR系統
（包括FlashAngio

caFFR系統及
FlashPressure

caFFR壓力傳感器）

caIMR系統
（包括FlashAngio

caIMR系統及
FlashPressure

caIMR壓力傳感器）

Flash Robot
血管介入導航手術系統

智能血管造影
注射系統

Flash RDN系統

冠狀動脈疾病

冠狀動脈疾病

血管疾病

冠狀動脈疾病

外周血管疾病

神經血管疾病

高血壓

自動化
介入模塊

獲批註冊臨床

中國

中國

歐洲

日本、
韓國

日本、
韓國

美國

中國

日本、

國家藥監局批准

中國

不適用 已推出

2026年

不適用 已推出

啟動臨床試驗
(2022年第四季度) 2024年第四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2年第四季度) 2026年

監管批准
(2022年第四季度) 2022年第四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3年第一季度) 2025年

註冊申請受理中 2023年第三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2年第四季度) 2024年第四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2年第四季度) 2026年

提交註冊
(2022年第四季度) 2023年第四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2年第四季度) 2024年第四季度

啟動臨床試驗
(2024年第三季度) 2027年

啟動臨床試驗
(2024年第三季度) 2027年

啟動臨床試驗
(2023年第二季度) 2025年

提交註冊
(2025年)

美國

血
管
介
入
診
療
手
術
機
器
人

國家藥監局批准：
豁免進行臨床試驗

CE認證：豁免進行
臨床試驗

CE認證：豁免進行
臨床試驗

拓展適應症的註冊後臨床試驗(3)

拓展適應症的註冊後臨床試驗(1)

歐洲(2)

附註：
(1) caFFR系統拓展適應症包括急性STEMI、急性NSTEMI及HFpEF。
(2) 我們的全部產品及在研產品均擁有全球商業化權利。
(3) caIMR系統拓展適應症包括緊隨靶血管血運重建手術成功後的STEMI。

caFFR系統

我們的caFFR系統是一種基於CAG圖像的冠脈缺血嚴重程度的微創生理評估系統，乃基
於監測心動週期各階段的實時主動脈壓力，評估穩定型心絞痛、不穩定型心絞痛和急性
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後至少七天）患者的各種生理學參數。根據國家藥監局的分類標準，
我們的caFFR系統屬於第三類醫療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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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18年3月開始進行caFFR系統的確證性臨床試驗，並於2019年5月完成該試驗。
我們於2019年9月獲得歐洲聯盟的CE認證，並於2019年10月開始在海外市場（如捷克共和
國、法國及奧地利）商業化caFFR系統。此外，我們於2019年12月從國家藥監局取得第三
類醫療器械的註冊證書，並於2020年1月開始在中國商業化caFFR系統。我們一直持續進
行caFFR系統的研發。我們於2020年8月在中國開展了註冊後臨床試驗，擴展caFFR系統
適應症的當前範圍而納入急性STEMI、急性NSTEMI及HFpEF患者。

caIMR系統

我們目前正在開發我們的caIMR系統，該系統乃全球唯一一個已完成確證性臨床試驗的
微創IMR測量產品，並有望成為全球首個獲准進行商業化的微創IMR系統。根據國家藥
監局的分類標準，我們的caIMR系統屬於第三類醫療器械。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就
caIMR系統持有四項重要專利和三項重要專利申請。於2022年3月，我們在中國完成我們
的caIMR系統的確證性臨床試驗，116名人類受試者入組。隨後，我們於2022年4月向國家
藥監局提交caIMR系統的確證性臨床試驗結果以取得監管批准。目前，我們預計於2022
年第四季度取得國家藥監局對我們的caIMR系統進行商業化的批准。

