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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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观意字[2017]第 GZ17Z2392 号 

 

 

 

二○一八年一月 

 观韬律师事务所  

GUANTAO LAW FIRM  

Tel：86 10 66578066   Fax：86 10 66578016 

E-mail：guantao@guantao.com 

http：// www.guantao.com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28号

富力盈信大厦 17楼 1703-04室 

邮编：510623 

 

Room 1703-04, R&F Yingxin Building, 

No.28 Huaxia Road, Zhujiang New Tow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23，

China 

 



1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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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观意字[2017]第 GZ17Z2392 号 

 

致：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

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聘请专项事务

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其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提供法律

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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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就公司本次

挂牌并公开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出具了《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及《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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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

司”）出具《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五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根据股转

公司的要求，就《反馈意见》所提的有关事项及公司自《法律意见书》

出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的重要变化情况，出具本补法

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一）《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律师之声明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除非另行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

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截至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和对有关

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五）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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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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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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

关文件及资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股转公司，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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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

义： 

本所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公司/股份公司/腾飞基

因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瑞康 指 

中山瑞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中山瑞康基因科技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中山瑞康基因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达安基因 指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达瑞生物 指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

州市达瑞抗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佑乐投资 指 深圳佑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丰榕投资 指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泰新科技 指 信阳泰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阶平健康 指 中山吴阶平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靶向生物 指 广州市靶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昆泰锐 指 新疆昆泰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源因医疗 指 中山源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永慧生物 指 广州永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瑞康检验 指 中山瑞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广州腾飞 指 广州腾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腾飞 指 南京腾飞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达云投资 指 中山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永联生物 指 中山永联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山永慧 指 中山永慧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达安临床  指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瑞安医学  指 广州瑞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华生达 指 广州华生达救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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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国盛 指 广东佛山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盛高 指 广州盛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生物 指 珠海南医大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泰州达瑞 指 泰州达安达瑞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杭州达瑞 指 杭州达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合谐医疗 指 广州合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健福医疗 指 广州健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昶通投资 指 广州昶通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高医疗 指 广州盛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盛高 指 珠海盛高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美康基因 指 北京美康基因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基因 指 北京乐普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工商局 指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工商局 指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山市食药监局 指 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山市卫计局 指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广州开发区市监局 指 广州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南京市工商局 指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关于广东腾飞基因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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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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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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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大华审字[2017]008388 号《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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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9月 30日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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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问题的 

回复 

 

一、《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股东佑乐投资，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该公司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

在基金产品未备案的情况，是否存在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情况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1、根据佑乐投资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官方网站（http://www.amac.org.cn/）上公示的私募投资基金及

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佑乐投资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存在将资产委托

基金管理人或其他第三方管理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私募基金

名称 

基金是

否已备

案 

基金备

案编号 
管理人名称 

管理人

是否已

登记 

管理人的

登记编号 

1 佑乐投资 是 S68438 
深圳和瑞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是 P1020490 

2、根据佑乐投资出具的承诺、佑乐投资两名合伙人出具的声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佑乐投资两名合伙人缴纳出资的银行凭证、公司增

资时佑乐投资增资款的银行回单及经本所律师对佑乐投资的访谈确

认，佑乐投资进行公司增资的出资是其所有的自有资金，来源合法、

真实，不存在借用或接受他人委托的资金出资，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

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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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佑乐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基

金产品未备案的情况，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情况。 

 

 

第二部分 发行人相关事项的变化 

 

一、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一、本次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批准和授权”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二、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二、本次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三、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为采血管和基因检

测相关技术服务，2015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是 6,503,849.94元，占

当 年 营 业 收 入 的 100.00% ， 2016 年 度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是

26,364,376.44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0.00%，2017年 1-9月的

主营业务收入是 40,001,644.40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公司说明及中山市工商局、中山市国家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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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发区税务分局、中山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

局、中山市食药监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中山市商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山市中心支

局、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火炬开发区分局、中山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中山市卫计局、广州开发区市监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家税务局、广州开发区地方税务局高新区税务分局、广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南京市栖霞地方税务局出具

的合法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四、公司的设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

设立”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资产独立 

2017年 12月 31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

号为大华审字[2017]008388号《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41,691,641.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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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人员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以及公司提供的说明，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

公司及子公司在册员工共 98 人，公司及子公司已依法与员工签订了

《劳动合同》。公司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等制度。 

（三）公司的业务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股东确认，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及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2、经本所律师核查并依据《审计报告》，公司业务收入均来源

于主营业务，最近两年一期内与关联方不存在《审计报告》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不存在需要依靠股东或者其他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才能经营的情形，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事项。 

3、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自主决策采购、销售等

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依赖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决策生产经营活动的情

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的独立性”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六、发起人和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六、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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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东”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七、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新设两家子公司，分别为广州腾飞、南京腾飞。 

1、广州腾飞 

（1）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腾飞的《营业执照》及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

腾飞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腾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QKCA99 

住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源大道 11号 B8栋第四层 403室 

法定代表人 杨呈勇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基因药物研发;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

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

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软件开

发;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生

物药品制造;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医疗诊断、监

护及治疗设备零售;基因检测及疾病筛查服务。 

组织结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呈勇；监事：梁婷 

成立日期 2017年 7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7年 7 月 17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广州腾飞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公司 1000.00 0.00 100.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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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0 0.00 100.00 / 

（2）设立及演变 

2017年 5月 19日，广州腾飞（筹）取得广州市工商局核发的编

号为 91201705190795 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经核准的企

业名称为“广州腾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10日，广州腾飞（筹）股东签署并通过了《公司章

程》。 

2017年 7月 17日，广州腾飞取得广州开发区市监局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9QKCA99 的《营业执照》，广州腾飞依

法成立。 

广州腾飞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公司 1000.00 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0.00 100.00 / 

经核查，广州腾飞设立后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均未发生变

更，公司已对广州腾飞的设立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广州腾飞的设立合法合规。 

2、南京腾飞 

（1）基本情况 

根据南京腾飞的《营业执照》及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

腾飞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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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腾飞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2MA1PWWE02T 

住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枫科技园 A1栋 6层 

法定代表人 杨呈勇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医学检验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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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呈勇；监事：梁婷 

成立日期 2017年 7月 14日 

经营期限 2017年 7 月 14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南京腾飞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公司 800.00 0.00 80.00 货币 

2 王鸿宾 200.00 0.00 2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0.00 100.00 / 

（2）设立及演变 

2017 年 6 月 1 日，南京腾飞（筹）取得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的编

号为（01000510）名称预核登记[2017]第 06010212 号《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经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南京腾飞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12日，南京腾飞（筹）股东签署并通过了《公司章

