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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之补充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瑞基因”、“公司”、

“我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放弃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码：

2017-080），为了广大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交易的有关情况，现对此事项作如

下补充公告：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本次交易的背景 

目前，贝瑞基因的业务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NIPT）为主，NIPT相关的产品

及服务收入为贝瑞基因的主要收入。2014至2017年1-10月，贝瑞基因的NIPT相关

收入占比分别为88.17%、72.44%、87.10%和78.53%。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108号

评估报告，贝瑞基因的肿瘤分子检测服务收入在2018年至2024年（预测年度）的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预测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肿瘤业务收入 521.18 625.59 713.14 812.99 926.96 1,056.83 1,204.55 

肿瘤业务成本 436.81 529.96 605.43 685.14 774.98 881.29 1,004.38 

肿瘤业务毛利 84.37 95.63 107.71 127.85 151.98 175.54 200.17 

主营业务收入 177,748.35  205,489.00  231,838.60  252,056.16  270,119.08  288,244.65  151,408.21  

肿瘤业务收入占比（%） 0.29 0.30 0.31 0.32 0.34 0.37 0.80 

由上表可见，贝瑞基因2018年至2024年预测的肿瘤分子检测服务收入规模及

占比均较低，其中收入规模仅占同期贝瑞基因主营业务收入的约0.29%至0.80%，

占比较小（以上数据未经审计），这是由于肿瘤业务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

费用和配套运营费用，此外，鉴于肿瘤业务的市场和相关政策尚未成熟，大规模

投入开展该业务存在研发失败及销售情况不及预期的潜在风险，可能显著增加贝

瑞基因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肿瘤基因检测业务（以下简称“肿瘤业务”）领域，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被认为是治疗肿瘤的最佳方法，基因检测可以用于肿瘤的风险评估、早筛、复

发监控等环节，肿瘤早期的临床检测与筛查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2）本次交易的目的 

在肿瘤业务上，贝瑞基因主要依托“昂科益”系列产品，该产品是以cSMART

技术为基础的肿瘤分子检测服务，根据肿瘤疾病种类对应不同肿瘤分子检测项目。

目前主要为非小细胞肺癌无创靶向用药检测，其检测范围可覆盖《NCCN指南：非

小细胞肺癌》建议检测的多种基因，检测结果为选择对应的靶向药物治疗提供精

确指导。 

为尽快实现肿瘤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避免肿瘤业务的研发、市场拓展对贝

瑞基因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贝瑞基因与福建和瑞、福建和瑞投资人签署了《增

资协议》及其附属协议。上述协议约定，福建和瑞的增资款项主要用于肿瘤早诊

的研发投入以及其他肿瘤业务的经营性投入，贝瑞基因通过独家授权经销的方式

对肿瘤业务进行整合和衔接，将有望提高肿瘤业务的拓展能力，增强其在肿瘤基

因检测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贝瑞基因有权根据福建和瑞后续肿瘤业务的研发及

业务发展情况决定是否收购福建和瑞其他股东所持福建和瑞股权，在风险可控的

条件下享受福建和瑞未来发展的收益。 

（3）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目前肿瘤业务仍处于市场开拓的初步阶段，肿瘤业务的研发、拓

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长的研发周期，这将显著增加贝瑞基因的经营风险和

财务风险。与贝瑞基因不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背靠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

该等风险投资机构拥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实力及丰富的投资经验，更能

够承担肿瘤业务持续大量投入的成本及研发失败、销售情况不及预期的潜在风险。

因此，本次交易有助于福建和瑞获得发展肿瘤业务的资金，有助于贝瑞基因避免

上述潜在风险。 

（4）本次交易的合理性 

为使福建和瑞获得开展肿瘤业务的条件，《增资协议》及其附属协议约定，

贝瑞基因拟指定福建和瑞作为贝瑞基因肿瘤业务在中国大陆范围的独家经销商

（授权有效期为自协议生效起5年），并拟将其与肿瘤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无偿



许可给福建和瑞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自协议生效至交割日起届满5年排他地用

于经营肿瘤业务，许可期限为永久；同时，贝瑞基因拟将其拥有的肿瘤业务相关

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转让给福建和瑞，福建和瑞将以现金8,699,347.94元人民币购