Flash Robot血管介入導航手術系統

Flash Robot血管介入導航手術系統是我們專有的機器人輔助平台，設計用於導航及手
術。我們計劃提供可用於未來同時執行診斷和治療的「一站式混合程序」。機器人輔助
手術能夠精確測量解剖結構和設備定位，並為醫生提供輻射保護。我們的Flash Robot血
管介入導航手術系統由一個機械臂和一個控制單元（包括控制台及手術影像導航系統）
組成，使醫生精確引導導管穿過患者的血管，進一步進行手術。截至2022年6月30日，
Flash Robot血管介入導航手術系統處於設計階段。於2022年2月，Flash Robot血管介入導
航手術系統進入動物實驗階段，並成功通過首個動物樣品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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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自我們的caFFR系統（包括一個控制台（FlashAngio caFFR系統）及其專有耗材（FlashPressure 
caFFR壓力傳感器））於2019年10月商業化以來，我們絕大部分收益均來自其銷售。我們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通過我們的分銷商銷售絕大多數產品。我們與
分銷商的合約除交付產品外，包括安裝我們的設備和培訓服務的部分。我們於交付後確
認產品銷售收益及於完成安裝和培訓服務後確認相關服務收益。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
我們按性質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2年 於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產品銷售
　— FlashAngio caFFR系統銷售 7,433 11,782
　— FlashPressure caFFR壓力傳感器銷售 44,172 31,878
安裝及培訓服務 294 424

  

總計 51,899 44,084
  

我們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1百萬元增加約17.7%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9百萬元，主要由於FlashPressure caFFR壓力傳感器的銷售
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8.3百萬元增加約16.9%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8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的caFFR系統銷售增加。我們的
毛利率維持相對穩定，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87.0%及2022年同期為86.4%。

研發開支

於報告期間，我們的研發開支主要包括(i)僱員福利開支（包括我們研發團隊的薪金、獎
金及附加福利）；(ii)研發活動所用的原材料成本；(iii)專業服務開支（主要指(a)知識產權
產生的有關開支，如專利申請費用及專利維護費用、(b)我們的產品註冊申請產生的有
關開支）；(iv)臨床試驗及測試開支（包括(a)就研發活動向合約研究組織、醫院、現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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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構及其他服務供應商付款，及(b)我們產品的測試開支）；(v)與向研發團隊若干成員
授出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及(vi)折舊及攤銷開
支。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的研發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2年 於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15,984 4,381
原材料成本 4,809 1,415
專業服務開支 2,428 1,099
臨床試驗及測試開支 1,713 613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300 —
折舊及攤銷開支 1,087 277
其他開支 630 108

  

總計 27,951 7,893
  

我們的研發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百萬元大幅增加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0百萬元，較2021年同期同比增加約254.1%。該增加主要
由於(i)加薪及我們的研發僱員人手增加，導致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人民幣11.6百萬元；(ii)
研發材料成本投入增加人民幣3.4百萬元；及(iii)我們於2022年向研發團隊若干成員授出
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導致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增加人民幣1.3百萬元。

銷售開支

於報告期間，我們的銷售開支主要包括(i)僱員福利開支（包括銷售及營銷團隊的薪金、
獎金及附加福利）；(ii)營銷開發開支（主要包括與我們的銷售及營銷活動有關的開支，例
如研討會成本、差旅開支、展覽開支及支付予第三方研究機構進行市場研究的開支）；
(iii)與向銷售團隊若干成員授出的股份獎勵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關的以股份
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及(iv)折舊及攤銷開支。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的銷售開支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2年 於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17,622 11,254
營銷開發開支 10,606 8,411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957 25,249
折舊及攤銷開支 1,626 253
其他開支 643 692

  

總計 32,454 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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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銷售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5.9百萬元大幅減少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5百萬元，較2021年同期同比下降約29.2%。該下降主要
由於我們向銷售團隊若干成員授出的股份獎勵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導致以股
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減少人民幣23.3百萬元。該減少被為支持我們增多的銷售及營銷活
動而增加銷售及營銷僱員人手導致的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人民幣6.4百萬元所部分抵銷。