程》。 

2017年 7月 14日，南京腾飞取得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320192MA1PWWE02T 的《营业执照》，南京腾飞依法成

立。 

南京腾飞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观韬律师事务所                                                  腾飞基因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14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公司 800.00 0.00 80.00 货币 

2 王鸿宾 200.00 0.00 2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0.00 100.00 / 

经核查，南京腾飞设立后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均未发生变

更，公司已对南京腾飞的设立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南京腾飞的设立合法合规。 

（二）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子公司源因医疗新增一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2017年 11月 6日，源因医疗召开股东会并通过以下决议：（1）

同意公司将占源因医疗注册资本 39%的股权，共 195 万元出资以 195

万元转让给泰新科技，原股东放弃对该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

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2017年 11月 6日，公司与泰新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2017年 11月 6日，源因医疗全体股东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17年 11月 22日，中山市工商局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源因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

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比

例（%） 
出资方式 

1 公司 255.00 255.00 51.00 货币 

2 泰新科技 195.00 195.00 39.00  

3 

中山盈德医疗

科技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50.00 50.00 10.00 货币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针对公司将其持有的源因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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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股权以 19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泰新科技事项，公司已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泰新科技是公司股东，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方已回避表决，源因医疗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交易价格公允，

此次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七、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八、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1、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采血

管和基因检测相关技术服务，主要产品或服务为采血管、基因检测服

务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子公司瑞康检验主要从事检测服务。 

2、根据公司的陈述与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了以下

与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资质证书： 

（1）中山市食药监局核发的《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为 JY94420010211622，许可范围为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70软件、6840

体外诊断试剂，备案内容为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长期有效），核发

日期为 2017年 1月 20日，有效期至 2022年 1月 19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山海关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

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号为 442096427H，经营类别为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核发日期为 2015年 3月 27日，有效期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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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山市商务局核发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

案登记表编号为 02006840，备案日期为 2015年 4月 1日。 

（4）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山市中心支局核发的《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登记》，公司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登记日期为

2015年 4月 2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核发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编号为 15040109242000000068，备案类

别为自理企业，备案号码为 4420609014，备案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7

日。 

根据子公司瑞康检验的陈述与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瑞

康检验取得了以下与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资质证书： 

（1）中山市卫计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机构名称为中山瑞康医学检验所，诊疗科目为医学检验科；临

床免疫、血清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登记号为

MA4UMT64144200015P1202，核发日期为 2016年 6月 20日，有效期限

自 2016年 6月 20日至 2021年 6月 19日。该许可证副本备注栏载明：

营业执照名称为“中山瑞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核发的编号为 00408 的《临床基因扩

增检验实验室验收合格证书》，发证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8 日，开展

项目为地贫基因检测、染色体微阵列基因芯片检测，证书有效期为五

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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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及子公司瑞康检验具有从事经营范围业务所需的有关

行业许可或认定以及业务资质，业务资质齐备、经营业务合法合规； 

（2）公司及子公司瑞康检验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

过期资质的情况； 

（3）上述经营资质均在有效期内，对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不造成障碍。 

（二）公司的境外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子公司、

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亦未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三）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1、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采血

管和基因检测相关技术服务。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营业收入全部来自

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情况如下：（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0,001,644.40 26,364,376.44 6,503,849.94 

其他业务收入 - - - 

合计 40,001,644.40 26,364,376.44 6,503,849.9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最近两年一期内的营业收入全部来源

于主营业务收入，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八、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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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1、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佑乐投资 

根据佑乐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佑乐投资的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佑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4966681X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商业文化中心区海岸大厦西座 161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和瑞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出资额 1800.00 万元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 2015年 4月 27日 

合伙期限 2015年 4月 27日至 2020年 4月 24日 

登记状态 存续 

佑乐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

方式 

承担责任

方式 

1 
深圳和瑞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782.00 1782.00 99.00 货币 有限责任 

2 
深圳和瑞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8.00 18.00 1.00 货币 无限责任 

合计 1800.00 180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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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1）根据公司的说明及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的公示信息，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新设两家子公司，分别为广州腾飞、南京腾飞，广

州腾飞及南京腾飞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股本及演变”。 

（2）源因医疗 

根据源因医疗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子公司源因医疗的情况如下： 

名称 中山源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UWWG80F 

住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祥兴路 6号数贸大厦南翼 8层 805 卡 

法定代表人 杨呈勇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研发：医疗器械；技术推广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食

品经营；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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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年 10月 27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10 月 27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源因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

称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公司 255.00 255.00 51.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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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新科技 195.00 195.00 39.00 货币 

3 

中山盈德医疗

科技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50.00 50.00 10.00 货币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 

经核查工商底档，在设立子公司源因医疗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杨

呈勇已向中山市工商局出具承诺：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及时到许可部

门办理涉及商事登记后置许可手续，在取得许可前不开展相关后置许

可事项经营活动。 

（3）昆泰锐 

根据昆泰锐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参股公司昆泰锐的情况如下： 

名称 新疆昆泰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MA776NKU4P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西彩路 181号

新疆生物医药创新创业园孵化楼 425室 

法定代表人 谢洪学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与试剂发展；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

技术推广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验分析仪器制

造；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

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成立日期 2016年 8月 10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8 月 10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昆泰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张超 180.00 36.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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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洪学 150.00 30.00 货币 

3 公司 50.00 10.00 货币 

4 于志涛 40.00 8.00 货币 

5 屠夏燕 40.00 8.00 货币 

6 王红梅 40.00 8.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3、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外投资（控股）的企业(公司

除外)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中，中山瑞康和佑乐投资对外仅投资腾飞基因一家公司，达安基因

和丰榕投资对外投资（控股）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 

对外投资

的企业名

称 

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 

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在该企业中的

持股比例（%） 

1 达安基因 

达瑞生物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医疗设备租赁服务;软件

开发;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技术进出口;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医疗诊断、监

护及治疗设备零售;二、三类医疗

器械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

设备批发;生物药品制造;医疗诊

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46.33 

广州达泰

生物工程

技术有限

公司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品研发;

生物技术转让服务;生物技术咨

询、交流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生物技术推广服

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食品科学

技术研究服务;医疗诊断、监护及

治疗设备零售;卫生材料及医药用

品制造;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

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三

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

医疗器械）;医疗诊断、监护及治

疗设备批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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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生物

工程有限

公司 

药品生产；药品经营；第二、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第二、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生产、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医药技术研究开发；租赁：第

一、二、三类医疗器械；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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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西藏达安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诊断试剂

除外）；I类医疗器械；II类、III

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隐形眼

镜及其护理用液类除外）、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

设备、医用 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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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

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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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6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

械；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

析仪器；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

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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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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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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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类：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疗器械经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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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5

