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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元码基因股份 /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申请挂牌

主体/股份公司 
指 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元码基因有限 指 
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元码基

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达孜易禾 指 达孜县易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医讯和康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医讯和康医疗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济南元普 指 济南元普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雅惠鑫润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鑫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雅惠医疗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医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合源雅惠 指 珠海合源雅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跃波 指 天津跃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雅惠鑫汇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鑫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华仁创投 指 青岛华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仁配送 指 青岛华仁医药配送有限公司 
元码检验所 指 北京元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苏州元码 指 元码基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元码基因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元码基因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报告期 指 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合资协议书》 指 
田埂、王亚丁、吴婷婷、梁羽、邓朝阳、华仁配

送及华仁创投于2014年10月24日签订的《合资协

议书》 
《A轮投资协议》 指 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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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惠医疗及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年9月6日签订的《元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投资协议》 

《A轮补充协议》 指 

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创投、

雅惠医疗、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

源雅惠及医讯和康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元

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 

《A轮中止协议》 指 

元码基因及达孜易禾、济南元普、雅惠医疗、雅

惠鑫润、合源雅惠、医讯和康于2017年6月15日
签订的《元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之中止协议》 

《B轮投资协议》 指 

元码基因股份、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普、

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于

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B轮投资协议》 

《B轮中止协议》 指 

元码基因股份、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普、

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于

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B轮投资协议之中止协议》 

《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7月2日出具的《元码

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7]007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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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本所”或“我们”)接受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元码基因股份”)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项的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出具

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
具的《关于元码基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挂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

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相

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仅供公司为本

次申请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申报文件进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

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就反馈意见所涉及相关法律事宜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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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 

(一)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

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

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

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列入本次核查对象的名单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列入核查对象的原因 
1.  元码基因股份 公司 
2.  元码检验所 公司的子公司 
3.  苏州元码 公司的子公司 
4.  达孜易禾 公司的控股股东 

5.  田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总经理 
6.  吴婷婷 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 
7.  邓朝阳 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 
8.  赵国庆 公司的董事 
9.  欧阳明 公司的董事 
10.  张海鹏 公司的董事 
11.  侯维国 公司的董事 
12.  薛冰 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13.  丁雅坤 公司的监事 
14.  苏慧玲 公司的职工监事 
15.  米友茜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16.  王亚丁 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针对上述核查对象，本所律师进行了下列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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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 过 网 络 进 行 检 索 ， 包 括 ： 信 用 中 国 网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Index)、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gsxt.gov.cn/)、以及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务等相关

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 
 

（2） 核查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的书面声明承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3） 核查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包括：工商主管部门、公司行业主

管部门、税务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出具的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 
 

经核查，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上述核查对象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未发现上述核查对象

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

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公司及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

形，均不存在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前述主

体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

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的挂牌条件。 
 

(二) 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反馈回复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

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

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

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列入本次核查对象的名单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列入核查对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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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孜易禾 公司的控股股东 
2.  田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  医讯和康 公司控股股东达孜易禾的对外投资企业 

4.  
保定百恩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埂的对外投资企业 

5.  
北京金诺宝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埂的对外投资企业 

6.  
田埂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埂的配偶、年满 18 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根据公司说明及对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访谈，报告期末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为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资金占用，控股股东达孜易禾与实际控制人田埂出

具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如下：截至该

承诺函出具之日，达孜易禾、田埂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审核期间及挂牌后，达孜易禾、田埂及其关

联方仍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的规定，坚决预防和杜绝达孜易禾、田埂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情况发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资源，

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行为。达孜易禾与田埂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

企业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述承诺。达孜易禾与田埂及若违反上述承诺，

将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综上，本所认为，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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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

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

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

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

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

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

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

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

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

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有)。(2)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

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

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

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

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

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

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

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

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

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

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有)。 
 
答复：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经本所律师审阅《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已载明了“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

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

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

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

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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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

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

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

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等事项，具体如下： 
 

序号 事项 公司章程具体约定 
1.  公 司 股

票 的 登

记 存 管

机 构 及

股 东 名

册 的 管

理 

第十六条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集中登记存管。股东名册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登记机构监管要求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公司应将股东名册置备于公司，股东名

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

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

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2.  保 障 股

东 权 益

的 具 体

安排 

第二十九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

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

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

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

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财务会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

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权利。 
 
第三十条 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者

索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种类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

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3.  为 防 止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占 用

或 转 移

公 司 资

金 或 资

产 或 其

他 资 源

第三十六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

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

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

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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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具 体

安排 
第三十七条 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

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

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明显不公平

的条件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

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

资产；不得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不得无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

务。 
公司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商

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当严格按照有关

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

程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

司资产不被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

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

董事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4.  控 股 股

东 和 实

际 控 制

人 的 诚

信义务 

第三十六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

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

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

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5.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的 重 大

事 项 的

范 围 及

须 经 股

东 大 会

特 别 决

议 通 过

的 重 大

事 项 的

范围 

第三十八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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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审议批准本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担保事

项； 
(十二)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

公司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三)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四)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

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七十五条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发行公司债券； 
(三)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四)本章程的修改； 
(五)本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六)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总额超过公

司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七)股权激励计划；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

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6.  重 大 担

保 事 项

的范围 

第三十九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 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 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

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7.  董 事 会

对 公 司

治 理 机

制 及 公

司 治 理

结 构 进

第一百零二条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第一百零五条董事会须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

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

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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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讨 论

评 估 的

安排 
8.  公 司 依

法 披 露

定 期 报

告 和 临

时 报 告

的安排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

章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司公告及信息披露。 
 
第一百六十九条公司应当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布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 

9.  信 息 披

露 负 责

机 构 及

负责人 

第一百零四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

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十一)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修正案或新章程草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聘用或解聘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

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规定，以及

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第一百三十一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的

主要职责是推动公司提升治理水准，做好公司信息

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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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司董事会秘书为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如董事会秘书离职无人接替或因故不能履行

职责时，公司应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信息披露事务并披露。 
 
第一百七十条信息披露工作的具体事宜按照公司制

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执行。 
10.  利 润 分

配制度 
第一百五十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

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

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

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

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

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依法缴纳

所得税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按各方

在公司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 
11.  投 资 者

关 系 管

理 工 作

的 内 容

和方式 

第一百七十一条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中公司与投资

者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

规划、竞争战略、市场战略和经营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

公告和年度报告说明会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

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及变化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

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

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

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司可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沟通方式应尽可能便捷、有效，便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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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参与。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体现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地介绍和反映

公司的实际状况，避免过度宣传可能给投资者造成

的误导。 
 

第一百七十三条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具体事宜按

照公司制定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执行。 
 
第一百七十四条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投资者关系工

作，如董事会秘书离职无人接替或因故不能履行职

责时，公司应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负

责信息披露事务并披露。 
12.  纠 纷 解

决机制 
第一百九十五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涉及与本章程规定有关的纠纷，应当先

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  关 联 股

东 和 关

联 董 事

回 避 制

度 

第三十七条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

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明显不公平

的条件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

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

资产；不得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不得无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

务。 
公司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商

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当严格按照有关

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

程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

司资产不被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

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

董事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第七十七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应当

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参与股东大会的

股东均与审议的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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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无需回避，股东大会照常进行，但所审议的事项

应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的范畴以及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

露程序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 
 

第一百一十六条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

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

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

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

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的范畴、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露

程序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 
14.  累 积 投

票 制 度

(如有) 

无 

15.  独 立 董

事 制 度

(如有) 

无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对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审查后认为，该《公司章程》的制

订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其它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与《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相一致的内容。 
 
该章程规定了股东的各项权利，包括表决权、股份转让权、资料查阅

权、监督权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各项权利；明确规定了纠纷解决机制

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亦未对股东行使权利进行任何法律、

法规规定以外的限制，充分保护了股东的权利；符合《公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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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报告期股份转让与增资。请公司：(1)详细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历次