一般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間，我們的一般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i)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行政團隊的薪金、
獎金及附加福利）；(ii)上市開支；(iii)折舊及攤銷開支；(iv)與向一般管理團隊若干成員
授出的股份獎勵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關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及(v)
專業服務開支（主要與企業法律服務有關）。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的一般及行政開支明
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2年 於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18,183 7,054
上市開支 14,354 3,899
折舊及攤銷開支 5,111 2,603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3,853 41,196
專業服務開支 1,464 2,652
其他開支附註 4,189 2,708

  

總計 47,154 60,112
  

附註：主要包括辦公室開支、招待開支、差旅開支及物業管理費。

我們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0.1百萬元大幅減少至截
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2百萬元，較2021年同期同比下降約21.5%。該下
降主要由於(i)我們向一般管理團隊若干成員授出的股份獎勵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
劃導致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減少人民幣37.3百萬元；該影響被(ii)我們的行政僱員人
手增加有關的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人民幣11.1百萬元；及(iii)上市開支增加人民幣10.5百萬
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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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我們的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3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4百萬元，主要由於與成本有關的政府補助增加，因為我們於
2022年收到一次性政府補助。

所得稅抵免

我們的所得稅抵免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1百萬元，主要由於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主要原因為2022
年確認的除所得稅前虧損增加。

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虧損

我們的金融負債公平值虧損指與我們的Angel-1輪、Angel-2輪、A+輪、B輪、C-1輪、C-2
輪及D輪優先股（統稱為「可贖回優先股」）有關的優先股公平值變動。初始確認後，我
們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變動在綜合收益表內確認。我們的公平值虧損由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9.8百萬元大幅增加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66.3百萬元，主要由於隨著2022年本集團的估值上升，我們的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
相應增加。於2022年7月8日上市後，可贖回優先股已不可撤回地轉換為普通股，此後不
會就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平值變動確認任何進一步虧損或收益。

期內虧損

基於上文所述的因素，我們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人民幣1,210.2百萬
元，而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虧損人民幣253.7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我們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為我們在研產品的開發、我們的臨床試驗、我們就購買廠房及設
備的付款、行政開支、銷售開支及其他經常性開支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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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8.5百萬元，主要
由於我們於報告期間產生大量研發開支、行政開支及銷售開支。我們的經營現金流量將
繼續受我們研發開支等業務開支所影響。於報告期間，我們主要依靠股東出資及股本融
資作為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我們的管理層密切監控現金及現金結餘的使用，並努力為
我們的業務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展望未來，我們認為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將通過全球
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我們的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我們的營運所產生的現金得以滿
足。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2.2百萬元，主要
歸因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購買無形資產及購買理財產品分別為人民幣8.1百
萬元、人民幣0.7百萬元及人民幣3.4百萬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9百萬元，主要
歸因於租賃付款及上市開支的付款分別為人民幣3.6百萬元及人民幣0.3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518.5百萬元，較於2021年12月31日
的人民幣559.1百萬元減少40.6百萬元。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於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
幣531.6百萬元減少至於2022年6月30日的人民幣501.4百萬元，乃主要歸因於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減少。

債務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未償還借款結餘。我們未動用的銀行融資為人民幣190.0
百萬元。

我們的租賃負債由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6.7百萬元減少至2022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2.3
百萬元，主要歸因於租賃付款。

資本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有已訂約但尚未撥備的資本承擔人民幣7.4百萬元，與為本集團
的生產廠房購買建築施工及裝修服務及設備有關。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我們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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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且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外匯風險

我們面臨主要因以美元計值的銀行現金所產生的外幣風險。我們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
策。然而，我們的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在日後考慮合適的對沖措施。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拓展中國及全球市場，以挖掘其內部潛力及促進股東利益最大化。本集團
將於我們的產品管線內繼續推動產品開發。本集團將通過自身發展、合併和收購等方式
繼續發展壯大。我們將採用多種融資渠道來支持資本開支，包括但不限於內部資金及銀
行貸款。目前，本集團銀行授信額度充足。