月 30日）。医用磁共振设备设备

的研发；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技

术咨询服务；技术投资；进出口贸

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广州达医

安贸易有

限公司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

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

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三类医疗器

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

械）;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

零售;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

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

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

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软

件批发;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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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租赁

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策划创意

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政府

采购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生物技术咨

询、交流服务 

100.00 

昌都市达

安医院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医院投资管理；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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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广州市达

安基因科

技有限公

司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管理服

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100.00 

达安诊断

有限公司

(DAAN 

DIAGNOST

ICS LTD) 

体外诊断试剂及生物制品、保健食

品、医疗设备的批发、零售和货物

进出口,以及技术咨询服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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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安国际

集团有限

公司 

体外诊断试剂、生物制品、保健食

品、医疗设备及其配套项目的开

发、投资、贸易以及技术服务 

100.00 

广州市达

安医疗健

康产业创

业投资基

金（有限

合伙） 

工商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股权投资 

59.40 

2 丰榕投资 

丰榕投资

（香港）

有限公司 

投资 100.00 

冠城大通

股份有限

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对外贸易；电器机

械及器材，自动化仪表及系统制

造、维修、销售，有色金属材料加

工；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房

地产开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

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31.99 

三明丰榕

润泰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投资兴办实业；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不含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及

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

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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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3 

福建冠城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

融、证券、期货等须审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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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福建冠城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对非证劵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

资有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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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4、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投资的企业 

（1）达云投资 

达云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呈勇控制并担任执行董事，公司董

事甘海燕担任监事的企业。根据达云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

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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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达云投资的情况如下： 

名称 中山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UNWY6X8 

住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健康路 1号十三楼 1310室 

法定代表人 杨呈勇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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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26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4 月 26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达云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杨呈勇 5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的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对外投资（本公司除外）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与公司关联

关系 

持股比

例（%） 
经营范围 

1 

达云投资 

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杨

呈勇对外设

立的企业 

100.00 

企业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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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联生物 99.00 

研发：生物制品、化学试剂；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云平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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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永慧 99.00 

研发：生物制品、化学试剂；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云平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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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瑞康 80.67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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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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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州市晋安区

金新源汽配商

行 

公司董事何

珠云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 

100.00 

批发、零售：汽车零配件（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

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3 
北京八丰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郭

陆军投资设

立的公司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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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深圳瑞银泰诚

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许

晶投资设立

的公司 

 

51.00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

（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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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和瑞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 

33.33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基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

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顾问（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

批文件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5 

广州酌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伍

军对外设立

的公司 

80.00 
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

批项目）;投资咨询服务 

广东联合创展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80.00 
投资管理服务;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服

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广东酌希供应

链科技有限公

司  

70.00 

供应链管理;科技信息咨询服务;投资

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受金融

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咨询

服务;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研究开发服务 

广州希酌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60.00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地

理信息加工处理;数字动漫制作;游戏

软件设计制作。 

广东中盈盛达

基金管理有限
55.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投

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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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项目）;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广东亿星创展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9.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除外）;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

目）;酒店管理;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广东酌希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30.00 商业保理业务 

广东民富资本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0.00 

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企业自

有资金投资;风险投资;企业信用信息

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提供（金

融信用信息除外）;受金融企业委托提

供非金融业务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信

用担保;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广东国正典当

行有限公司  
5.00 典当 

广州星海温汇

投资有限公司  
3.75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风

险投资;创业投资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其他单位任职的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任职 其他任职单位 
其他任职单
位职务 

其他任职单
位与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其他任
职单位
状态 

杨呈勇 
董事长兼
总经理 

瑞康检验 
董事长兼总经

理 
公司子公司 存续 

永慧生物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子公司 存续 

源因医疗 
执行董事兼经

理 
公司子公司 存续 

广州腾飞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子公司 存续 

南京腾飞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子公司 存续 

靶向生物 董事 公司参股公司 存续 

达云投资 执行董事 
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 

存续 

甘海燕 董事 永慧生物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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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检验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达云投资 监事 
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 

存续 

向柱方 董事 无 无 无 无 

罗玉丽 董事 无 无 无 无 

许晶 董事 

瑞康检验 董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深圳瑞银泰诚投资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董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深圳和瑞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股东的合
伙人 

存续 

深圳和瑞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董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公司股东的合

伙人 

存续 

广东盛泽康华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任职

公司 
存续 

广州优匙云海淘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任职

公司 
存续 

何珠云 董事 

福州市晋安区金新
源汽配商行 

负责人 
公司董事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 

存续 

丰榕投资 财务总监 公司股东 存续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
公司 

监事 
公司股东控股

公司 
存续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
限公司 

监事 
公司股东参股

公司 
存续 

郭陆军 董事 

中联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董事任职

公司 
存续 

深圳前海道远东富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股东参股
公司 

存续 

江庆华 
监事会主

席 
无 无 无 无 

梁婷 
职工代表
监事 

源因医疗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广州腾飞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南京腾飞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存续 

伍军 监事 

广东中盈盛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
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安徽图联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中山市臻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中山中盈盛达科技
融资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 
董事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广州酌希投资管理 执行董事兼总 公司监事对外 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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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经理 投资的公司 

广州希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东中盈盛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
理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佛山市中盛置业有
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广东酌希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东亿星创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东国正典当行有
限公司  

董事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州星海温汇投资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东民富资本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广东酌希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对外
投资的公司 

存续 

西藏中盈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广东新合富工程担
保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广东中盈金茂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正进行
简易注
销公告 

广东中盈盛达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 
公司监事任职

公司 
存续 

李艳芳 
财务负责
人、董事
会秘书 

无 无 无 无 

7、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方 

（1）达瑞生物 

根据达瑞生物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达瑞生物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51998561Y 

住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荔枝山路 6号自编 2号 404 

法定代表人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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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1692.5866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疗设备租赁服

务;软件开发;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化学药品

制剂制造;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二、三类医疗器

械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生物药品制造;医

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成立日期 2003年 8月 11日 

经营期限 2003年 8 月 11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达瑞生物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达安基因 100,510,752 46.33 

2 余江信诚创业投资中心 78,553,248 36.21 

3 吴英松 5,400,500 2.58 

4 
上海康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4,078,506 1.88 

5 
广州安健信医疗健康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792,000 1.75 

6 向勇 2,610,000 1.20 

7 
广州达安京汉医疗健康产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2,275,200 1.05 

8 周建新 2,274,000 1.05 

9 
深圳康成亨宝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520 0.98 

10 深圳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123,520 0.98 

合计 203,741,246 93.92 

8、公司其他关联方 

（1）达安临床 

达安临床是公司股东达安基因持股 46.9565%的公司控股的公司。

根据达安临床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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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安临床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837993214 