股份转让的原因，股权转让与增资的具体价格、金额情况，并结合相关背

景分析说明历次股份转让与增资价格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2)结合增资

价格、增资对象等详细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股权激励事项的具体情况及会

计处理。 

请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补充核查报告期股份转让与增资事项，就相关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就会计处理

及报表列报(尤其是股份支付)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发表明确意

见。 

 
答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包括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及增资的相关协

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及增资的相关支付凭证等文件，公司历次股权

转让及增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15 年 7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一次增资 
 

(1) 2015 年 2 月 4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决

议》，同意股东田埂将其持有的元码基因有限的 0.01%股权(0.0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股东达孜易禾；同意华仁配送以货币方式向元

码基因有限增资 2,494 万元，其中 244.898 万元作为元码基因的新

增注册资本，剩余 2,249.102 万元计入元码基因有限的资本公积金；

同意华仁创投以货币方式向元码基因有限增资 156 万元，其中

15.306 万元作为元码基因的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140.694 万元计

入元码基因有限的资本公积金；同意将元码基因有限的注册资本

由 250 万元增至 510.204 万元。 
 

(2) 2015 年 2 月 4 日，田埂与达孜易禾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同意田埂将其持有的元码基因有限的 0.01%股权(0.025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达孜易禾，转让价款为 0.025 万元。根据达孜易禾提供

的凭证，达孜易禾已将上述 250 元转让款支付给田埂。 
 

(3) 2016 年 3 月 15 日，安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

告》(安审(2016)验字 A003 号)，截至 2016 年 3 月 15 日止，元码

基因有限已收到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和华仁创投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合计 510.204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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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年 3 月 13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由达孜易禾、华仁创投和华仁配送组成新的股东会；

同意修改后的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5) 2015 年 7 月 28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6) 2015 年 7 月 28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向元码基因

有限出具了《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京工商昌注册企许字

(2015)0150808 号)。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元码基因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达孜易禾 250 49 货币 
2.  华仁配送 244.898 48 货币 
3.  华仁创投 15.306 3 货币 

合计 510.204 100  

 
根据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原因系为了引进天使轮投资。

《合资协议书》约定，华仁配送、华仁创投作为公司的天使投资方以

每一元注册资本 10.18 元的价格向元码基因有限投资 2,650 万元，获

得元码基因有限 51%的股权；元码基因有限投后估值 5,200 万元；田

埂将其直接持有的元码基因有限 250 元注册资本以成本价格转让给达

孜易禾。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1 元，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一

元注册资本 10.18 元。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之间价格差异的原因为：田埂向达孜易禾进行股

权转让系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行为，因此以成本价确定；而华仁配

送、华仁创投增资系投资行为，因此增资价格存在一定溢价。 
 

2. 2016 年 12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第二次增资 
 

(1) 2016 年 9 月 7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决

议》，同意引入新股东雅惠医疗；同意股东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

司 1.77%股权(9.0306 万元出资额)以 100.89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

东达孜易禾。 
 

(2) 2016 年 9 月 7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决

议》，同意由达孜易禾、雅惠医疗、华仁创投及华仁配送组成新的

股东会；同意将元码基因有限注册资本由 510.204 万元变更为

527.2108 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达孜易禾出资 259.030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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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雅惠医疗出资 17.0068 万元；华仁创投出资 15.306 万元，华

仁配送出资 235.8674 万元。 
 

(3) 2016 年 9 月 7 日，华仁配送与达孜易禾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意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司 1.77%股权(9.0306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达孜易禾，转让价款为 100.89 万元。根据达孜易禾提供的凭

证，达孜易禾已将上述 100.89 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华仁配送。 
 
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华仁配送与达孜易禾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

签订了《转让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确认，并提交工商

主管部门。 
 

(4) 2016 年 9 月 6 日，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创

投、雅惠医疗及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元码基

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即“《A 轮投资协议》”)，协议

约定，雅惠医疗以 1,000 万元的第一次增资款认缴元码基因有限

新增的注册资本 170,068 元，超出新增注册资本额的 9,829,932 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根据元码基因有限提供的收款回单，元码基因

有限已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收到雅惠医疗 1,000 万元增资款。 
 

(5) 2016 年 12 月 6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6) 2016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向元码基因

有限换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183483307)。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元码基因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达孜易禾 259.0306 49.1323 货币 
2.  华仁配送 235.8674 44.7387 货币 
3.  华仁创投 15.306 2.9032 货币 
4.  雅惠医疗 17.0068 3.2258 货币 

合计 527.2108 100  

 
根据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为了履行《合资协议书》、《A
轮投资协议》的约定。《合资协议书》、《A 轮投资协议》约定，为确

保创始股东在公司引入投资者后仍然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华仁配送

将所持部分股权转让给达孜易禾。 
 
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11.17 元，系考华仁配送 初的投资价格

并加算同期利息， 终双方协商确定。《A 轮投资协议》约定，本次

雅惠医疗增资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58.8 元，系根据公司的业务模

式、未来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经各方协

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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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之间价格差异的原因为：股权转让系原股东之间

的回转，因此以天使轮投资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加算部分利息确定；

增资价格是以公司的业务模式、未来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水

平作为定价基础，同时考虑到公司经过两年的发展，经营状况更加健

康稳健，因此，本轮增资价格存在更高溢价。 
 

3. 2017 年 2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第三次增资 
 

(1) 2016 年 12 月 9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引入新股东雅惠鑫润、医讯和康及合源雅惠；同意股

东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司 18.6097%股权(98.1122 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新股东医讯和康。 

 
(2) 2016 年 12 月 9 日，华仁配送与医讯和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意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司 18.6097%股权(98.1122 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医讯和康，转让价款 1,000 万元。根据医讯和康提供的凭

证，医讯和康已将上述 1,000 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华仁配送。 
 
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华仁配送与医讯和康于 2017 年 2 月 7 日签

订了《转让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确认，并提交工商主

管部门。 
 

(3) 2016 年 12 月 9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由达孜易禾、雅惠医疗、雅惠鑫润、医讯和康、华仁

创投、华仁配送及合源雅惠组成新的股东会；同意注册资本变更

为 561.2244 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达孜易禾出资 259.0306
万元；雅惠医疗出资 17.0068 万元；雅惠鑫润出资 25.5102 万元；

医讯和康出资 98.1122 万元；华仁创投出资 15.306 万元；华仁配

送 137.7552 万元；合源雅惠出资 8.5034 万元。 
 

(4) 2016 年 12 月 9 日，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

创投、雅惠医疗、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源雅惠及

医讯和康签订了《元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补充

协议》(即“《A 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雅惠鑫润和合源雅

惠以共计 2,000 万元的第二次增资款认缴元码基因有限新增的注

册资本 340,136 元，其中雅惠鑫润以 1,5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255,102 元，合源雅惠以 500 万元认缴 85,034 元。超出新增注册

资本额的 19,659.864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根据元码基因有限提供

的收款回单，元码基因有限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收到雅惠鑫润

1,500 万元增资款及合源雅惠 500 万元增资款。 
 

(5) 2017 年 2 月 7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6) 2017 年 2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向元码基因有

限换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183483307)。 



 

20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元码基因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达孜易禾 259.0306 46.1545 货币 

2.  
医讯和康 98.1122 17.4818 货币 

3.  
华仁配送 137.7552 24.5455 货币 

4.  
华仁创投 15.306 2.7273 货币 

5.  
雅惠鑫润 25.5102 4.5455 货币 

6.  
雅惠医疗 17.0068 3.0303 货币 

7.  
合源雅惠 8.5034 1.5151 货币 

合计 561.2244 100 
二、 

 
根据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的原因系为了履行《合资协议书》、

《A 轮投资协议》的约定。《合资协议书》、《A 轮投资协议》约定，

雅惠医疗增资完成后，华仁配送需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医讯和康。 
 
由于华仁配送的股东赵国庆、薛冰，二人同时是医讯和康的合伙人，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华仁配送初始投资价格，即每一元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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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10.19 元。本次增资，雅惠鑫润、合源雅惠的增资价格与雅惠医

