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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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

司”或“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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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对贝瑞基因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7 年 11 月 17 日，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巨潮咨询

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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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080），公告显示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独家经

销权授予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和瑞”）。为了保障福建和

瑞拥有开展肿瘤业务的一体化资源，公司拟将子公司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贝瑞”）持有的基因检测平台福建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检验所”）70%的股权转让给福建和瑞。 

2018 年 8 月 21 日，北京贝瑞、福州汉兴景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兴景和”）与福建和瑞签署了《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州汉兴景和

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福建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福建和瑞分别出资

26,000,000.00 元、11,142,857.14 元购买北京贝瑞和汉兴景和分别持有的福建检验

所 70%、3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福建检验所主营业务为以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基础的基因检测服务。本次股权

转让是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独家授予福建和瑞后，为使福建和瑞拥有开展肿瘤业

务的基因检测平台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 

2、本次交易中，贝瑞基因董事 ZHOU DAIXING（周代星）先生、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监事周瑔先生在福建和瑞的任职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ZHOU DAIXING（周代星）

先生、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已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2.5 条的规

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7 号研发楼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 4 号院 4 号楼 8 层 

5、法定代表人：周珺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MA2YGW0C46 

7、主要股东：珠海君联嵘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市贝瑞和康基

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博裕景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

和瑞君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思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珠海思礼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一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启明融信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疗用品及器材

零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生

物科技设备租赁；医学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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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营业务：以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基础的癌症项目检测 

10、注册资本：人民币 3,400 万元 



11、历史沿革： 

（1）福建和瑞系由贝瑞基因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贝瑞基因持有福建和瑞 100%股权。 

（2）2017 年 12 月 12 日，平潭和瑞君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

购福建和瑞 34%的股权，认购完成后，福建和瑞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6.00% 

平潭和瑞君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0% 

合计 100.00% 

（3）2018 年 5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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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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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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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福建和瑞增资，贝瑞基因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认

缴权，增资完成后，福建和瑞注册资本为 3,4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1 珠海君联嵘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94% 

2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41% 

3 博裕景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5% 

4 平潭和瑞君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5 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2% 

6 珠海思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18% 

7 珠海思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18% 

8 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一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41% 

9 苏州启明融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1% 

合计 100.00% 

12、福建和瑞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31,922,993.89 12,245,321.16 

非流动资产 30,177,810.93 12,448,130.36 

资产总额 362,100,804.82 24,693,451.52 

流动负债 6,817,321.05 16,744,868.41 

负债总额 6,817,321.05 16,744,868.41 

所有者权益总额   355,283,483.77 7,948,583.11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3,121,234.31 2,749,340.24 

净利润 -52,665,099.34 -2,051,416.89 

上述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3、关联关系说明：本次交易中，贝瑞基因董事 ZHOU DAIXING（周代星）

先生、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监事周瑔先生在福建和瑞的任职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名称：福建检验所 70%股权 

（2）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3）标的资产位于福建省长乐市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7 号研发楼。 

（4）标的资产成交价格：以北京贝瑞和汉兴景和就标的公司已经实缴出资

金额的基础上溢价 30%（即实缴出资额的 130%）进行定价，股权转让价格共计

37,142,857.14 元，其中标的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北京贝瑞支付 26,000,000.00 元、

向汉兴景和支付 11,142,857.14 元。 

2、标的公司概况： 

（1）标的公司名称：福建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17 日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福建省长乐市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7 号研发楼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0% 

福州汉兴景和投资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6）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

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

业；医学研究；健康咨询、健康管理(不含医疗行为)；技术检测；技术推广服务；



软件开发；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物业管理；医疗器械租赁；出租商业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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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501,579.70 324,197.04 

非流动资产 23,329,508.39 15,481,991.27 

资产总额 24,831,088.09 15,806,188.31 

流动负债 66,903.99 90,728.43 

负债总额 66,903.99 90,728.43 

净资产总额 24,764,184.10 15,715,459.88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12 月 

净利润 -951,275.78 -284,540.12 

上述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8）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原始股东北京贝瑞、汉兴景和合计持有其 100%

股权，该股权不存在瑕疵及权属受限的情况，原始股东已放弃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优先受让权。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2.5 条的规

定，本次交易无需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者审计。 

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将由福建和瑞承担，标的公司将

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不存在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

司理财以及该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金额以北京贝瑞和汉兴景和就标的公司已经实缴出资金额的基础

上溢价 30%（即实缴出资额的 130%）确定，其定价参考了标的公司目前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本次交易的商业条款，结合福建和瑞在获得检测平台后的未

来发展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各投资者通过协商就本次交易的定价达成一

致，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福建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全体股东 

甲方一：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 4 号院 5 号楼 8 层 801 

法定代表人：高扬 

甲方二：福州汉兴景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长乐市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7 号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林亮 

乙方（受让方）：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7 号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周珺 

2、本次股权转让方案 

2.1 标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包括甲方

一所持有的 70%股权，以及甲方二所持有的 30%股权）及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所

有股东权利、权益及义务。 

2.2 标的股权实缴出资情况及出资义务转让 

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一、甲方二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以及履行