住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荔枝山路 6号 

法定代表人  王铁丁 

 注册资本 2131.72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临床检验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成立日期 2006年 2月 28日 

经营期限 2006年 2 月 28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达安临床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93.8210 货币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31.72 6.1790 货币 

合计 2131.72 100.00 / 

（2）瑞安医学 

瑞安医学是公司股东达瑞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根据瑞安医学的

《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瑞安医学的情

况如下： 

名称 广州瑞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16331467115A 

住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三路 11号自编 6栋 401 

法定代表人 周华星 

 注册资本 1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中西医结合临床功效的技术研究;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

医疗技术研究;健康科学项目研究、开发;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临床检验服务;生物药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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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年 3月 30日 

经营期限 2015年 3 月 30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瑞安医学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达瑞生物 11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100.00 100.00 / 

（3）华生达 

华生达是公司股东达安基因持股 46.9565%的云康健康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华生达的《营业执

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

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生达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华生达救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79710817T 

住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荔枝山路 6号 201室（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 王铁丁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二、三类医疗

器械零售;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 

成立日期 2008年 8月 26日 

经营期限 2008年 8 月 26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华生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云康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4）佛山国盛 

佛山国盛是公司的原董事长邓杏飞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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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佛山国盛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佛山国盛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佛山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324754837Q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深海路 17号瀚天科技城 A区 6号楼十二

楼 1206单元 

法定代表人 DENG DAVID XINGFEI 

注册资本 1001.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生物检测试剂和实验器材；生物技术开

发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 

成立日期 2014年 11月 20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11 月 20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佛山国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广东国盛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1001.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1.00 100.00 / 

（5）广州盛高 

广州盛高是公司子公司瑞康检验的董事梁丽敏控股并担任监事

的公司。根据广州盛高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广州盛高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盛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68931579XQ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18号 2210房 

法定代表人 冯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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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药品研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

品及医疗器械）;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

提供专业清洗、消毒和灭菌;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维

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软件服务;软件开发;科技信息咨询服

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工程技术

咨询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医疗技术推广服务;软件技术

推广服务;网络信息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成立日期 2009年 5月 24日 

经营期限 2009年 5 月 24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广州盛高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梁丽敏 57.00 57.00 货币 

2 冯明红 30.00 30.00 货币 

3 李红仙 10.00 10.00 货币 

4 周丽笑 3.00 3.00  

合计 100.00 100.00 / 

（6）珠海生物 

珠海生物是公司原董事李明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根据珠海生物的

《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海生物的情

况如下： 

名称 珠海南医大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958321718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 288号 G栋厂房三楼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及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和咨询；食品、农产品及生物医药相关产品的检测（含医

学临床样品）；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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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2 年 5月 7日 

经营期限 2012年 5 月 7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珠海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广州南医吉洛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330.00 33.00 货币 

2 珠海倍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 货币 

3 
广州南方医大科技园有限公

司 
150.00 15.00 货币 

4 珠海医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0.00 14.00 货币 

5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 货币 

6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 货币 

7 
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学制药

厂 
50.00 5.00 货币 

8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7）杭州达瑞 

杭州达瑞是公司股东达瑞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杭州达瑞的

《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杭州达瑞的情

况如下： 

名称 杭州达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5687892439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富塘路 35号 1幢三楼 

法定代表人  邹德亮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体外诊断试剂批发；批发、零售：第三类、第二类医疗器械；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

方可经营）。 体外诊断试剂、医疗设备、医用软件的研发；

电脑设备的销售；批发兼零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除食品、

药品）；收购本企业销售所需农产品（限直接向第一产业原

始生产者收购）；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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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1年 3月 14日 

经营期限 2011年 3 月 14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杭州达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达瑞生物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8）合谐医疗 

合谐医疗是公司股东达安基因的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合

谐医疗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谐

医疗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合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6832751926 

住所 
广州国际生物岛螺旋四路 9 号第二层 B201、第三层 B301 单

元 

法定代表人 黄智敏 

注册资本 1400.529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娱乐及体育设备出租;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医疗用品

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教育咨询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地理信息加工处理;数字内容服务;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体育运动咨询服务;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工商咨询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生物技

术开发服务;软件开发;策划创意服务;计算机零配件零售;

文化艺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转让服务;贸易咨询服务;医疗

设备租赁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数字动漫制作;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一

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营养健康咨询服务;文具

用品零售;计算机零售;集成电路设计;游戏设计制作;网络

技术的研究、开发;中药饮片零售;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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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

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零售;保险兼业代

理。 

成立日期 2008年 12月 27日 

经营期限 2008年 12 月 27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合谐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余江县合谐齐创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66.4580 40.4460 货币 

2 黄智敏 232.9560 16.6334 货币 

3 
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 
158.8000 11.3386 货币 

4 

广州安健信医疗健康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41.6090 10.1111 货币 

5 
余江县合康君达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00.5860 7.1820 货币 

6 
大成创新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77.8072 5.5556 货币 

7 
广州科风投安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50.4190 3.6000 货币 

8 
广州汇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6843 3.3333 货币 

9 
余江安进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5.2059 1.7997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9）泰新科技 

泰新科技是公司股东。根据泰新科技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

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泰新科技的情况如下： 

名称 信阳泰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005516050143 

住所 信阳市高新区东环路与工五路交叉口（泰宇医疗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 王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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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电脑耗材、办公用品、保健器材销售，医疗器械（第Ⅲ类：

6801、6802、6804、6805、6806、6807、6808、6809、6810、

6812、6813、6821、6822、6823、6824、6825、6826、6828、

6830、6831、6833、6834、6840、6854、6857、6863、6865、

6866；第Ⅱ类：6820、6827、6841、6846、6855、6856、6858、

6864）销售（详见医疗器材经营有效许可证）。 

成立日期 2010 年 2月 9日 

经营期限 2010年 2月 9日至 2030年 2月 8日 

登记状态 存续 

泰新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小慧 294.00 96.3934 货币 

2 郝嘉乐 6.00 1.9672 货币 

3 鲁明霞 5.00 1.6393 货币 

合计 305.00 100.00 / 

（10）阶平健康 

阶平健康是公司股东。根据阶平健康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

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阶平健康的情况如下： 

名称 中山吴阶平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UP3268B 

住所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 1号德仲广场 1幢 25层 25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山市臻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出资额 10000.00 万元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健康产业；企业投资管理；企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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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29日 

合伙期限 2016年 4月 29日至 2021年 4月 29日 

登记状态 存续 

阶平健康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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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