疗相同，均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58.80 元。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之间价格差异的原因为：股权转让系股东之间的

内部股权调整，因此以初始投资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增资价格是以公

司的业务模式、未来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水平作为定价基础，

存在投资溢价。 
 

4. 2017 年 3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1) 2017 年 3 月 28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股东华仁创投将其持有的公司 2.7273%股权(15.306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华仁配送，华仁创投退出股东会。 

 
(2) 2016年11月15日，华仁创投与华仁配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意华仁创投将其持有的公司 2.7273%股权(15.306 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华仁配送，转让价款为 179.33 万元。根据华仁配送提供的

凭证，华仁配送已将上述 179.33 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华仁创投。 
 
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华仁创投与华仁配送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

签订了《转让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确认，并提交工商

主管部门。 
 

(3) 2017 年 3 月 28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4) 2017 年 3 月 28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向元码基因

有限换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183483307)。 
 

本次股权转让后，元码基因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达孜易禾 259.0306 46.1545 货币 
2.  医讯和康 98.1122 17.4818 货币 
3.  华仁配送 153.0612 27.2728 货币 
4.  雅惠鑫润 25.5102 4.5455 货币 
5.  雅惠医疗 17.0068 3.0303 货币 
6.  合源雅惠 8.5034 1.5151 货币 

合计 561.2244 100  

 
根据根据公司、赵国庆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内部进

行股权架构调整。 
 
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11.72 元，系以华仁创投初始投资价格为

基础，加计部分利息确定。 
 

5. 2017 年 4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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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 4 月 15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引入新股东济南元普；股东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司

27.2728%股权(153.061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新股东济南元普，华

仁配送退出股东会。 
 

(2) 2017 年 4 月 15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股东会

决议》，同意由达孜易禾、雅惠医疗、雅惠鑫润、医讯和康、济南

元普及合源雅惠组成新的股东会。 
 

(3) 2017 年 3 月 1 日，华仁配送与济南元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意华仁配送将其持有的公司 27.2728%股权(153.0612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济南元普，转让价款为 1,579.33 万元。根据济南元普提

供的凭证，济南元普已将上述 1,579.33 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华仁配

送。 
 
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华仁配送与济南元普于 2017 年 4 月 5 日签

订了《转让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确认，并提交工商主

管部门。 
 

(4) 2017 年 4 月 15 日，元码基因有限通过了《元码基因有限章程》。 
 

本次股权转让后，元码基因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达孜易禾 259.0306 46.1545 货币 
2.  医讯和康 98.1122 17.4818 货币 
3.  济南元普 153.0612 27.2728 货币 
4.  雅惠鑫润 25.5102 4.5455 货币 
5.  雅惠医疗 17.0068 3.0303 货币 
6.  合源雅惠 8.5034 1.5151 货币 

合计 561.2244 100  

 
根据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系出于公司内部的股权架构调整需要。 
 
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为 10.32 元，系以华仁创投初始投资价格

为基础，加计部分利息确定。 
 

6. 2017 年 10 月，第四次增资 
 

(1)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通过了《元码基因股份 2017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引入新股东天津跃波；同意天津跃波向公

司增资 105,000,000 元，其中 1,086,207 元计入注册资本，

103,913,793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意雅惠鑫润向公司增资

15,000,000 元，其中 155,172 计入注册资本，14,844,828 元计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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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同意合源雅惠向公司增资 5,000,000 元，其中 51,724 元

计入注册资本，4,948,276 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 6,000,000 元增至 7,293,103 元；同意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通过了《元码基因股份章程》。 
 

(3)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普、雅

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签订了《元码基因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 B 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天津跃波、雅惠鑫

润及合源雅惠向公司投资 125,000,000 元，其中天津跃波投资

105,000,000 元(1,086,207 元计入注册资本，103,913,793 元计入资

本公积)，雅惠鑫润投资 15,000,000 元(155,172 元计入注册资本，

14,844,828 元计入资本公积)，合源雅惠投资 5,000,000 元(51,724
元计入注册资本，4,948,276 计入资本公积)。根据公司提供的收款

回单，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收到全部 125,000,000 元增资

款。 
 

(4)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正在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目前尚

未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的股份数

(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达孜易禾 2,769,273  净资产 37.9711 

2.  医讯和康 1,048,909  净资产 14.3822 

3.  济南元普 1,636,364  净资产 22.4371 

4.  雅惠鑫润 427,899 净资产、货币 5.8672 

5.  雅惠医疗 181,818  净资产 2.4930 

6.  合源雅惠 142,633  净资产、货币 1.9557 

7.  天津跃波 1,086,207 货币 14.8936 

合计 7,293,103 ---- 100 
 

本次增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96.67 元。根据公司说明，此次增资

价格系以公司的业务模式、未来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水平作

为定价基础。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股权转让与增资相关事项已在《法律意见书》正文“七、公司

的股本及演变 (二)公司的历次股本变动”中披露，有关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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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现有 6家股东全部为机构股东。请穿透说明相关机构股东的适格性、

持有公司股权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变相公开发行等情况，其出资人、

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

核心人员有无关联关系，有无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机构及其主要出

资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其他投资、投资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或交易、资金往来。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 请穿透说明相关机构股东的适格性、持有公司股权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存在变相公开发行等情况。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

有共 7 名股东，全部为机构股东。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的股份数

(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达孜易禾 2,769,273 净资产 37.9711 
2.  医讯和康 1,048,909 净资产 14.3822 
3.  济南元普 1,636,364 净资产 22.4371 
4.  雅惠鑫润 427,899 净资产、货币 5.8672 
5.  雅惠医疗 181,818 净资产 2.4930 
6.  合源雅惠 142,633 净资产、货币 1.9557 
7.  天津跃波 1,086,207 货币 14.8936 

合计 7,293,103 ---- 100 
 
各股东的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1. 达孜易禾 

 
根据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5月10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达孜易禾于2016年12月26日通过的《合伙协议》，达孜易禾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达孜县易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5401263213554786 

住所 达孜县工业园创业基地大楼343号 
执行事务

合伙人 
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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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

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

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

目) 
合伙人认

缴出资情

况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性质

1 田埂 1,649,785 65.9914 普通合伙人

2 吴婷婷 294,125 11.7650 普通合伙人

3 邓朝霞 171,500 6.8600 普通合伙人

4 王亚丁 147,000 5.8800 普通合伙人

5 梁羽 147,000 5.8800 普通合伙人

6 张吉娜 15,368 0.6147 有限合伙人

7 丁盟 14,560 0.5824 有限合伙人

8 袁大巍 14,560 0.5824 有限合伙人

9 郎继东 14,560 0.5824 有限合伙人

10 昌子波 8,087 0.3235 有限合伙人

11 王信杰 7,280 0.2912 有限合伙人

12 吴雁 6,470 0.2588 有限合伙人

13 苏慧玲 6,470 0.2588 有限合伙人

14 臧国梁 3,235 0.129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5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2日 
营业期限 2014年11月12日至2034年11月11日 

 
2. 医讯和康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12月7日颁发的《营业

执照》、医讯和康《合伙协议》，医讯和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医讯和康医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36P263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3225室 
执行事务

合伙人 
达孜易禾(委派代表：田埂)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医疗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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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认

缴出资情

况 

序号
合伙人 

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性质

1 达孜易禾 4,800,000 48.00 普通合伙人

2 赵国庆 2,080,000 20.80 有限合伙人

3 明德国 2,080,000 20.80 有限合伙人

4 薛冰 520,000 5.20 有限合伙人

5 侯维国 520,000 5.2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07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2月07日至2046年12月06日 

 
3. 济南元普 

 
根据济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0月21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济南元普提供的《合伙协议》，济南元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济南元普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370125MA3CK2083Q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崔寨镇国道220线西侧农民工服

务中心616室 
执行事务

合伙人 
赵国庆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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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认