买上述资产。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瑞基因将拥有未来购买福建和瑞其他股东持有的

福建和瑞股权的权利，获得通过福建和瑞拓展肿瘤业务市场、渠道的潜力，并保

障贝瑞基因肿瘤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平衡肿瘤业务发展带来的收益和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方案参考了福建和瑞目前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及交易

双方认可的商业条款，结合福建和瑞在获得贝瑞基因独家经销权及相关资产后的

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达成一致，贝瑞基因放弃增资权利并获

得自主的选择性回购权利，交易方案合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 

二、本次交易对贝瑞基因主营业务的影响 

鉴于肿瘤业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贝瑞基因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较为看好福建和瑞的发展前景，交易各方在《股东协议》中约定，

若届时福建和瑞研发进展及业务发展情况良好，贝瑞基因从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的角度，将会行使收购福建和瑞其他股东所持福建和瑞股权的权利；若届

时福建和瑞研发进展及业务发展情况不达预期，巨额研发投入将产生巨额亏损，

则福建和瑞将面临不能持续经营并清算的风险。 

本次交易安排，能更好地贯彻公司主要业务发展规划，有助于贝瑞基因提升

肿瘤业务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规避潜在风险，本次交易结构的设计正是贝瑞基因开

展肿瘤业务的方式，保障了贝瑞基因的主营业务的前后一致性。 

三、福建和瑞股权回购价格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贝瑞基因2017年11月17日披露的《关于放弃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第六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第

（二）款“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第3点“贝瑞基因未来收购福建和瑞股权的权

利”的规定，福建和瑞本次交易股权回购价格主要参考了肿瘤业务的未来发展前

景及企业融资的商业惯例与商业谈判情况。一方面，肿瘤早期的临床检测与筛查

被认为是基因检测市场潜力巨大的板块。根据UBS的研究报告，目前肿瘤分子检



测与诊断领域的市场规模为10亿美元，潜在市场规模为230亿美元，将成为基因

测序行业最大规模的细分市场。我国肿瘤分子检测与诊断尚处于发展初期，根据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我国肿瘤发病率为

285.91/10万，现阶段国内肿瘤业务仍处于市场开拓和技术研发阶段，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本次福建和瑞的投资者包括珠海君联嵘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博裕景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启明融信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一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启明创投或启明创投指定的投资人关联方、珠海思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珠海思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均为市场上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我公司、

福建和瑞在与上述投资人进行一系列的商业谈判的过程中，参考了投资人的投资

习惯及其他商业惯例。最终，在充分考虑研发投入失败的风险、市场风险、商业

惯例等综合考虑下，交易各方约定了福建和瑞股权回购价格，取得了本次交易中

交易各方（包含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的一致认可。 

四、贝瑞基因未来行使福建和瑞股权回购权将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贝瑞基因行使收购权的，收购对价的具体支付方

式由贝瑞基因与被收购方共同协商，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贝瑞基因发行证券或前

述两种方式结合。 

考虑到贝瑞基因未来行使收购权的时点至少在交割日的 49 个月之后，同时

目前亦无法确定届时收购对价的具体支付方式，如贝瑞基因未来行使收购权的，

贝瑞基因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如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或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贝瑞基因

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如收购事项依法需经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的，贝瑞基

因将依法将收购事项提交有权机构审核。同时，如福建和瑞在股权收购期间仍保

持目前的股东构成，则收购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贝瑞基因将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履行关联交易相关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关联董事

/关联股东在审议收购事项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对与肿瘤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无偿授予福建和瑞使用的原因与

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以及知识产权清单列表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贝瑞基因独立董事对公司将与肿瘤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以下简称“指定知

识产权”）许可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和瑞”）使用相关

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指定知识产权，是贝瑞基因经过不断立项、研发、申请取得，将指定知识产

权许可福建和瑞使用，不仅能降低福建和瑞经营肿瘤业务的专业技术稀缺壁垒，

确保福建和瑞肿瘤业务开展的完整性，也为肿瘤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同时，指定知识产权许可所包括的知识作为福建和瑞肿瘤业务的基础性知识

之一，还需要福建和瑞投入巨资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研发和临床试验，其研发的

难度较大，属于世界前沿的研发项目，是否能够成功尚未可知，现阶段其并不单

独构成一项服务和资产，无法预计其未来带来的经济利益。且贝瑞基因肿瘤相关

的指定知识产权是基于贝瑞肿瘤业务的技术路线研究、开发取得，具有较强的专

属性。为确保肿瘤业务开展的完整性，经过本次增资交易各方协商一致，贝瑞基

因将指定知识产权无偿许可福建和瑞使用能反映现阶段知识产权的价值和属性，

贝瑞基因无偿许可知识产权并获得自主选择回购福建和瑞其他股东股权的权利

具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贝瑞基因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指定知识产权清单如下： 