式 

承担责任

方式 

1 
中山市雍逸股权投资中心

（普通合伙） 
4900.00 49.00 货币 有限责任 

2 
中山市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 20.00 货币 有限责任 

3 中山中盈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货币 有限责任 

4 
中山中盈盛达科技融资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货币 有限责任 

5 
中山市碧盛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 10.00 货币 有限责任 

6 
中山市臻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1.00 货币 无限责任 

合计 10,000.00 100.00 / / 

（11）健福医疗 

健福医疗是公司股东达安基因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健福

医疗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健福医

疗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健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747558782Q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联和路 2号之 2内一幢首层 101 

法定代表人 黄桂芳 

 注册资本 249.69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

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即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器

械”，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医疗诊断、监护及治

疗设备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医疗实验室设

备和器具制造。 

成立日期 2003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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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2003年 3 月 6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健福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张晓东 180.00 72.0894 货币 

2 达安基因 49.69 19.9007 货币 

3 黄桂芳 20.00 8.0099 货币 

合计 249.69 100.0000 / 

（12）昶通投资 

昶通投资是公司股东达安基因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的参股

公司。根据昶通投资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昶通投资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昶通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MA59CFGM2K 

住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 11号 B8栋第二层

265房和 269房 法定代表人  常光国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医院管理;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医

疗设备租赁服务;食品添加剂批发;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计算机批发;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咨

询、交流服务;养生学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广告业;化妆

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教育咨询服务;

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

能培训项目）;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生物技术转让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计算机零配件批发;

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食品科学技术研

究服务;心理咨询服务（不含医学心理咨询、医学心理训练、

医学心理辅导等医疗行为）;生物医疗技术研究;护理服务

（不涉及提供住宿、医疗诊断、治疗及康复服务）;非许可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

外）;健康科学项目研究成果技术推广;健康科学项目研究成

果转让;健康科学项目研究、开发;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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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批发;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

（不涉及医疗诊断、治疗及康复服务）;食品检测服务;医疗

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保健按摩;专科医院;预包装食

品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散装食品批发;散

装食品零售;精神康复服务;互联网出版业;中西医结合医

院;预包装食品零售;人才培训。 

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14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4 月 14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昶通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广州昶通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10.00 35.00 货币 

2 

广州易晨瑞生物

科技企业(有限合

伙) 

180.00 30.00 货币 

3 
广州瑞义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25.00 货币 

4 常光国 60.00 10.00 货币 

合计 600.00 100.00 / 

（13）盛高医疗 

盛高医疗是子公司瑞康检验的董事冯明红、梁丽敏共同出资设立

的公司。根据盛高医疗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盛高医疗的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盛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MGDX0R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18号 18楼 1809房（不可作厂房

使用） 
法定代表人 冯明红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外科、牙科等医疗专用设

备及器械制造;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的生产（具体生产范围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为准）;医疗诊断、监护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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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备批发;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

含药品及医疗器械）;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

用品提供专业清洗、消毒和灭菌;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

备维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软件服务;软件开发;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生物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

物技术开发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药品研发。 

成立日期 2017 年 5月 5日 

经营期限 2017年 5 月 5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盛高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梁丽敏 50.00 50.00 货币 

2 冯明红 50.00 5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14）珠海盛高 

珠海盛高是子公司瑞康检验的股东。根据珠海盛高的《营业执

照》、工商档案和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

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海盛高的情况如下： 

名称 珠海盛高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RHHU9R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18210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红仙 

注册出资额 500.00 万元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科技研发、市场调研、信息咨询、管

理咨询。 

成立日期 2016 年 7月 7日 

合伙期限 2016年 7 月 7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珠海盛高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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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

式 

承担责任

方式 

1 梁丽敏 200.00 40.00 货币 有限责任 

2 冯明红 175.00 35.00 货币 有限责任 

3 李红仙 50.00 10.00 货币 无限责任 

4 高儒芝 35.00 7.00 货币 有限责任 

5 肖虹 25.00 5.00 货币 有限责任 

6 周丽笑 15.00 3.00 货币 有限责任 

合计 500.00 100.00 / / 

（二）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了以下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月-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中山大学 服务费 - 104,716.98 - 

昆泰锐 服务费 - 1,297.17 - 

佛山国盛 服务费 - 1,745.28 - 

达安基因 咨询服务费 - - 1,018,867.87 

靶向生物 检测服务 21,266.96 - - 

达瑞生物 采血管 - 4,521,367.56 2,500,000.00 

达瑞生物 检测服务 - 5,516,892.07 1,886,603.80 

达瑞生物 咨询服务费 - 98,000.00 875,339.88 

达安临床 采血管 551,282.05 1,025,641.08 - 

达安临床 检测服务 1,769,018.88 1,262,702.79 - 

达安临床 咨询服务费 - - 63,106.73 

瑞安医学 检测服务 242,028.31 1,588,490.56 - 

华生达 采血管 8,974.36 1,333,333.38 - 

泰州达瑞 采血管 - 382,905.96 - 

合谐医疗 检测服务 2,595,564.00 595,225.00 - 

合计 5,188,134.56 16,432,317.83 6,343,918.28 

本所律师注意到，公司关联销售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较大，且公

司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中，达安基因、达安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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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瑞生物、瑞安医学、合谐医疗及华生达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

户，公司关联销售在公司营业收入中的具体占比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内容 

2017年 1月-9

月（元） 

关联交

易占比 
2016 年度（元） 

关联交

易占比 
2015年度（元） 

关联交

易占比 

检测服

务 
4,758,444.18 12.12% 8,963,310.42 48.05% 1,886,603.80 100.00% 

采血管 560,256.41 75.36% 7,263,247.98 97.03% 2,500,000.00 99.81% 

咨询服

务 
- - 202,716.98 90.87% 1,957,314.48 92.65% 

合计 5,318,700.59 - 16,429,275.38 - 6,343,918.28 - 

经本所律师核查： 

①公司与中山大学、昆泰锐、佛山国盛、达安基因、靶向生物、

达瑞生物、达安临床、瑞安医学、华生达、泰州达瑞、合谐医疗的关

联关系详见《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 

②根据公司提供的的合同、出具的说明及对关联方进行访谈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销售的采血管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但会根

据采购数量上下浮动，因公司生物信息系统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关联方会优先采购公司产品。 

③根据公司提供的合同、银行转款凭证、发票、出具的说明及对

关联方进行访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检测服务定

价是双方协商的价格。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呈勇为基因无创产前检测

方面的专家，曾在美国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任研发副总监，具有海外领

先科技知识背景，且公司仪器、设备主要为海外进口的先进设备，专

家团队具有多年基因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经验，关联方愿意公司为其

提供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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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 15 年、16 年公司年报的数据，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在检测服务类毛利率对比