缴出资情

况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性质

1 赵国庆 13,000,000 50.00 普通合伙人

2 薛冰 13,000,000 5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6,0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0月21日至长期 

 
4. 雅惠鑫润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12月5日颁发的《营业

执照》、雅惠鑫润于2016年12月5日通过的《合伙协议》，雅惠鑫

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鑫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LP64E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30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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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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孙雅娜)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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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 

合伙人认

缴出资情

况 

序号
合伙人 

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性质

1 雅惠鑫汇 2,000,000 2.15 普通合伙人

2 韩朝东 30,000,000 32.26 有限合伙人

3 

上海未易

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16,000,000 17.20 有限合伙人

4 胡永良 10,000,000 10.75 有限合伙人

5 叶佳 10,000,000 10.75 有限合伙人

6 郑建华 10,000,000 10.75 有限合伙人

7 李小为 5,000,000 5.38 有限合伙人

8 孙爽 5,000,000 5.38 有限合伙人

9 陈蔚 5,000,000 5.3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3,0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6年09月14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9月14日至2026年09月13日 

 
经本所核查，雅惠鑫润为私募投资基金，于2017年1月22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R1001，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为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P1030003。 
 

5. 雅惠医疗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4月19日颁发的《营业

执照》、雅惠医疗于2016年8月3日通过的《合伙协议》，雅惠医疗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惠医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TUJ9L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2128室 
执行事务

合伙人 
天津雅惠青青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孙

雅娜)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金融业务) 
合伙人认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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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情

况 

姓名/名称 (元) (%) 

1 

天津雅惠

青青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0 0.9990 普通合伙人

2 伍军 20,000,000 19.9800 有限合伙人

3 
新疆优胜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00 19.9800 有限合伙人

4 

淡水泉(北
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10,000,000 9.9900 有限合伙人

5 
山西德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00 9.9900 有限合伙人

6 王学君 10,000,000 9.9900 有限合伙人

7 李琼 10,000,000 9.9900 有限合伙人

8 谢兰 5,000,000 4.9950 有限合伙人

9 高煜丰 4,500,000 4.4950 有限合伙人

10 邢淏 3,500,000 3.4965 有限合伙人

11 宋卫萍 2,000,000 1.9980 有限合伙人

12 陆茜 2,000,000 1.9980 有限合伙人

13 梁东擎 1,100,000 1.0989 有限合伙人

14 金瑞珍 1,000,000 0.999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1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6年4月19日 
营业期限 2016年4月19日至2026年4月18日 

 
经本所核查，雅惠医疗为私募投资基金，于2016年6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K2580，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为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P1030003。 
 
6. 合源雅惠 

 
根据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月26日颁发的《营

业执照》、合源雅惠于2016年12月2日通过的《合伙协议》，合源

雅惠目前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珠海合源雅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 

91440400MA4UU50A0L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0143 
执行事务合

伙人 
珠海合泰久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华旸)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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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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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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认缴

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

例(%) 
合伙人性质

1
天津雅惠青青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0 1.09 普通合伙人

2
珠海合泰久盈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1.09 普通合伙人

3
东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32.61 有限合伙人

4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32.61 有限合伙人

5
交银康联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30,000,000 32.6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2,000,000 100.00 — 
成立日期 2016年08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8月29日至2046年8月29日 

 
经本所核查，合源雅惠为私募投资基金，于2017年3月7日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R8568，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为合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P1010644。 
 

7. 天津跃波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22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天津跃波于2017年4月20日通过的《公司章程》，

天津跃波目前的注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天津跃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 
91120116684708551U 

住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

S312室 
法定代表人 罗得军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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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认缴出

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罗得军 50,150,000 50.00 
2 赵彦 50,150,000 50.00 

合计 100,300,000 100.00 

成立日期 200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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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9年2月11日至2029年2月10日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机构股东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持有公司的股权合法合规，不

存在变相公开发行等情况。 
 
2. 相关机构(公司股东)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有无关联关系，有无代持

或其他利益安排。 
 
答复： 
 
关于关联关系： 
 
达孜易禾：根据公司、达孜易禾确认以及本所适当核查，达孜易禾为公

司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田埂、普通合伙人吴婷婷、普通合伙人邓朝霞、

普通合伙人王亚丁、普通合伙人梁羽为公司联合创始人。有限合伙人张

吉娜、有限合伙人丁盟、有限合伙人袁大巍、有限合伙人郎继东、有限

合伙人昌子波、有限合伙人王信杰、有限合伙人吴雁、有限合伙人苏慧

玲、有限合伙人臧国梁为元码基因股份核心技术人员或核心管理人员。

普通合伙人邓朝霞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邓朝阳的姐姐。 
 
医讯和康：根据公司、医讯和康确认以及本所适当核查，医讯和康为公

司持股平台。其普通合伙人为达孜易禾，达孜易禾为公司的持股平台，

达孜易禾的详细情况见上文；有限合伙人侯维国为元码基因股份核心销

售员工、董事，有限合伙人赵国庆、薛冰为公司董事、监事，有限合伙

人明德国为元码基因股份外部销售人员。 
 
济南元普：根据公司、济南元普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济南元普为赵国

庆和薛冰以自有资金投资而设立的企业。普通合伙人赵国庆为公司董事，

有限合伙人薛冰为公司监事。 
 
雅惠鑫润：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雅惠鑫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雅惠鑫汇的投资总监欧阳明、丁雅坤在公司分别担任董事、监事。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的出具的《情况调查表》，除上述披露情况外，前述主体及其

近亲属不存在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 
 
关于代持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普、雅惠鑫润、雅惠医疗、

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出具的《持股情况说明函》，前述主体以自身名义

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存在也未曾存在代他人持股、委托持股、信托

持股和向他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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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的出具的《情况调查表》，前述主体不存在他人代本人或本人

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综上，本所认为，除上述披露情况外，公司股东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

无关联关系，无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 相关机构及其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其他投资、投资的

其他企业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交易、资金往来。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公司机构股东及其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

人所投资的其他企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任何公司或企业)如下： 
 

序号 
出资

人 
投资企

业名称

出资

比例
(%)

经营范围 

1.  
达孜

易禾 
医讯和

康 
48 

医疗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  
医讯

和康 
无  

 

3.  
济南

元普 

济南宁

泰医药

咨询有

限公司

50 

医药技术的研发、转让、咨询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大型活动的策划组织服务；市场调研

分析；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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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雅惠

鑫润 

中博瑞

康(北
京)生
物技术

有限公

司 

9.901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化工产品、日用品、玻璃制品、五金交电、

针纺织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智

因东方

转化医

学研究

中心有

限公司

2.67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投资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

产品、机械设备、日用品、工艺品、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

品)、检测仪器；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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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 

臻和

(北京)
科技有

限公司

6.02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通

讯设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都二

十三魔

方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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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易

活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2.00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开

发;药品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

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化学工程研究服务;
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医疗用品

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非许可类医

疗器械经营;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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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创宜

泰州医

疗科技

有限公

司 

16.19

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生产、销售，销售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仪

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日用品，机械设备维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调查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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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英

盛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7.64

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医疗器

械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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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雅惠

医疗 

苏州泓

迅生物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8.108
1 

研发生物技术及生物信息试剂与产品，销售本

公司研发的产品并提供技术转让、技术支持、

售后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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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菲

思特生

物科技

12.5
生物科技、医药、计算机软件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实验室设备及

耗材、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计算机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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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 
及配件、办公设备及耗材的批发兼零售；云软

件开发；云平台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I、II
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博瑞

康(北
京)生
物技术

有限公

司 

9.901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化工产品、日用品、玻璃制品、五金交电、

针纺织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智

因东方

转化医

学研究

中心有

限公司

2.67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投资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

产品、机械设备、日用品、工艺品、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

品)、检测仪器；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臻和

(北京)
科技有

限公司

2.92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通

讯设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都二

十三魔

方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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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易

活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1.33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开

发;药品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

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化学工程研究服务;
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医疗用品

