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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孙公司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1 月 15 日，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基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孙

公司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

预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科技”）

的参股子公司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业医疗”）拟改制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康业医疗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 09月 18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307号 1510 房 

法定代表人：彭建 

注册资本：117.64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Ⅱ类 6870 软件，Ⅱ类 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

器具，Ⅱ类 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Ⅱ类 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Ⅱ类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Ⅱ类、Ⅲ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 6833 医用核素设备，Ⅱ类 6832 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Ⅱ类 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Ⅱ类 6830医用 X射线设

备，Ⅱ类 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Ⅱ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Ⅱ类 6825 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Ⅱ类、Ⅲ类 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Ⅱ类、Ⅲ类 6823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Ⅱ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Ⅱ类 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诊

断试剂除外）（以上项目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生产：Ⅱ类 6821 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II 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II 类 6825 医用高频

仪器设备，Ⅲ类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II 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由

分公司办照经营，按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

普通机械及配件，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环保产品；电子设

备的研发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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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业医疗与公司关系：康业医疗是达安基因参股孙公司，其中达安基因全资

子公司达安科技持有康业医疗 13%的股权、达安基因孙公司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康业医疗 2%的股权、其他 2名股东合计持有康业医疗 85% 的

股权。  

    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  

    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09 月 18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其中：陈晓华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陈晓峰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2、变更沿革 

    2007年 10月 18日，康业医疗股权转让，转让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

其中：陈晓华以人民币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彭建以人民币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2015 年 12 月 3 日，康业医疗股权转让，转让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117.64 万

元，其中：陈晓华以人民币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2.5%；彭建以人民币

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2.5%；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出

资 15.29万，占注册资本的 13%；广州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出资 2.35

万，占注册资本的 2%； 



 

2017 年 2 月 27 日，康业医疗股权转让，转让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117.64 万

元，其中：陈晓华以人民币出资 38.23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5%；彭建以人

民币出资 61.76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2.5%；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

人民币出资 15.29万，占注册资本的 13%；广州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出资 2.35万，占注册资本的 2%。 

2017 年 12 月 15 日，康业医疗股权转让，陈晓华将所持有的康业医疗 10%

的股份转让给彭建。股权转让后注册资本为 117.64 万元，其中：陈晓华以人民

币出资 26.47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2.5%；彭建以人民币出资 73.528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62.5%；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出资 15.29万，占注

册资本的 13%；广州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出资 2.35 万，占注册资本

的 2%。 

二、康业医疗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度/2017 年 11月 30日 2016年度/201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8,091,238.09 29,222,101.11 

净资产 1,770,080.43 700,606.11 

营业收入 7,588,661.77 15,135,843.44 

净利润 -1,930,525.68 133,377.08 

（该数据已经审计。） 

 

三、核心业务及同业竞争介绍 

康业医疗主营产品为主要以妇科疾病诊断治疗设备为主导产品，产品有体外

短波热疗仪、红外乳腺检查仪、微波多功能治疗仪、数码电子阴道镜、中频妇科

治疗仪等八大系列三十多个品种。康业医疗主营业务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

况，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核心业务。康业医疗新三板挂牌，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四、改制、挂牌方案介绍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国众联评报字



 

（2017）第 2-1315 号《广东康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

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广东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 2,888.9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632.12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 256.83 万元人民币。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

号为中喜专审字[2017]第 1234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广东

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8,091,238.09 元、负债为

26,321,157.66 元、净资产为 1,770,080.43 元。公司的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

广东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此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按照不高于上述净资产的

数额折股，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117.64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均

为普通股，剩余部分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变更完毕后，康业医疗的股东成为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股权比例不

变。同时，原来康业医疗的一切债权债务和一切权益义务均由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康业医疗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后，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五、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申请挂牌的原因  

康业医疗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其进一步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影响力，完善激励制，稳定和吸

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不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  

鉴于康业医疗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且康业医疗的业务、资产规模相对公司业

务、资产规模偏小，康业医疗股票挂牌后，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

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2）不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均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康业医疗与公司其他业务

板块之间保持业务独立性，康业医疗股票挂牌转让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



 

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同时康业医疗股票挂牌后，有利于树立企业品牌，

促进市场开拓。因此，康业医疗股票挂牌转让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持续

盈利能力。  

（3）康业医疗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提升上

市公司持有资产的价值，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六、其他事项  

1、独立性、完整性说明  

康业医疗具有独立的业务体系，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本公

司的其他企业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1）业务独立 

康业医疗具有独立的业务体系，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本公

司的其他企业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1）业务独立 

康业医疗主要研发、生产、销售体外短波热疗仪、红外乳腺检查仪、微波多

功能治疗仪、数码电子阴道镜、中频妇科治疗仪。本公司与康业医疗存在一定的

业务往来，但相互不存在依赖，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2）资产独立 

康业医疗拥有经营所需的货币资金及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资产独

立于本公司资产，与本公司产权关系明确，资产独立。 

（3）人员独立 

康业医疗独立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独立承担员工薪资福利，并建立了独立

的员工考核、管理、薪酬等人事管理制度，人员独立。  

（4）财务独立 

康业医疗依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

和财务管理制度。康业医疗设置财务部，是独立的财务、会计机构。康业医疗拥

有独立银行账户，开立有独立的基本存款账户，不存在与本公司或者任何其它单

位或个人共享银行账户的情形。康业医疗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

务，财务独立。 



 

（5）机构独立 

康业医疗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机构场所，不存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

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股份制改革后，康业医疗将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并制定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各机构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独立决策。康业医疗建立了适合自身经营所需的独立完整的

内部管理机构，机构独立。   

2、是否涉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也不存在未完成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而也不涉及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入康业医疗的情

形。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参股孙公司康业医疗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有利

于康业医疗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

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

略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康业医疗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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