如下： 

公司名称 
毛利率 

2016 年 2015 年 

达安基因 42.68% 42.15% 

达瑞生物 37.84% 44.97% 

美康基因 68.52% 65.46% 

乐普基因 43.24% 42.02% 

腾飞基因 37.06% 48.19% 

根据该对比，公司毛利率基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符合检测服

务类业务的行业特征，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规律

和公司实际情况。检测服务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在报告期内保持了

稳定，关联方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公司转移或获取不合理利润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④根据公司提供的合同、银行转款凭证、发票、出具的说明及对

关联方进行访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咨询服务是

基于商业原则与公允价值经双方协商定价，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呈勇

作为基因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专家，在行业内享有一定的声誉，关联

方愿意公司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该项业务对于公司开拓业务存

在必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⑤根据公司的声明及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达瑞生物于 2017

年起大大减少了采血管的关联交易，公司将逐步减少与关联方发生关

联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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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合理、公允、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了以下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月-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达瑞生物 
采购试剂、固

定资产等 
1,480,000.00 59,800.00 1,068,729.00 

达安基因 
采购试剂、固

定资产等 
341.88 157,800.35 727,838.50 

达安基因 其他交易 - 25,000.00 - 

靶向生物 服务费 68,867.92 - - 

达安临床 检测费 2,082,535.00 163,530.00 - 

达安临床 其他交易 14,000.00 48,100.00 - 

佛山国盛 采血管采购 774,000.00 3,366,600.00 - 

佛山国盛 技术咨询费 - 727,962.26 350,047.17 

杭州达瑞 采购固定资产 167,679.62 1,111,111.11 - 

广州盛高 代理服务 3,529,849.38 2,577,184.11 - 

盛高医疗 代理服务 6,941,082.34 - - 

瑞安医学 代理服务 - 49,645.63 - 

珠海生物 采购服务 1,707,875.00 956,000.00 - 

健福医疗 
原材料、委托

加工物资 
46,587.95 1,360.00 - 

合计 16,812,819.09 9,244,093.46 2,146,614.67 

本所律师注意到，公司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中，达安基因、达安临床、佛山国盛、广州盛高、盛高医疗、珠海生

物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前五大供应商，经本所律师核查： 

①公司与达瑞生物、达安基因、靶向生物、达安临床、佛山国盛、

杭州达瑞、广州盛高、盛高医疗、瑞安医学、珠海生物、健福医疗的

关联关系详见《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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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公司提供的的合同、银行转款凭证、发票、出具的说明及

对关联方进行访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采购的商品以及接受的咨

询均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 

③根据公司的说明及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正逐步减少向关联方

采购，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供应商结构，积极寻找新的供应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

易合理、公允、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①公司出具《关于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承诺尽量避免关联交易事项，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务来往

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严格按

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② 报告期

内，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未履行相关决策程

序，未形成书面决议，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确认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③有

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

公司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发生关联交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合理、公允、合法有效，

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构成障碍。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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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

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月-9

月 
2016 年 2015 年 

达云投资 提供资金 - 510.00 - 

中山瑞康 提供资金 - 330.00 - 

杨呈勇 
采购，资金借

用 
- 26,715.58 70,000.00 

梁婷 出差备用金 24,000.00 - - 

合计 24,000.00 27,555.58 70,000.00 

（2）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①应收账款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9月 30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达瑞生物 - - 1,999,800.00 

昆泰锐 - 1,375.00 - 

泰州达瑞 - 126,000.00 - 

达安临床 2,790,405.00 1,635,315.00 - 

瑞安医学 851,950.00 995,400.00 - 

合谐医疗 1,828，326.00 333,254.00 - 

合计 7,656,851.00 3,091,344.00 1,999,800.00 

②其他应收账款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9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中山瑞康 - 330.00  
- 

达云投资 - 510.00  
- 

达安临床 - 10,000.00  
- 

合计 - 10,840.00  
- 

③预付款项 



观韬律师事务所                                                  腾飞基因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49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9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佛山国盛 - 108,810.00 - 

达安基因 - 25,000.00 - 

合计 - 133,810.00 - 

④应付账款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9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佛山国盛 181,350.00 155,000.00 - 

达安基因 851,171.05 876,571.05 876,571.05 

广州盛高 2,671,395.04 2,577,184.11 - 

达安临床 1,846,555.00 - - 

盛高医疗 5,284,771.17 - - 

珠海生物 8,000.00 774,625.00 - 

合计 10,843,242.26 4,383,380.16 876,571.05 

⑤预收账款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9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昶通投资 115,000.00 -  
- 

合计 115,000.0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①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应收款发

生在有限公司阶段，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截至股份公司成立之前，

关联方已向公司还清其他应收款；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及预收款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款

项；③在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中，只有昶通投资与公司签署的合同是

在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并审议通过公司与昶通投资

的关联交易；④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

金占用管理制度》及《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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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权限和程序，通过具有操作性的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方往来款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并

公开转让造成障碍。 

（3）关联股权转让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股权转让情况如

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标的 

转让股

权比例

（%） 

转让认缴

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转让价格

（元） 

股权转让

款支付情

况 

达云投资 公司 
源因医疗

的股权 
20.00 100.00 0.00 1.00 已支付 

2017年 1月 3日，源因医疗召开股东会并通过以下决议：同意

达云投资将其持有的源因医疗 20%的股权以 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2017年 1月 3日，达云投资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

其持有的源因医疗 20%的股权共 100.00万元出资额（未实缴）以 1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2017年 1月 6日，中山市工商局核准上述股权转让并换发新的

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及源因医疗工商

档案，股权转让确认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达云投资将其持有的源

因医疗 2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源因医疗依法召开股东会审议了股权转让议案并表

决通过，股权转让价格公允,而且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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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产生障碍。 

（三）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及制度安排 

股改前，公司未建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并

未全面履行有关决议程序。 

股改后，为规范股份公司关联交易行为，股份公司在《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和重大投资

进行了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

法》及《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使决策管理落实

且更具有操作性，进一步地规范了公司关联交易以及重大投资事项的

决策程序。 

公司承诺，将尽量避免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事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

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并切实履行。 

 （四）同业竞争 

1、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详见《法律意见书》“三、本次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

技术人员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不在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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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

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

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

术人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上述有

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均合法有效，可以有效避免来自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同业竞争及其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害。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自有房

屋。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房屋

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

方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间 履行情况 

1 

中山市铭

庆数字科

技有限公

司 

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

心城区祥兴路 6号数

贸大厦南翼 8层 1598

平方米、北翼 9层 903

卡 345平方米 

1943.00 
2018.1.20-2020

.1.19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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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中山

医药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公司 

广州科学城崖鹰石路

10号中山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 A座四楼

南边 

645.00 
2017.11.6-2022

.11.5 
正在履行 

3 

中山市铭

庆数字科

技有限公

司 

有限公

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祥

兴路 6号数贸大厦北

翼 10层 1005卡 

132.00 
2016.3.11-2019

.3.10 
正在履行 

4 

中山市铭

庆数字科

技有限公

司 

瑞康检

验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

心城区祥兴路 6号数

贸大厦南翼 8层 800

平方米 

800.00 
2018.1.20-2020

.1.19 
正在履行 

5 

广州华南

新材料创

新园有限

公司 

永慧生

物 

广州开发区科丰路

31号自编二栋华南

新材料创新园 G5栋

311号 

270.40 
2017.1.1-2019.