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非许可类医

疗器械经营;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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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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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创宜

泰州医

疗科技

有限公

司 

7.619

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生产、销售，销售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仪

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日用品，机械设备维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调查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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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英

盛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3.27

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医疗器

械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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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源

雅惠 

中博瑞

康(北
京)生
物技术

有限公

司 

4.95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化工产品、日用品、玻璃制品、五金交电、

针纺织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智

因东方

转化医

学研究

中心有

限公司

2.13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投资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

产品、机械设备、日用品、工艺品、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

品)、检测仪器；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臻和

(北京)
科技有

限公司

1.43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通

讯设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都二 1.90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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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魔

方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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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英

盛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1.82

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医疗器

械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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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津

跃波 

深圳萨

摩耶互

联网金

融服务

有限公

司 

5.558
4 

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根
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

营)；信息技术服务与开发；金融信息咨询、网

上信息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需取得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受托管

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

公开募集资金的管理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广告

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

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西藏荟

信实业

有限公

司 

100 

进出口贸易及国内贸易；市场策划、市场营销；

企业经营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信

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  田埂 

保定百

恩杰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10 

生物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工程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

务；动物检验服务，植物检验服务，食品检验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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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

诺宝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32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生化试剂(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化工产品

(不含一类易制毒品及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达孜易

禾 
65.99

14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

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

生品；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

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

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

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9.  
吴婷

婷 
达孜易

禾 
11.76

5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

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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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

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

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

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吉百泰

科技

(北京)
有限公

司 

80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销售仪器仪表、塑料制品、

生物试剂(不含药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维修仪器仪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10.  
邓朝

霞 
无  

 

11.  
王亚

丁 
无  

 

12.  梁羽 无   

13.  
明德

国 

青岛华

仁恒康

生物医

药科技

有限公

司 

15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会展服务，会议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医

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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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赵国

庆 

医讯和

康 
20.80

医疗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济南元

普 
50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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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配

送 
18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医院管理咨询；批发：

预包装食品、软件、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电设备(不含小轿车)、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生用品；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及管理；建筑装饰装修、中央空调工程、

钢筋混凝土防护工程、制冷工程、环境工程、

低温工程、防腐工程、射线防护及屏蔽工程、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中央空调设备及配件的

开发、维护、清洗、销售；机电设备销售、钢

结构销售；压力管道销售(特种设备除外)，建筑

智能化销售；洁净室的系统检测管理、维护、

修缮；洁净室系统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医疗器

械设备修理修配；批发零售：实验室设备及器

材、仪器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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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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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

瑞元医

疗器械

有限公

司 

60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不含小轿

车)、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许可经

营项目:Ⅲ类：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77
介入器材※※Ⅱ、Ⅲ类：6815 注射穿刺器械、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Ⅲ类：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 角膜

接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

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Ⅱ、Ⅲ类：6821 医用电

子仪器设备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 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 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

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 医用核素设备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6854 手术室、

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4 医用卫生材料

及敷料 6870 软件※※Ⅱ类：6801 基础外科手

术器械 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6809 泌尿肛肠

外科手术器械 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

件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55 口腔科

设备及器具 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疗

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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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医

讯海斯

医疗科

技有限

公司 

5 

医疗管理信息咨询，软件开发，企业营销策划，

会议服务，仪器设备维修(不含特种设备)；批发：

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设备租赁；。Ⅱ类、Ⅲ类：6822 医

用光学器皿、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 角膜接

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Ⅱ类、Ⅲ类：6821 医用

电子仪器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线设

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

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Ⅱ类：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6807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

手术器械、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27 中医器械、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5 口腔科设备及

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

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

设备及器具、6870 软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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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脑

世纪教

育科技

10 
教育软件研发，文化活动组织策划，企业形象

设计，会议服务，教育咨询，非学历教育培训，

企业管理咨询；批发、零售：教育文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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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 
文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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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侯维

国 
无  

 

16.  薛冰 

医讯和

康 
5.2 

医疗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济南元

普 
50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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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配

送 
17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医院管理咨询；批发：

预包装食品、软件、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电设备(不含小轿车)、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生用品；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及管理；建筑装饰装修、中央空调工程、

钢筋混凝土防护工程、制冷工程、环境工程、

低温工程、防腐工程、射线防护及屏蔽工程、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中央空调设备及配件的

开发、维护、清洗、销售；机电设备销售、钢

结构销售；压力管道销售(特种设备除外)，建筑

智能化销售；洁净室的系统检测管理、维护、

修缮；洁净室系统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医疗器

械设备修理修配；批发零售：实验室设备及器

材、仪器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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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情况，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以下统称“雅惠基金”)
合计持有臻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和科技”)10.37%的股

权，臻和科技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所开展的主营业务存在部分相同及

相似。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均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备案的基金，其对公司以及臻和科技的投资在性质上均为财务投资，

且其对公司不具有实际控制权。我们认为，上述情况不构成公司的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包括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调查问卷、说明，除已经披露的情况外，

核查对象的所投资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核查对象所投

资的其他企业与公司间的资金拆借明细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拆入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青岛新瑞元

医疗器械有
3,000,000.00 2016-7-4 2016-10-31 已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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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拆入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限公司 

青岛华仁医

药配送有限

公司 
1,000,000.00 2016-5-9 2016-11-12

已还清，公司以其原值

为 2,002,917.60 元的设

备提供抵押担保。 

合计 4,000,000.00 - -  

 
根据公司确认，公司未对青岛新瑞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对

华仁配送支付利息 37,500.00 元，年利率 6.03%。 
 
根据公司说明及对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访谈，报告期末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核查对象的所投资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交易、资

金往来。 
 
综上，本所认为，除已经披露的情况外，公司机构股东及其主要出资

人、实际控制人所投资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除已披露

情况外，公司机构股东及其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所投资的其他企

业与公司不存在其他交易、资金往来。 
 

(六) 关于公司与机构投资者或借款方之间的对赌协议。(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

补充核查说明公司、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

债权人利益情形，针对相关协议采取应对措施后是否符合挂牌条件要求。

(2)“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如元码基因未能按照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

款本息，则雅惠鑫润有权以该笔债权对元码基因进行增资，增资前估值按

3.3亿元计算，增资后，雅惠鑫润持有元码基因 454,545股股份，占元码

基因股份总数的 7.3529%。”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就是否符

合挂牌条件发表专业意见。 

 
1.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说明公司、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

议中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针对相关协议采取应对措

施后是否符合挂牌条件要求。 
 
答复： 
 
1. A 轮投资协议中投资人的特殊权利条款 
 

2016 年 9 月 6 日，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创投、

雅惠医疗及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元码基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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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即“《A 轮投资协议》”)，其中投资人(即
雅惠医疗及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方)享有的

特别权利包括： 
 

(1) 转股特别权利，包括：转股优先认购选择权、共售权、拖带出售

权等。 
(2) 增资优先权。 
(3) 反稀释权，并有权获得反稀释补偿股权。 
(4) 股权回购及补偿，情形包括未按时在新三板挂牌、未按时公开发

行、业绩未达标等。 
(5) 清算优先权。 
(6) 知情权和检察权。 
(7) 董事会审议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2016 年 12 月 9 日，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华仁配送、华仁创投、

雅惠医疗、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源雅惠及医讯和康

签订了《元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即“《A
轮补充协议》”)，雅惠鑫润和合源雅惠享有《A 轮投资协议》中“天
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方”的全部权利义务，包括

但不限于和雅惠医疗共同作为《A 轮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人”和“优
先股东”，在第二次增资交割完成之后，享有《A 轮投资协议》约定

的投资人和优先股东所享有的全部优先权利、特别权利。 
 

2017 年 6 月 15 日，元码基因有限、达孜易禾、济南元普、雅惠医疗、

雅惠鑫润、合源雅惠、医讯和康签订了《元码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投资协议之中止协议》(即“《A 轮中止协议》”)，约定如下： 
 

