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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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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科技”或“公司”）参

股公司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三魔方”

或“参股公司”）启动 B 轮融资，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400 万元人

民币，通过认缴部分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向二十三魔方进行增资，对

应此次交易可获的股权比例为 2.9787%。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二十三魔方 9.8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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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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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二十三魔方增资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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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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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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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的背景情况 

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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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项交易，公司持有二十三

魔方 8.74%的股权，成为二十三魔方的股东。 

近期，二十三魔方启动 B轮融资，根据相关协议条款约定，公司

作为 A+轮投资人对新增注册资本享有优先认缴权人的特别权利，经

过内部讨论及充分考虑后，公司拟对二十三魔方进行增资。 

三、本次增资的具体情况概述 

1、关联方及其他投资方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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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 5 号楼三层 318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840850D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秋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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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启创为二十三魔方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汉王启创发生关联交易。 

2）参与本次增资的其他投资方情况 

①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经纬”）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星港路 618 号主楼 1 层众



创空间 B区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801UNXJ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麦奇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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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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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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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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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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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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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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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拟增资的参股公司情况 

1）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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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319859750 

法定代表人:周坤 

注册资本：188.5602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年 0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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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用户数已突破十万。 

2）参股公司的业绩情况 

截止到 2017 年 12月 31 日，参股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2,579.18 353.44 2,225.74 1,107.29 -582.81 

2017年 5,586.89 904.43 4,682.47 2,649.83 -1,293.69 

注：2016年度数据为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7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本次增资前后参股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增资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周坤 423,627 

王勉 210,860 

成都二十三魔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3,112 

成都奇点 64,223 

雅惠鑫润 183,029 

合源雅惠 68,384 

汉王启创 76,681 

汉王科技 164,707 

其他投资方 370,979 

合计 1,88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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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增资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周坤 423,627 

王勉 210,860 

成都二十三魔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3,112 

成都奇点 79,512 

雅惠鑫润 259,472 

合源雅惠 83,673 

汉王启创 76,681 

汉王科技 236,054 

经纬 331,254 

其他投资方 370，979 

合计 2,3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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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安排 

1）注册资本：二十三魔方新增注册资本 509,622 元，增资到位

后，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88.5602 万元增加到 23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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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万元，获得全面摊薄基础上二十三魔方 21.2776%的股

权。 

3）增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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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6,500万元，其中33.1254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6,466.874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汉王科技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1,400 万元，其中 7.1347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1,392.865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雅惠鑫润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1,500 万元，其中 7.6443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1,492.35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合源雅惠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300 万元，其中 1.5289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298.47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成都奇点以货币形式对融资方投资 300 万元，其中 1.5289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298.47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增资款缴付。投资人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缴付增资款。 

5）生效时间。增资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协议其他条款，以实际签署文件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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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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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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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是在公司看好

AI、大数据及基因科技相结合领域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的重要布局。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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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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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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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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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一致同意将该项

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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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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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400 万元人民币通过认缴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的方式对参股公司成都二十三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02 月 0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