5.28 
正在履行 

（二）无形资产 

1、专利权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持有的专利证书、最新的专利

年费的缴纳凭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告信息等资料。根据查验结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的专利情况如

下： 

（1）已取得的发明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

权人 

授权公告

日 

1 一种血液稳定剂及其应用 
ZL20141078431

8.3 
2014.12.16 公司 2017.3.29 

2 
一种用于基因表达检测的

DNA高通测序数据校正方法 

ZL20121010429

3.9 
2012.4.11 公司 2015.9.30 

（2）已取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新型采血卡 
ZL20162013436

6.2 
2016.2.22 公司 2016.8.17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取得的专利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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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及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及子公司持有的商标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权利人 有效期限 

1 

 

 

16905235 44 有限公司 
2016.7.7- 

2026.7.6 

2 

 

20209736 44 瑞康检验 
2017.10.7-202

7.10.6 

3.域名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顶级国际域名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中国万网”的公示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及子公司持有的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所有人 有效期 

1 ascendgene.com 公司 2014.9.1-2018.9.1 

2 ruikangdx.com 瑞康检验 2016.11.17-2021.11.17 

3 geneqa.com 源因医疗 2016.1.20-2019.1.20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公示的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

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著作

权人 

首次发表日

期 
登记日期 

权利

取得

方式 

1 2016SR323321 
腾飞实验室信息

管理软件 V1.0 
公司 2015.5.6 2016.11.9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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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SR031318 

腾飞基因基因分

型样本数据及报

告自动化管理软

件[简称：

GENOTYPING]V1.0 

公司 2016.11.15 2017.2.6 
原始

取得 

   （二）车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子公

司拥有的车辆如下： 

序号 车辆品牌型号 车牌 获得方式 使用性质 所有人 

1 别克牌 SGM6520UAAA 粤 TFN352 购买 非营运 公司 

2 福特牌 CAF6490A53 粤 T0F090 购买 非营运 公司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固定资产明细表等相关文件，截至 2017

年 9月 30日，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机器设备、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账面价值合计 11,761,361.59元。 

（四）公司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声明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拥有

的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权利限制；公司不存在为本公司

以外的任何单位、个人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况；亦没有针对该等财产的

重大诉讼、仲裁或争议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上

述财产权属清晰、合法、有效、证件齐备，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

议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不存在资产产权共有的情形，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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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方重大依赖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重大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期间 合同内容 
报告期内确认收

入金额（元） 

履行 

情况 

1 达瑞生物 2015.4.1-2017.3.31 检测服务 7,403,495.87 
履行

完毕 

2 
南方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 
2016.10.8-2017.10.7 检测服务 4,748,783.85 

履行

完毕 

3 达瑞生物 2016.3.1-2017.3.1 采血管 4,521,367.56 
履行

完毕 

4 
广州诺安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6.5.1-2018.4.30 检测服务 3,854,877.36 

正在

履行 

5 
花都区妇幼保健

院（胡忠医院） 
2017.1.1-2017.12.31 检测服务 3,626,775.74 

正在

履行 

6 合谐医疗 2016.7.20-2018.7.19 检测服务 3,190,789.00 
正在

履行 

7 达安临床 
2015.12.1-2017.12.3

1 
检测服务 3,031,721.70 

正在

履行 

8 达瑞生物 2015.3.1-2016.2.28 采血管 2,500,000.00 
履行

完毕 

9 
河源市妇幼保健

院 

2016.11.18-2017.11.

17 
检测服务 2,365,593.87 

履行

完毕 

10 
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 
2016.8.1-2018.7.31 检测服务 1,665,649.86 

正在

履行 

11 达安基因 2015.6.1-2016.6.1 咨询服务 1,018,867.87 
履行

完毕 

12 达瑞生物 
2014.12.1-2015.12.3

1 
咨询服务 926，213.59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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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采购合同 

公司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标的金额或确认收入金

额在 140万元以上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相对方 
签署日期或合同

期间 
合同内容 

合同金

额 

报告期内采购

成本金额（元） 

履行 

情况 

1 盛高医疗 
2017.6.1-2021.

12.31 
代理服务 - 6,941,082.34 正在履行 

2 广州盛高 
2016.7.1-2021.

12.31 
代理服务 - 6,107,033.49 正在履行 

3 佛山国盛 
2016.2.3-2017.

2.3 
采血管 - 4,446,702.00 履行完毕 

4 
Fluidigm 

Corporation 
2017.5.2 基因测序仪 

USD1,7

00,000.0

0 

3,405,984.00 履行完毕 

5 珠海生物 
2016.10.1-2017

.12.31 
检测服务 - 2,663,875.00 正在履行 

6 达安临床 
2015.12.1-2017

.11.30 
检验服务 - 2,082,535.00 履行完毕 

7 

Life 

Technologies 

Holdings Pte 

Ltd 

2016.7.6 耗材和试剂 
USD300

,162.00 
2,011,925.85 履行完毕 

8 

Life 

Technologies 

Holdings Pte 

Ltd 

2017.4.17 基因测序仪 
USD250

,000.00 
1,727,400.00 履行完毕 

9 
广州林奥科技

信息有限公司 
2017.5.31 代理服务 - 1，712，787.46 正在履行 

10 

Life 

Technologies 

Holdings Pte 

Ltd 

2017.6.14 ION试剂 
USD226

,144.00 
1，550，714.64 履行完毕 

（二）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1、应收账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

应收账款前五名如下：（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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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2017 年 9月 30日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

款期末余

额的比例

(%) 

已计提坏账

准备 

达安临床 关联方 2,790,405.00 14.45 26,477.30 

广州诺安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2,186,170.00 11.32 104,826.00 

合谐医疗 关联方 1,828,326.00 9.47 9,141.63 

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

忠医院） 
非关联方 1,018,631.74 5.27 5,093.16 

瑞安医学 关联方 851,950.00 4.42 60,822.75 

合计 8,675,482.74 44.93 206,360.84 

2、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

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如下：（单位：元） 

单位名称 关联方关系 款项性质 

2017 年 9月 30日 

账龄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

收款期末

余额的比

例(%) 

