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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玮医疗

· 类型 :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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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10115MA1H7W8439   上海心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博路356号38幢第

1层、第3层

  201413

 021-58975056   info@heartcare.com.cn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是

 否   否

 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医疗科技、生物科技（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销售、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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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坤 139.4316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139.4316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2
江苏盛宇黑科医疗
健康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05.1708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105.1708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3
Raritan River Limi

ted
130.2326 2020年12月8日 货币 130.2326 2020年12月24日 货币

4
杭州汇普直方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7732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13.7732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5
SHERPASTROKEM
ED COMPANY LI

MITED
105.6244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105.6244 2020年11月23日 货币

首页 企业信息填报 信息公告 重点领域企业 导航 1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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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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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 1 条信息

· 网址 : www.heartcare.com.cn

对外投资信息 共计 8 条信息

共 查询到 27 条记录 共 6 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6 下一页 末页



南京思脉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20191MA1TABXXXL

上海心玮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15MA7B43QJ03

上海神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MA1H3L9T2W

上海神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MA7BNYM75P

上海心玮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MA7AUPMD7M

上海玮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MA1H3KF6XN

玮铭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20MA1HTKF29T

上海玮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MA1H3JD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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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16人 失业保险 216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16人 工伤保险 216人

生育保险 216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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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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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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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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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