(1) 中止执行《A 轮投资协议》中的如下特殊权利条款： 
 

1) 第 7.6 条其他承诺之(d)、(e)、(f)款； 
2) 第 7.8 条投资人的优先权利； 
3) 第八条转股特别权利条款(除 8.2 条共售权外)； 
4) 第九条增资优先权； 
5) 第十条反稀释权； 
6) 第十一条股权回购及补偿(除第 11.6 条)； 
7) 第十二条清算优先权； 
8) 第十四条董事会； 
9) 第 16.1 条创始股东的责任之(a)、(d)款； 
10) 第 22.7 条、22.8 条。 

 
(2) 补充约定如下条款： 

 
1) 对《A 轮投资协议》承诺人定义由“现有股东及公司”变更为

“现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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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A 轮投资协议》第 11.6 条股权补偿条款补充约定，雅惠

医疗、雅惠鑫润、合源雅惠同意，仅会向创始股东(达孜易禾)
和销售团队持股平台(医讯和康)按照第 11.6 条的约定进行补

偿股权，不会向公司要求补偿股权。 
 

3) 自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工商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起 9
个月内，若公司成功挂牌，则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中止协

议约定的中止执行的原协议条款终止执行、对原协议补充约

定的条款保持效力。雅惠医疗、雅惠鑫润、合源雅惠进一步

同意，雅惠医疗、雅惠鑫润、合源雅惠会严格遵守公司挂牌

时达孜易禾和医讯和康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在达孜易

禾和医讯和康承诺的锁定期内行使相应的补偿股权权利。 
 

4) 自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工商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起 9
个月内，若公司未能成功挂牌，则原协议继续执行，各方应

当继续享有或承担原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本中止

协议约定中止执行的原协议条款恢复执行，对原协议补充约

定的条款失效，从而恢复原协议约定内容。 
 

综上，《A 轮中止协议》已经中止《A 轮投资协议》和《A 轮补充协

议》有关公司承担的责任的条款，且不存在不利于保护其他投资者

利益的反稀释权、清算优先权等特殊权利条款。 
 
2. B 轮投资协议中投资人的特殊权利条款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元码基因股份、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

普、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签订了《元码基因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B 轮投资协议》(即“《B 轮投资协议》”)，
其中投资人(即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享有的特

别权利包括： 
 

(1) 转股特别权利，包括：转股优先权、共售权、拖带出售权等。 
(2) 优先认购权。 
(3) 反稀释权，并有权获得反稀释补偿股权。 
(4) 股权回购及补偿，情形包括未按时在新三板挂牌、未按时公开发

行、业绩未达标等。 
(5) 清算优先权。 
(6) 知情权和检察权。 
(7) 董事会审议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元码基因股份、达孜易禾、医讯和康、济南元

普、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签订了《元码基因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B 轮投资协议之中止协议》(即“《B 轮中止

协议》”)，约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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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止执行《B 轮投资协议》中的如下特殊权利条款： 
 

1) 第 8.3 条其他承诺之(d)、(e)、(f)款； 
2) 第 9 条投资人的优先权利； 
3) 第 10 条优先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4) 第 12 条转让权； 
5) 第 13 条拖带出售权； 
6) 第 14 条其他股东的义务； 
7) 第 15 条优先认购权； 
8) 第 16 条反稀释权； 
9) 第 19 条清算优先权； 
10) 第 21 条董事会； 
11) 第 23.1 条承诺人的责任之(a)、(d)款； 
12) 第 29.7 条投资人的 优惠待遇； 

 
(3) 补充约定如下条款： 

 
1) 对《B 轮投资协议》承诺人定义由“达孜易禾、医讯和康及公

司”变更为“达孜易禾及医讯和康”； 
 

2) 对《B 轮投资协议》第 17 条回购权条款补充约定，雅惠医

疗、雅惠鑫润、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同意，在原协议第 17
条约定的回购事件发生后，仅会向创始股东(即达孜易禾和销

售团队持股平台(即医讯和康)要求按原协议第 17 条约定进

行股权回购，不会向公司要求股权回购。 
 

3) 对《B 轮投资协议》第 18 条业绩补偿条款补充约定，雅惠

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同意，在公司未能满

足原协议第 18 条约定的业绩标准时，仅会向创始股东(达孜

易禾)和销售团队持股平台(医讯和康)按照第 18 条的约定进

行补偿股权，不会向公司要求补偿股权。如果因达孜易禾和

/或医讯和康在挂牌时所作的股份锁定承诺导致其未能履行

股份补偿义务，雅惠医疗、雅惠鑫润、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

任何一方有权选择要求达孜易禾和/或医讯和康以现金方式

履行相应补偿义务。达孜易禾和医讯和康就上述现金补偿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 
 

4) 自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工商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即
2017 年 7 月 17 日)起 9 个月内，若公司成功挂牌，则各方一

致同意并确认本中止协议约定的中止执行的原协议条款终

止执行、对原协议补充约定的条款保持效力。雅惠鑫润、雅

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进一步同意，雅惠鑫润、雅

惠医疗、合源雅惠及天津跃波会严格遵守公司挂牌时达孜易

禾和医讯和康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在达孜易禾和医讯

和康承诺的锁定期内行使相应的补偿股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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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工商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即

2017 年 7 月 17 日)起 9 个月内，若公司未能成功挂牌，则原

协议继续执行，各方应当继续享有或承担原协议中约定的全

部权利、义务，本中止协议约定中止执行的原协议条款恢复

执行，对原协议补充约定的条款失效，从而恢复原协议约定

内容。 
 

综上，《B 轮中止协议》已经中止《B 轮投资协议》有关公司承担的

责任的条款，且不存在不利于保护其他投资者利益的反稀释权、清

算优先权等特殊权利条款。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议中特殊条款均已

被中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3. “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如元码基因未能按照约定按期足额偿还

借款本息，则雅惠鑫润有权以该笔债权对元码基因进行增资，增资前

估值按 3.3 亿元计算，增资后，雅惠鑫润持有元码基因 454,545 股股份，

占元码基因股份总数的 7.3529%。”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

就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雅惠鑫润签订了《借款协议》，公司向雅惠

鑫润借款 1,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年化利率为 9.6%，借款

期限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7 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雅惠鑫润出具的《确认书》，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将上述借款偿还给雅惠鑫润。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已经偿还《借款协议》中的借款，公司和雅惠鑫

润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增资权利约定，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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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专利与非专利技术的保护措施。(2)为开展业务

配置的核心专业设备情况包括设备名称、数量、来源、获取方式、账面原

值、账面净值、成新率、更新计划、与公司开展的实际业务规模匹配情况。

(3)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原材料情况，包括原材料的种类、名称、数量、

来源、获取方式及储存方式，是否属于易燃、易爆、剧毒等危化品并取得

相关危化品的运输、储存等管理规定。(4)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参加政府

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业务评比情况，是否符合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

日常监管。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1.对专利与非专利技术的保护措施。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元码基因股份对于专利与非专利技术的保护方面，主要

采取如下措施： 
 

1. 与公司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签署了《知识产权和商业保密协议》，明

确约定该等员工对于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同

时，对于员工任职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确认。 
 

2. 与北京科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知识产权(专利)合作协

议》，委托北京科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办理公司的知识产权相关

事务，协议明确约定代理公司对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3. 制定严谨完善的内部管理规则和文件控制制度，设计科学有效的业

务流程，公司员工需将研发过程记录在公司统一发放的实验记录本

上，实验记录本具有可查询的唯一编号和领用记录，员工离职办理

工作交接时，需将实验记录本交还给公司，所有实验记录本在使用

完毕后均存入公司档案库保存。 
 

4. 公司核心的技术资料、关键信息等是由管理层授权的专人负责管理，

核心的操作步骤由指定人员进行操作，公司对相关技术资料、关键

信息、重要操作流程划分不同保密级别采取不同的保密措施，管控

核心保密级别的信息交流或传播，从而保证关键信息、技术受控于

核心管理范围内。 
 

经核查公司相关协议、制度、流程，本所认为，公司采取了适当措施保

护了专利与非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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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开展业务配置的核心专业设备情况包括设备名称、数量、来源、获