人力資源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391名全職僱員，彼等全部均駐於中國。於報告期間，
本集團的總僱員福利開支（包括(i)工資、薪金及花紅；(ii)社保成本；(iii)僱員福利；及
(iv)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約為人民幣62.7百萬元。我們根據多項因素招聘僱員，包括
工作經驗、教育背景及相關職位空缺的要求。我們為管理層員工及其他僱員的持續教
育及培訓計劃作出投資，以不斷提升彼等的技能及知識。我們為僱員提供定期反饋意
見，以及在各個領域提供內部及外部培訓，如產品知識、項目開發及團隊建立。我們亦
會根據僱員的表現進行評估，以釐定其薪金、晉升機會及職業發展。根據相關中國勞動
法，我們與僱員訂立了個人僱傭合約，涉及年期、工資、獎金、僱員福利、工作場所安
全、保密責任、不競爭及解僱理由等事宜。此外，我們依據中國法律須按僱員薪金（包
括獎金及津貼）的若干百分比向法定僱員福利計劃（包括養老金計劃、醫療保險、工傷保
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供款，上限為地方政府指定的最高金額。本公
司於2021年12月10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採納707,628股股份（經資本化發行後調整
為35,381,400股股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吸引、激勵及挽留具有技
能及經驗的人員，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擴張而努力。該計劃亦通過調整彼等的利益，
幫助本公司將其薪酬常規現代化及改善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營運及執行管理。



23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於全球發售（包括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本公司包銷費用及佣金以
及與全球發售有關的開支）約為81.7百萬港元。由上市日期直至本公告日期期間，所得
款項已被使用17.4%。該等款項將按照招股章程所載的用途分配使用。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無）。

報告期間後事項

本公司於2022年7月8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涉及全球發售下已發行及配發的23,348,000股
股份。同日，合共發行的9,989,660股可贖回優先股及1,527,460股A輪優先股於緊接資本化
發行及上市完成前獲不可撤回地轉換為11,517,120股普通股。優先股股東的特殊權利已
於上市後終止。於2022年7月30日，招股章程所述的超額配股權已獲獨家全球協調人（代
表國際包銷商）部分行使，涉及合共451,000股股份。有關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的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於2022年8月1日刊發的公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本集團於報告
期間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進行重大期後事項。

COVID-19疫情的影響

自2019年12月起爆發COVID-19並無對我們的臨床試驗或整體臨床發展計劃、營運、供
應鏈及財務狀況構成長期的重大不利影響。中國政府採取了有效的隔離措施降低中國
COVID-19的確診個案，加上我們根據相關規定及政策採取多項預防措施調整僱員工作
安排，讓我們有充足人員進行現場工作並繼續我們的研發活動。儘管中國於2022年3月
至2022年5月零星爆發COVID-19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活動水平造成影響及限制，但自2022
年6月開始經濟活動已見復甦。

我們的董事已就COVID-19對我們經營造成的影響開展全面審閱，並確認，截至本公告日
期，COVID-19並無對我們的營運構成任何長期重大不利影響。我們密切監察COVID-19
疫情發展，並持續評估疫情對我們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的潛在影響。我們注
意到，因COVID-19爆發而實施的任何出行限制或隔離可能導致臨床試驗的進度及我們
的營運出現潛在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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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維護股東的利益及加強企業價值和問責制度。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由於2022年6月30日股份尚未於聯交所上市，因此企業管治守則於報告期間並不適用於
本公司。

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
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守則條文第C.2.1條訂明，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
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霍雲飛先生目前擔任董事會主席兼本集團首席執行官（「首席執
行官」）。彼負責本公司的整體戰略規劃和決策、執行、運營和管理。儘管此偏離企業管
治守則第二部分守則條文第C.2.1條，董事會認為，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由霍雲飛先
生同時兼任有利於確保本集團的一致領導及更有效和高效的整體戰略規劃。董事會（由
經驗豐富且多元化人員組成）的運作可確保權力和權限分佈均衡。董事會現時由兩名非
執行董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四名執行董事組成。因此，董事會的組成具有獨立
元素。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由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尚未於聯交所上市，故上市規則下關於董事遵守標準守則的條文
於報告期間並不適用於本公司。