序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国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有效期 

1 发明 中国 

片断 DNA 检测方法、片

断 DNA 检测试剂盒及其

应用 

201280

003508

6 

2012-7-11 20 年 

2 发明 美国 
片断 DNA 检测方法、片段

DNA 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14/347

，113 
2014-3-25 20 年 

3 发明 中国 
片断 DNA 检测方法、片断

DNA 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201280

003508

.6 

2012-7-11 20 年 

4 发明 中国 
片断 DNA 检测方法、片断

DNA 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201710

862175

.7 

2012-7-11 20 年 

5 发明 中国 
一种无创癌症检测方法及

其试剂盒 

201310

547104

.X 

2013-11-4 20 年 



序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国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有效期 

6 发明 香港 
一种无创癌症检测方法及

其试剂盒 

151106

53.0 

2015-10-2

8 
20 年 

7 发明 中国 
一种无创检测 EGFR 基因

突变的方法及试剂盒 

201310

756037

.2  

2013-12-3

1 
20 年 

8 发明 香港 
一种无创检测 EGFR 基因

突变的方法及试剂盒 

151106

54.9 

2015-10-2

8 
20 年 

9 发明 美国 
一种无创检测 EGFR 基因

突变的方法及试剂盒 

15/109,

308 

2014-12-1

6 
20 年 

10 发明 欧洲 
一种无创检测 EGFR 基因

突变的方法及试剂盒 

148772

82.5 

2014-12-1

6 
20 年 

11 发明 中国 

一种用于构建ALK基因融

合突变检测文库的方法和

试剂盒 

201510

205654

.2  

2015-4-22 20 年 

六、独立董事对与肿瘤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转让给福建和瑞定

价的合理性与公允性发表的独立意见，以及固定资产列表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贝瑞基因独立董事对公司将与肿瘤业务相关的部分固定资产（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转让给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和瑞”）相关事

宜（以下简称“本次资产转让”）发表如下意见： 

标的资产均为目前与肿瘤业务相关的在用资产，资产组合经过前期购建、调

试、运营及不断调整更新，已具备与肿瘤业务发展相关的完整度、成熟度、专属

度。因此，鉴于贝瑞基因已授予福建和瑞肿瘤业务产品及服务的经销权，本次资

产转让有助于福建和瑞经营肿瘤业务，确保肿瘤业务开展的完整性，是兼顾成本

效率的合理选择。 

贝瑞基因转让标的资产的主要目的是便于福建和瑞经营肿瘤业务，并不是为

单独出售标的资产获得额外收入，标的资产均为外购设备，价格透明，折旧率基

本反映了转让市价。因此，经交易各方公平、自愿协商，标的资产转让价格在确

认已使用期的折旧后，按账面价值计量，转让价格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损

害贝瑞基因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标的资产清单如下： 

序号 
资产

类别 

设备

名称 

原值（人民币/

元） 

净值（人民币

/元） 

转让价格（人

民币/元） 
取得时间 成新率 



七、贝瑞基因未来涉及福建和瑞的信息披露安排。 

1、福建和瑞未来与贝瑞基因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经销协议》，未来，我公司与福建和瑞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我公司将

根据《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等的要求，采取年初

预测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及临时提请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偶

发性关联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及时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 

2、其他事项的信息安排 

若未来福建和瑞发生其他事项，如《上市规则》中第九章、第十一章所述重

大事件，或者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发生第十章所述的有关交易，可能对上市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我公司将对福建和瑞发生的相关事

项参照《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视同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

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1 设备 
测 序

仪 
6,438,837.46 5,524,530.55 5,524,530.55 2016.07 85.80% 

2 设备 

测 序

系 统

辅 助

设备 

4,366,659.11 2,956,504.90 2,956,504.90 2016.01 67.71% 

3 设备 
计 算

机 
174,327.69 111,677.92 111,677.92 2016.02 64.06% 

4 设备 
办 公

用品 
149,466.89 106,634.57 106,634.57 2016.03 71.34% 

合计 11,129,291.15 8,699,347.94 8,699,34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