取方式、账面原值、账面净值、成新率、更新计划、与公司开展的实

际业务规模匹配情况。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包括设备购买(售后租回)合同、发票等文

件)，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为开展业务配

置的核心专业设备情况如下： 
 
1. 公司拥有所有权的主要设备 

单位：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来源/获
取方式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1  2100 生物分析仪 1 外购  240,772.00  149,947.42 62.28% 

2  DELL 服务器 1 外购  107,692.33  87,380.36 81.14% 

3 小型基因分析仪 1 外购  260,170.95  251,758.75 96.77% 

4 荧光定量 PCR 仪 1 外购  104,273.50  95,844.73 91.92% 

5 荧光定量 PCR 仪 1 外购  104,273.50  95,844.73 91.92% 

6 测序仪 1 外购  307,692.36  300,230.82 97.57% 

7 测序仪 1 外购  307,692.36  302,718.00 98.38% 

8 
 Labchip GX 

Touch24 
1 外购  380,512.84  380,512.84 100.00%

9 
PCR—荧光定量

仪 
1 外购 239,316.23 206,430.24 86.26% 

 
2. 公司售后租回的设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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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来源/获
取方式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1 测序仪 1 售后回租
 

4,619,047.16
 

4,355,678.11 
94.30%

2  DNA 剪切仪 1 售后回租  123,322.32  116,288.48 94.30%

3 
 2100 生物分析

仪 
1 售后回租  80,149.91  75,581.51 94.30%

4 测序仪 1 售后回租  563,262.85  529,221.64 93.96%

5 
 PCR—荧光定

量仪 
1 售后回租  210,291.57  197,581.96 93.96%

6 
 PCR 仪—微滴

式数字(手动) 
1 售后回租  985,594.49  926,022.38 93.96%

7 
 PCR—荧光定

量仪 
1 售后回租  101,692.37  95,549.76 93.96%

8 
台式高通量测序

仪 
1 售后回租

 
1,834,811.45

 
1,723,909.49 

93.96%

根据公司说明，以及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的访谈，由于公司上述机器设

备成新率较高，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暂无针对上述机

器设备的更新计划。上述机器设备与公司开展的实际业务规模相匹配，

并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业务规模扩大的使用需求。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已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设备名称、数量、

来源、获取方式、账面原值、账面净值、成新率、更新计划、与公司开

展的实际业务规模匹配情况。 
 
2.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原材料情况，包括原材料的种类、名称、数量、

来源、获取方式及储存方式，是否属于易燃、易爆、剧毒等危化品并

取得相关危化品的运输、储存等管理规定。 
 
答复：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提供的文件(包括购买原材料的采购合同、发票

等文件)，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情况如下： 
 

种类 名称 数量 来源/获取方式 储存方式

耗材 
1000ul 盒装灭

菌透明滤芯枪

头 

2015 年度采购 20
包 

上海百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供应商

负责配送 

常温储存

于公司储

藏室 

2016 年度采购 280
包 

北京兴创科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鼎盛兴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应

商负责配送 

2017 年 1-4 月采购

50 包 

北京鼎盛兴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供应商负责配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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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名称 数量 来源/获取方式 储存方式

耗材 10µl 吸头 

2015 年度采购 20
包 

上海百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供应商

负责配送 

常温储存

于公司储

藏室 

2016 年度采购 440
包 

北京兴创科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鼎盛兴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应

商负责配送 

2017 年 1-4 月采购

120 包 

北京鼎盛兴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供应商负责配

送 

试剂 

人类 ALK 基因

融合和 ROS1
基因融合联合

检测试剂盒 

2016 年度采购 27
盒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邮寄交付 

零下摄氏

20 度环境

储存于公

司专用试

剂冰箱 

2017 年 1-4 月采购

16 盒 

试剂 
人类 EGFR 基

因 29 种突变检

测试剂盒 

2016 年度采购 51
盒 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邮寄交付 

零下摄氏

20 度环境

储存于公

司专用试

剂冰箱 

2017 年 1-4 月采购

8 盒 

试剂 

next500 mid 
output kit 
V2(300 

CYCLES) 

2016 年度采购 38
套 

北京英木和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怡美通德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供应商

负责配送 

零下摄氏

20 度环境

储存于公

司专用试

剂冰箱 
2017 年 1-4 月采购

53 套 

北京怡美通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供应商负责配

送 

试剂 

Accel-NGS 2S 
Plus DNA 

Library Kit for 
Illumina - 

24reactions 

2016 年度采购 34
套 南京博儒鸿科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邮寄交付 

零下摄氏

20 度环境

储存于公

司专用试

剂冰箱 

2017 年 1-4 月采购

21 套 

探针 KDR 

2015 年度采购 75
次 英潍捷基(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 
零下摄氏

20 度环境

储存于公

司专用试

剂冰箱 

2016 年度采购 750
次 

探针 GAPDH 

2015 年度采购

3,225 次 英潍捷基(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采购

2,900 次 

探针 TUBB3 
2015 年采购 75 次 英潍捷基(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 2016 年采购 750 次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

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等法律法规的查询，公司目前开展业务所需的

上述原材料不属于易燃、易爆、剧毒等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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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已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原材料的种类、名

称、数量、来源、获取方式及储存方式。公司目前开展业务所需的上述

原材料不属于易燃、易爆、剧毒等危化品。 
 
4.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参加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业务评比情况，是

否符合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日常监管。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具之日，公司及子

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证书情况如下： 
 
1.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持有人 颁发部门 发证时间 有效期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110105241219 元码检验所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 年 1
月 12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室间质评证书 

 

序号 类别 评价结果 持有人 颁发机构 颁发日期 

1 BRAF 突变 
2016年度成绩

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国家卫生计

生委临床检

验中心、卫

生部临床检

验中心 

2016 年 12 月 1 日

2 EGFR 突变 
2016年度成绩

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2016 年 12 月 1 日

3 KRAS 突变 
2016年度成绩

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2016 年 12 月 1 日

4 
外周血胎儿染色体非

整倍体(T21、T18 和

T13)高通量测序 

2016年度成绩

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2016 年 12 月 1 日

5 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 
2016年度成绩

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2016 年 12 月 1 日

6 
PQCC ctNDA T790M
基因突变检测能力验

证计划合格证书 
成绩合格 元码基因有限

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

员会病理质

控评价中心 

2016 年 11 月 

 
3. 其他合格证书 

 

序号 类别 审核结果 持有人 认证机构 颁发日期

1 ISO 9001：2008 认证证书 认证通过
元码基

因有限
SGS(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A.) 
2017年 3月

2 日 

 
经核查，公司已经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生

计生委临床检验中心、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病理质控评价中心等政府部门的审核，取得了开展业务所需的资质许

可或评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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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目前公司从事的业务领域尚不存在行业协会。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出具的《证明》(昌平分

局证字 2017 年 0195)，公司近三年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7 年 8 月 2
日没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处罚的案件记录。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符合政府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 

 

三、 其他补充披露事项 

(一) 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7,293,103 元，本次增资的具体情

况请参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四)”。 

(二) 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变更 

1. 公司的控股股东 
 
达孜易禾直接持有公司 37.9711%的股份，通过医讯和康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达孜易禾直接持有医讯和康 48%出资额。医讯和康直接持

有公司 14.3822%股份。 
 
综上，达孜易禾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52.3533%的股份，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 
 

2.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田埂通过达孜易禾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田埂直接持有达孜易禾

65.9914%出资额，且为达孜易禾执行事务合伙人。达孜易禾直接持

有公司 37.9711%股份，通过医讯和康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达孜易禾

直接持有医讯和康 48%出资额。医讯和康直接持有公司 14.3822%股

份。 
 
综上，田埂通过达孜易禾、医讯和康间接控制公司 52.3533%的股份，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 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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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的股份数

