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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完成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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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的基本情况概述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

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35,897.35

万元（以下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向子公司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上海华

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石家庄华大医学检验实

验室有限公司、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及使用募集资金 5,296.37 万元

向子公司深圳华大医学检验实验室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其中，增资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青岛华大基因检测试剂生产及基因检测服务项目的

实施主体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增资 66,849.48 万元，其中 5,000.00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61,849.4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子公司青岛青西华大

基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5,0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0 万元。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上

海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 5,868.54万元，其中 1,20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4,668.5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子公司上海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从 800.00 万元增加至 2,000.00 万元。 

3、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天津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建设项目和生物样本库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 22,467.02 万元，其中

3,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9,467.0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子公司天

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 



4、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石家庄医学检验解决方案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石家庄华大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增资 3,176.31 万元，其中 500.00 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2,676.3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子公司石家庄华大医学检

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1,500.00 万元增加至 2,000.00 万元。 

5、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云数据处理系统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武汉华大医学

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 37,536.00 万元，其中 1,0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6,536.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子公司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从 10,000.00 万元增加至 11,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二、增资的完成情况 

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对上述子公司的增资事项。近日，上述子公司完成了注册

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相关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上述子公司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1、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对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变更后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3QBXL0X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志卫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8 日 

住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横云山路 2 号 2 号楼 609

室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临床检验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械技术开发、

制造、批发、零售；健康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

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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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2、上海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对上海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80011374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汪航 

成立日期 2013 年 9 月 29 日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3399 弄 26号楼第 7层 

经营范围 

营利性医疗机构，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实验室仪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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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60% ；上海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0%；公司持

有上海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3、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对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433780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倪培相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9 日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80 号空港商务园东区 3

号楼 201-1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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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实验分析仪器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80% ；天津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公司持

有天津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4、石家庄华大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对石家庄华大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

政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石家庄华大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1MA0D0QQW7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立见 

成立日期 2018 年 11 月 27 日 

住所 石家庄高新区太行南大街 197 号智同药谷四号楼 

经营范围 

医学检验科：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

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医疗器械、实验室仪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

售；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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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5、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对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变更后相关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9105283X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锐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17 日 

住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项目 B、

C、D 区研发楼B2 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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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医疗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实验分析仪

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旧车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公司持股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