实缴出资义务情况具体如下（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或其他任何资料与本协议约定

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目标公司

股东 

持有目标公司

股权比例 

认缴目标公司出

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未实缴出资额（元） 

甲方一 70% 35,000,000.00 20,000,000.00 15,000,000.00 

甲方二 30% 15,000,000.00 8,571,428.57 6,428,571.43 

合计 100% 50,000,000.00 28,571,428.57 21,428,571.43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中，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标的包括了各甲方尚未就标

的股权实缴出资部分的出资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股权尚未实缴出资

部分的出资义务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再承担前述出资义务。 

2.3 交易价格 

经协商，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在各甲方就标的股权已经实缴出



资金额的基础上溢价 30%（即实缴出资额的 130%）进行定价，股权转让价格共

计 37,142,857.14 元，其中乙方应向甲方一支付 26,000,000.00 元，乙方应向甲方

二支付 11,142,857.14 元。 

2.4 交易价款支付进度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进度如下： 

（1）第一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一、甲方二

分别支付其应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向甲方一支付 13,000,000.00

元，向甲方二支付 5,571,428.57 元。 

（2）第二期：自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之日（以标的股权过户相关工商登记

变更手续办理完成为准，以下简称“股权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

方一、甲方二分别支付其应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中剩余的 50%，即向甲方一

支付 13,000,000.00 元，向甲方二支付 5,571,428.57 元。 

3、违约责任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任何一方出现单方终止本次股权转让或因可归责于一

方的原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无法开展或实施的违约情形的，违约方应当于本次股

权转让终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对于不同主体出现本条

约定的违约情形，违约金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如下： 

甲方一出现本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的，甲方一应向乙方支付其应收取的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的 20%（即 5,200,000 元）作为违约金，甲方一无需向甲方二支付违

约金。 

甲方二出现本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的，甲方二应向乙方支付其应收取的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的 20%（即 2,228,571.43 元）作为违约金，甲方二无需向甲方一支付

违约金。 

乙方出现本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应分别向甲方一、甲方二支付其各自

应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20%作为违约金。特别的，如乙方仅对甲方一或甲

方二的其中一方违约的，则乙方仅需向其违约的相对方支付前述违约金。 

4、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为本次股权转让过渡期，

过渡期内，甲方保证以正常方式经营运作目标公司，保持目标公司处于良好的经

营运行状态，且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以转让、质押、托管等任何方式处分其



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表决权、收益权等全部权益，亦不得在其所

持目标公司股权上设定任何权利负担。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发生的损益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 

5、本协议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签署，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董事 ZHOU DAIXING（周

代星）先生、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和监事周瑔先生同时在福建和瑞

担任董事，未来公司将可能与福建和瑞发生关联交易，具体情况以预计该等事项

发生前提交给董事会的审议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与福建和瑞产生

同业竞争且交易成后能够与其控股股东及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本

次交易福建和瑞将以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福建检验所 100%股权；本次交易涉及北

京贝瑞持有的北京检验所股权转让的情形，但不涉及高层人事变动。 

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影响 

1、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福建检验所主营业务为以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基础的基因

检测服务，是开展基因检测的平台型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是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

独家授予福建和瑞后，为使福建和瑞拥有开展肿瘤业务的基因检测平台而进行的

资源重新配置。 

2、交易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福建检验所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中，福建检验所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占公司实现净利润的-0.65%，占比较

少，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交易中，公司通过在基因检测行业的领先地位和资源优势，将福

建检验所股权转让给福建和瑞，能为福建和瑞开展肿瘤业务提供检测平台支持，

最大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与福建和瑞累计已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879万元，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无发生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已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鉴于：1）肿瘤基因检测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且检验所能为开展肿

瘤基因检测提供平台支持；2）本次股权转让是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独家授予福

建和瑞后，为使福建和瑞拥有开展肿瘤业务的基因检测平台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

置。本次股权转让充分考虑了福建检验所现阶段及未来发展的前景，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股权转让是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独家授予福建和瑞后，为使福建

和瑞拥有开展肿瘤业务的基因检测平台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 

（2）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福建检验所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中，

福建检验所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占公司实现净利润的-0.65%，占比较少，

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本次交易中，公司通过在基因检测行业的领先地位和资源优势，将福

建检验所股权转让给福建和瑞，能为福建和瑞开展肿瘤业务提供检测平台支持，

最大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3）本次交易金额以北京贝瑞和汉兴景和就标的公司已经实缴出资金额的

基础上溢价 30%（即实缴出资额的 130%）确定，其定价参考了标的公司目前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本次交易的商业条款，结合福建和瑞在获得检验所平台

后的未来发展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各投资者通过协商就本次交易的定价

达成一致，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九章 应披露的交易”、

“第十章 关联交易”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 ZHOU DAIXING（周代

星）先生、WANG HONGXIA（王宏霞）女士已回避对本次交易的表决，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是贝瑞基因将肿瘤业务独家授予福建和瑞后，为使福建和瑞拥

有开展肿瘤业务的基因检测平台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能为福建和瑞开展肿瘤

业务提供检测平台支持，最大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其定价系各投资者根

据平等、自愿原则，结合福建和瑞在获得检验所平台后的未来发展前景，参考了

标的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本次交易的商业条款后通过协商达成一

致。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对上市公司业

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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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范运作的要求，已履行必要的法律

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规定。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董军峰                   曾宏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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