(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医讯和康 1,048,909 净资产 14.3822 

2.  
济南元普 1,636,364 净资产 22.4371 

3.  
雅惠鑫润 427,899 净资产、货币 5.8672 

4.  
雅惠医疗 181,818 净资产 2.4930 

5.  
合源雅惠 142,633 净资产、货币 1.9557 

6.  
天津跃波 1,086,207 货币 14.8936 

合计 7,293,103 ---- 100 

 

注：根据雅惠鑫润、雅惠医疗、合源雅惠出具的《说明》，雅惠鑫润、
雅惠医疗、合源雅惠为一致行动，因此，三者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并计算,合计持有元码基因752,350股股份，占元码基因股份总数的
10.3159% 

 
4.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田埂说明，除元码基因股份、达孜易禾及医讯和康外，田埂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5. 公司的子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股、控股的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51 
 

1.  元码检验所 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苏州元码 公司全资子公司 

 
6.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现任董事为：田埂、邓朝阳、吴婷婷、欧阳明、赵国庆、张

海鹏及侯维国；现任监事为：薛冰、丁雅坤及苏慧玲；现任总经理

为田埂，副总经理为邓朝阳、吴婷婷，财务负责人为米友茜，董事

会秘书为王亚丁。 
 

7.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

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8. 其他关联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其他关联方如下： 
 

序号 
其他关联

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经营范围 

1.  

保 定 百 恩

杰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

理 田 埂 持 股
10% 

生物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务；动物检验

服务，植物检验服务，食品检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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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 京 金 诺

宝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

理 田 埂 持 股

32%，并任监事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生

化试剂(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

制毒品及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吉 百 泰 科

技(北京)有
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

理吴婷婷持股

80％，并任执

行董事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销售仪器仪表、塑料制品、生物

试剂(不含药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维修仪

器仪表。 

4.  华仁配送 

董事赵国庆持

股18%，并任执

行董事、总经

理；监事会主

席 薛 冰 持 股
17%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精神药品(限二类)，一、二、三类医疗器械，消

毒用品；医院管理咨询；批发：预包装食品、软件、

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机电设备(不含小轿车)、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生

用品；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建筑装饰装修、中

央空调工程、钢筋混凝土防护工程、制冷工程、环境

工程、低温工程、防腐工程、射线防护及屏蔽工程、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计算机软硬件、中央空调设备及配件的开发、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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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销售；机电设备销售、钢结构销售；压力管道

销售(特种设备除外)，建筑智能化销售；洁净室的系

统检测管理、维护、修缮；洁净室系统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医疗器械设备修理修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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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青 岛 新 瑞

元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董事赵国庆持

股60%，并任监

事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五

金交电、建筑材料、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办公用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许可经营项目:Ⅲ类：6846植
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77介入器材※※Ⅱ、Ⅲ类：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

Ⅲ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
角膜接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体外诊断试剂除外)Ⅱ、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

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

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

核素设备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室、

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6870软件※※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

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31医用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医疗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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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青 岛 医 讯

海 斯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董事赵国庆持

股5%，并任监

事 

医疗管理信息咨询，软件开发，企业营销策划，会议

服务，仪器设备维修(不含特种设备)；批发：机电产

品(不含小轿车)、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设备

租赁；。Ⅱ类、Ⅲ类：6822医用光学器皿、仪器及内

窥镜设备(6822-1角膜接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Ⅱ类、

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

器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线设备、

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高能射线

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

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Ⅱ类：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7胸
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
术器械、6827中医器械、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

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

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

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70软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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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岛 脑 世

纪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事赵国庆持

股10%，并任监

事 

教育软件研发，文化活动组织策划，企业形象设计，

会议服务，教育咨询，非学历教育培训，企业管理咨

询；批发、零售：教育文化用品、文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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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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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 海 市 儒

泰 药 品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董事赵国庆担

任执行董事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批发Ⅲ类：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
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 角膜接触镜

及护理用液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32医
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6840体外诊断试剂，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

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

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6877介入器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Ⅰ类、Ⅱ类医疗器械、日用品、化妆品、服装、饰品、

文化用品、文具、办公用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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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雅 惠 鑫 汇

投 资 管 理

中心 (有限

合伙) 

董事欧阳明持

股9.21%，并担

任投资总监；

监事丁雅坤持

股6.91%，并担

任投资总监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10.  

天 津 雅 惠

明 泽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欧 阳 明 持 股

9.30%，并担任

经理；监事丁

雅 坤 持 股

6.98%，并任投

资总监 

资产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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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成 都 二 十

三 魔 方 生

物 科 技 有

限公司 

董事欧阳明担

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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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臻和(北京)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董事欧阳明担

任董事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医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器件和元件、通讯设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I
类、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13.  

中 信 资 本

直 接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董事张海鹏担

任高级董事总

经理 
直接股权管理投资。 

14.  青 岛 华 仁 监事会主席薛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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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康 生 物

医 药 科 技

有限公司 

冰 担 任 董 事

长、总经理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展服务，

会议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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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北 京 智 因

东 方 转 化

医 学 研 究

中 心 有 限

公司 

监事丁雅坤担

任董事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机械设备、日用品、

工艺品、医疗器械I类、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

学品及危险品)、检测仪器；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

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6.  

汇 创 宜 泰

州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监事丁雅坤担

任董事 

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产、

销售，销售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日用品，机械设备维

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调

查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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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董事变更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

张海鹏、侯维国为董事，董事会成员增至 7 名，分别为：田埂、吴婷婷、

邓朝阳、赵国庆、欧阳明、张海鹏、侯维国。 
 
张海鹏的具体情况如下： 
 
张海鹏，男，出生于 1971 年 5 月，中国香港籍。1998 年 7 月，毕业于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0 年 5 月，毕业于美国

Emory 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0 年 8 月至 2003 年 12 月, 就职

于麦肯锡北京分公司, 担任项目经理；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7 月, 就
职于香港招商局国际, 担任内控与审计总监；2005 年 8 月至 2009 年 7
月, 就职于麦肯锡香港分公司, 担任全球董事合伙人；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10 月, 就职于香港华润 (集团) 有限公司, 担任战略管理部总

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 就职于香港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担任首席执行官；2015 年 9 月至今, 就职于中信资本直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担任高级董事总经理；2017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元码基因股份，

担任董事。 
 
侯维国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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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维国，男，出生于 1972 年 11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
年 7 月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1998 年 7 月至 2002 年 3 月，就职于江

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浙北区域销售经理；2002 年 3 月至 2007
年 3 月，就职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浙江省区经理；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4 月，就职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销售

总监；2008 年 4 月至 2013 年 11 月，就职于江苏南星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任总经理职务；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就职于上海宝藤生

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销售总监；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就职于元码基因股份，担任销售总监；2017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

元码基因股份，担任董事、销售总监。 

(四) 子公司元码检验所名称变更 

2017 年 8 月 2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向元码检验所出具

了《名称变更通知》，同意元码检验所的名称由“北京元码医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元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向元码检验所换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ADQ51)。 
 
本次名称变更后，元码检验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元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1ADQ5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院内32号4030
法定代表人 田埂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股东/出资比例 
元码基因股份认缴出资 500 万元，持股

1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临床检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10 月 15 日至 2035 年 10 月 14 日 

 

四、 关于本所更换经办律师的情况说明 

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事项的法律顾问。 
 
本所原指派刘硕、黄炎为本次申请挂牌的经办律师。在本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后，经办律师黄炎因个人原因从本所离职，程丽律师作为参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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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请挂牌的项目组成员，参与并负责本次挂牌相关的法律工作。 
 
程丽律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其执业证号为 11101199911858638，律师资格

证号为 559860050410。程丽律师自从业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无违法违规记录，不存在被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况。 
 
程丽律师对《法律意见书》及相关申报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已熟知并充分

了解，均无异议，予以认可，并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应责任。 
 
基于上述情形，本次申请挂牌的经办律师由“刘硕、黄炎”变更为“程丽、

刘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