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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科技”或“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 2000万元人民币，通过收购部分老股和认缴部分新增

注册资本的方式投资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十三魔方”）。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获得二十三魔方 8.74%的

股权。 

因公司董事刘秋童先生控制的北京汉王启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王启创”）为二十三魔方股东，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 条规定，公司的本次对外投资构成与

关联方的共同投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事项。 

2017年8月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迎建先生、

刘秋童先生、徐冬坚先生（与关联方系亲属关系）已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及交易对手方情况  

1.关联方情况 

名称：北京汉王启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8408500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秋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三层318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关联关系说明：刘秋童先生系公司董事，其所控制的关联公司汉

王启创前期已投资二十三魔方，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情况 

转让方名称：成都二十三魔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员工持股平台”）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00号 1 栋 7楼 713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N9EH8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坤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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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股权投资协议中参与本次投资的其他投资方情况 

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鑫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雅惠鑫润”） 

住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3011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LP64E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鑫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经

济贸易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珠海合源雅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源雅惠”）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014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U50A0L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合泰久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福州丰厚远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州丰

厚”） 

住所：福建省福州开发区长安投资区长盛路 2#长天工业园 2#六

层工业厂房 601室（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494CY0F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丰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成都德商奇点汇智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成都奇点”） 

住所：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 588号创业中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3320629025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德商奇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3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61.0305 万人民币 

企业属性：民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坤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中段 1366 号 E 区 2 号楼（天府软件园 E 区 E6 座）10 层 16、17、

18 号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319859750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仪器仪

表；市场信息咨询；营业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卫生活动）；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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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介绍：二十三魔方主要销售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并开展生



命数据分析业务。二十三魔方依托“互联网+基因检测”，构建基因大

数据库，基于最前沿的基因组学科研成果，建立专业化的生物实验室，

使用全球领先的检测设备进行测序，由遗传学团队进行检测分析，面

向用户提供可读可用的基因检测系列产品。 

二十三魔方主打千元以下祖源与遗传健康类基因检测产品，其基

因检测报告可提供涵盖祖源、遗传风险、遗传特质、罕见遗传病、运

动健康、药物反应、营养需求等多方面内容。主要销售方式为线上销

售，目前用户已基本覆盖全国。 

投资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 

方式 

1 周  坤 47.0767  29.23% 47.0767  货币 

2 王  勉 17.3148  10.75% 17.3148 货币 

3 宁波丰厚 21.6931 13.47% 21.6931 货币 

4 成都奇点 5.2910 3.29% 5.2910 货币 

5 胡嘉林 2.6455 1.64% 2.6455 货币 

6 员工持股平台 36.3369 22.57% 36.3369 货币 

7 雅惠医疗 7.6682 4.76% 7.6682 货币 

8 雅惠鑫润 12.2690 7.62% 12.2690 货币 

9 合源雅惠 3.0672 1.90% 3.0672 货币 

10 汉王启创  7.6681 4.76% 7.6681 货币 

总计 161.0305 100.00%      161.0305 - 

注：公司与上述股东中的汉王启创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情况：因二十三魔方为初创企业，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尚未实现盈利。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

所对二十三魔方 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

并取得大信川审字[2017]第 00283号审计报告。 

 



本次投资完成后，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人民币万元） 

1 周  坤 47.0767 24.97% 货币 

2 王  勉 17.3148 9.18% 货币 

3 宁波丰厚 21.6931 11.50% 货币 

4 福州丰厚 4.1483 2.20% 货币 

5 成都奇点 6.4224 3.41% 货币 

6 胡嘉林 2.6455 1.40% 货币 

7 员工持股平台 32.3111 17.14% 货币 

8 雅惠医疗 7.6682 4.07% 货币 

9 雅惠鑫润 18.3029 9.71% 货币 

10 合源雅惠 6.8385 3.63% 货币 

11 汉王启创  7.6681 4.07% 货币 

12 汉王科技 16.4707 8.74% 货币 

总计 188.5603 100.00% - 

注：公司与上述股东中的汉王启创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根据交易安排分别签署以下协议： 

1.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汉王科技以 350 万元受让成都二十三魔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即：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 2.5%股权。 

2）员工持股平台自行承担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全部税款。 

2.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注册资本：二十三魔方新增注册资本 27.5298 万元，增资到

位后，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61.0305 万元增加到 188.5603 万元。 

2）投资方式：各投资方以货币增资方式向二十三魔方总计投资

人民币 3650 万元，获得全面摊薄基础上二十三魔方 14.60%的股权。 

3）投资方案：在满足本协议所述投资前提条件下，投资方对融

资方以增资方式进行投资，其中： 

汉王科技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1650 万元，其中 12.4450 万

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1637.5550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雅惠鑫润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800 万元，其中 6.0339 万元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793.9661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合源雅惠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500 万元，其中 3.7712 万元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496.2288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福州丰厚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550 万元，其中 4.1483 万元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545.8517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成都奇点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150 万元，其中 1.1313 元计

入公司注册资本，148.8687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4）本协议各方确认，投资完成后融资方各股东所占股权比例为：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实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1 周  坤 47.0767 24.97% 47.0767 货币 

2 王  勉 17.3148 9.18% 17.3148 货币 

3 宁波丰厚 21.6931 11.50% 21.6931 货币 

4 福州丰厚 4.1483 2.20% 4.1483 货币 

5 成都奇点 6.4224 3.41% 6.4224 货币 

6 胡嘉林 2.6455 1.40% 2.6455 货币 



7 员工持股平台 32.3111 17.14% 32.3111 货币 

8 雅惠医疗 7.6682 4.07% 7.6682 货币 

9 雅惠鑫润 18.3029 9.71% 18.3029 货币 

10 合源雅惠 6.8385 3.63% 6.8385 货币 

11 汉王启创  7.6681 4.07% 7.6681 货币 

12 汉王科技 16.4707 8.74% 16.4707 货币 

总计 188.5603 100.00% 188.5603 - 

注：公司与上述股东中的汉王启创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董事会席位。融资方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7 名，其中，雅

惠基金（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合称“雅惠基金”）、宁波

丰厚和汉王科技有权各委派一名董事（“投资方提名董事”），管理

层股东有权委派四名董事（“管理层股东提名董事”），董事由股东

会选举产生，各方同意在选举董事的股东会会议上将投票赞成投资方

和管理层股东提名的上述候选人当选。未经投资方同意，融资方股东

会不得撤销投资方提名董事。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由公司及其他共同投资方与二十三魔方共同协商确定。

合同的签署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基因包含大量的生物特征信息，基因检测及基因大数据解读是人

工智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应用场景，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技术应用。

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个人基因检测和数据解读服务成为一种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5%9F%BA%E5%9B%A0%E6%A3%80%E6%B5%8B


可以被消费的产品。二十三魔方是消费级基因检测公司，从现阶段市

场状况来看，二十三魔方的产品在市场推广、数据解读、成本控制、

销量、影响力等方面，处于相对优势位置。本次投资是公司对 AI、

大数据及基因科技相结合的重要布局。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存在的风险 

公司在对外投资的项目选择、投资标准、项目决策等方面会秉承

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展开相关工作，但是由于二十三魔方的消费级基因

检测技术及产品进入消费者市场时间较短，虽然产品销量增长较快，

但依然处于培育与开拓期，同时创业型公司受其自身经营管理、产业

政策变化及技术竞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够高效、顺利运营并

达成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

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一致同意将该项

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进行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理由合理、充分，相关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通过收购部分老股

和认缴部分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投资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08 月 0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