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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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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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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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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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反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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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

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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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的内容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的内容为准。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公司本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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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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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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禾创投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在增资后由 46.1545%降为 37.9711%。关于控股

股东的认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控股股东的定义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重新论述并明确公司控股股东的认定，并说明依据、分析过程。 

 

答复：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公司章程》，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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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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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医讯和

康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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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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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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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

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

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

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2. 达孜易禾直接持有公司 37.9711%的股份。医讯和康直接持有公司

14.3822%的股份，达孜易禾直接持有医讯和康 48%出资额，并且为医

讯和康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医讯和康有实际控制权。

因此，达孜易禾通过医讯和康间接控制公司 14.3822%的股份。达孜易

禾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52.3533%的股权。 

 

综上，本所认为，达孜易禾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50%以上的股权，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二) 公司副总经理邓朝阳为美国国籍，关于公司员工结构中存在的外籍人员，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雇佣外籍人员及对外籍员工的人事管理方面

的合法合规情况、外籍人士来华工作持有相关证件的情况，并请发表明确意

见。 

 

答复： 

 

1.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用

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在中国就业的外国

人应持 Z 字签证入境(有互免签证协议的，按协议办理)，入境后取得

《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 

 

2. 根据邓朝阳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承诺，邓朝阳在公司及其前身元码

基因有限的任职情况如下： 

 

(1) 邓朝阳自 2015 年 3 月起担任元码基因有限董事职务，主要以外

部技术顾问身份为元码基因有限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和检测手段

研发指导，元码基因有限向邓朝阳支付技术指导相应的报酬，该

等报酬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2) 在担任元码基因有限董事期间，邓朝阳并未与元码基因有限签署

劳动合同，未在元码基因有限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未与

元码基因有限形成劳动合同关系。邓朝阳在担任元码基因有限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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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期间，主要在美国工作和生活，通过电话和邮件方式与元码基

因有限的管理层和研发团队进行沟通。 

 

(3) 随着元码基因有限的不断发展，公司研发部门的规模逐渐扩大，

邓朝阳以外部顾问身份向元码基因有限提供技术指导已经无法

满足元码基因有限的研发及经营需求。因此，元码基因有限于

2017 年 7 月整体变更设立公司后，经公司董事会聘任，邓朝阳

除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之外，开始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目前邓

朝阳正在申请工作签证。 

 

(4) 邓朝阳承诺在取得工作签证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外国人就业证》。 

 

(5) 截至邓朝阳出具说明及承诺函之日，邓朝阳及公司未受到相关主

管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认为，邓朝阳作为元码基因有限的董事未与元码基因有限签署

员工劳动合同，未建立相应劳动合同关系。2017 年 7 月，元码基因有限

整体变更为元码基因股份后，元码基因股份董事会决议聘任邓朝阳担任元

码基因股份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2017 年修

订)》规定，邓朝阳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受聘于元码基因股份应当办理《外

国人就业证》。根据邓朝阳及公司说明，截至目前，邓朝阳及公司正在办

理《外国人就业证》等外国人赴中国工作的相关资质文件，且公司及邓朝

阳未因上述情况受到相关主管行政部门的处罚。 

 

 

 

（以下无正文） 



 

7 

 

(本页无正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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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

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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