上市後，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
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由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股份尚未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報告
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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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設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船江先生、李浩民先生及劉
梓浩先生，並由廖船江先生擔任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財
務申報程序、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監督審核過程，並履行
董事會委派的其他職責與責任。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中期
財務資料。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並已討論審核、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

核數師的獨立審閱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
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對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進行獨立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rainmed.com)，
而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2022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
司各自的網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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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中期業績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CAD」 指 冠狀動脈疾病，為心臟供血的主要血管變窄令血流量減少
的一種疾病，可導致胸痛及呼吸短促

「caFFR」 指 基於冠狀動脈造影的血流儲備分數，為一種新的微創性指
標，以確定穩定型或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的FFR

「CAG」 指 冠狀動脈造影，為使用造影劑及X射線影像來檢測冠狀動
脈疾病的經皮手術

「caIMR」 指 基於冠狀動脈造影的微血管阻力指數，建議用於冠狀循環
的微血管疾病的生理評估

「CE認證」 指 表明在歐洲經濟區內所售產品符合健康、安全及環保標準
的認證標誌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及僅供地理參考而言，不
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本公司」或「我們」 指 潤邁德醫療有限公司，一家於2021年4月9日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確認性臨床試驗」 指 醫療器械產品的對照臨床試驗，旨在證明產品在人類患者
中使用（結合治療程序的執行）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臨床功效
及安全性，以用於產品的監管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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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產品」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十八A章賦予該詞的涵義，就本公告而言，
分別指caFFR系統及caIMR系統

「CRO」 指 合約研究機構，以按合約外包研究服務的形式向製藥、生
物技術和醫療器械行業提供支持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FFR」 指 血流儲備分數，冠狀動脈導管介入使用的一種技術，測量
最大充血狀態下冠狀動脈狹窄引起的壓力差，以確定血管
狹窄阻礙向心肌輸送氧氣的可能性及診斷心肌缺血

「全球發售」 指 具有招股章程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GMP」 指 良好生產規範，確保醫療產品嚴格按照適合其預期用途和
產品規格要求的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和控制的質量保證標準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或（如文義所指）本公司成為
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期間的該等附屬公司，猶如
該等附屬公司在相關時間已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HFpEF」 指 射血分數保留型心力衰竭，當左下腔（左心室）在舒張（充
盈）階段未能正常充血且泵出提供身體所需的血液量少於
正常水平時發生的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準則理事會不時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IMR」 指 微循環阻力指數，目標冠狀動脈區域內最小微循環阻力的
定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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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 指 關鍵意見領袖，指能夠影響同行醫療實踐的著名醫師

「上市日期」 指 股份上市及首次於聯交所買賣之日，為2022年7月8日（星
期五）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
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主板」 指 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獨立於聯交
所GEM及與其並行運作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

「國家藥監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為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總局的繼任機構

「NSTEMI」 指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心電圖上並無出現ST段抬高的心
臟病發

「超額配股權」 指 具有招股章程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PCI」 指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一種不涉及開胸手術，打開狹窄
或阻塞的冠狀動脈並恢復流向心肌組織的動脈血流的經皮
手術

「PCT」 指 《專利合作條約》

「優先股」 指 具有招股章程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1年12月10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27日與全球發售有關的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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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指 研究及開發

「報告期間」 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SMO」 指 臨床現場管理機構，一類為醫療器械公司提供臨床試驗相
關服務的機構

「平方米」 指 平方米，一種面積單位

「STEMI」 指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由於一條或多條冠狀動脈閉塞而發
生，引致透壁性心肌缺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蘇州潤邁德」 指 蘇州潤邁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2016年12月5日根據
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包括其領土、屬地及受其司法管轄的所有
地區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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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潤邁德醫療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霍雲飛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霍雲飛先生、呂永輝先生、張亮先生及谷陽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 
王霖先生及衡磊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船江先生、李浩民先生及劉梓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