已计

提坏

账准

备 

黄锐玲 非关联方 备用金 370,000.00 33.70 - 1年以内 

中山市铭庆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押金 212,430.00 19.35 - 1-3年 

肖潇 非关联方 备用金 120,000.00 10.93 - 1年以内 

张林华 非关联方 备用金 100,000.00 9.11 - 1年以内 

李治怡 非关联方 备用金 60,000.00 5.46 - 1年以内 

合计 862,430.00 78.55 - - 

（三）公司的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说明及公司住所地有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

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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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

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

存在资金被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非法占用、挪用或

侵占的情形。 

 

十二、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十二、公司

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十三、《公

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

运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自股份公司成立至今，共计召开了 3次股东大会、4次

董事会，2次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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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前均履行

了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会议通知程序，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所载一致；参加会议人员均达到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会议提案、表决和监票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通

知、召集、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表决内

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

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十六、公司的税务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税务情况 

1、税务登记 

（1）股份公司 

公司现持有中山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2000314881218K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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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公司 

瑞康检验现持有中山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2000MA4UMT6411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永慧生物现持有广州开发区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9E9XQ8F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源因医疗现持有中山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2000MA4UWWG80F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广州腾飞现持有广州开发区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9QKCA99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南京腾飞现持有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92MA1PWWE02T 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2、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材料，公司及子公司现

在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主要税种 税率 

增值税 17%、6%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企业所得税 
  公司：2015年 25%，2016年及 2017年 15%； 

子公司：25%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税

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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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享

受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6年 11月 30日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

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GR201644002392）有效期三年，在有效期内享受

企业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即享受 15%税率。 

2、子公司瑞康检验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被中山市国家税务局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批准其符合医疗卫生机构免征增值税

优惠事项。 

3、子公司永慧生物、源因医疗、广州腾飞、南京腾飞报告期内

未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 

（三）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政府补贴 

1、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政府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如下政

府补贴：（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7年 1-9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健康医药产业引进项目投资建

设（落地扶持） 
- 1,000,000.00 1,000,000.00 

健康医药产业引进项目投资建

设（租金补贴） 
- 885,400.00 506,000.00 

2015年中山市服务业新兴业态

发展资金安排 
- - 60,000.00 

2016年培育发展服务业新兴业

态专项资金 
- 36,000.00 - 

中共中山火炬开发区招商中介

奖 
- 1,200,000.00 - 

中山火炬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发

展专项资金补助（租金补贴） 
- 252,7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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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项目 2017年 1-9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6年度区健康科技产业专项

发展资金 
100,000.00 - - 

中山火炬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发

展专项资金补助（开办补助） 
- 59,000.00 - 

创新券 - 10,000.00 - 

政府专利申报补助 - 3,000.00 - 

中山火炬开发区小微企业上规

上限融资扶持 
- 40,000.00 - 

2016年广东省留学人员创业启

动资助项目经费（省） 
- 100,000.00 - 

2016年广东省留学人员创业启

动资助项目经费配套资金（市） 
- 100,000.00 - 

201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

目择优资助经费（市） 
- 100,000.00 - 

2016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企业技术改造方向）

技术改造专题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 

- 1,500,000.00 - 

中山市财政局高企培训费 300,000.00 - -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400,000.00 - - 

创新团队奖励 1,000,000.00 - - 

品牌发展专项资金 2,000.00 - - 

合计 1,802,000.00 5,286,114.00 1,566,0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2、子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政府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子公司未获得

政府补贴。 

（四）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1、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根据中山市国家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的

《证明》，公司 2014年 9月 9日成立至 2017年 11月 15日，暂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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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涉税违法行为。 

根据中山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的

编号为中山地税开发区证字[2017]S1614《涉税事项证明》，暂未发

现公司在税费所属期 2014年 9月 9日至 2017年 11月 15日有重大的

税收违法行为。 

2、子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1）瑞康检验报告期纳税情况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中山市国家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分局出具《证明》，瑞康检验 2016年 3月 22日成立至今，暂未

发现涉税违法行为。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中山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分局出具编号为中山地税开发区证字[2017]S1615《涉税事项证

明》，暂未发现瑞康检验在税费所属期 2016 年 3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1月 15日有重大的税收违法行为。 

（2）永慧生物报告期纳税情况 

2017 年 11 月 21 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编号

为穗开国税征信[2017]100510号《涉税征信情况》，在 2016年 8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暂未发现永慧生物在查询年度内存

在税收违法违章行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广州开发区地方税务局高新区税务分局出

具《证明》，暂未发现永慧生物 2016 年 8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0日期间存在税收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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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源因医疗报告期纳税情况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中山市国家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分局出具《证明》，源因医疗 2016 年 10 月 27 日成立至今，暂

未发现重大涉税违法行为。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中山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税务分局出具编号为中山地税开发区证字[2017]S1616《涉税事项证

明》，暂未发现源因医疗在税费所属期 2016年 10月 27日至 2017年

11月 15日有重大的税收违法行为。 

（4）广州腾飞报告期纳税情况 

2017 年 11 月 21 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编号

为穗开国税征信[2017]100511号《涉税征信情况》，在 2017年 7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暂未发现广州腾飞在查询年度内存

在税收违法违章行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广州开发区地方税务局高新区税务分局出

具《证明》，暂未发现广州腾飞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0日期间存在税收违法行为。 

（5）南京腾飞报告期纳税情况 

2017年 11月 8日，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涉

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征管系统，2017年 7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期间暂未发现南京腾飞有税收违法违章

的登记信息。 

2017年 11月 6日，南京市栖霞地方税务局出具《涉税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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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告知书》，经过征管系统检索，暂未发现南京腾飞在 2017 年 7

月 1日至 2017年 11月 6日纳税申报期间有税务违章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及税率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享受的税收优惠合法、合规；报告期内取得

的各项财政补贴合法、有效。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2017年 11月 16日，公司取得中山市食药监局出具的《证明》，

经查，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期间，无因违

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11 月 17 日，子公司瑞康检验取得中山市卫计局出具的

《证明》，经核查，中山瑞康医学检验所自 2016年 6月 20日至 2017

年 11月 17日期间，暂未发现违反《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等卫生计生法律法规情况，在我局无行政处罚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技

术监督的要求，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

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所述事实情况无变

更与调整。 

 

十八、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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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纳税申报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广州腾飞、南京腾飞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亦没有员

工。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名册、劳动合同、员工社保缴纳凭证及书面

说明，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情况如下： 

序号 用工单位 在册员工（人） 缴纳社会保险（人） 
缴纳住房公积

金（人） 

1 公司 71 68 66 

2 瑞康检验 15 14 14 

3 永慧生物 9 9 9 

4 源因医疗 3 3 3 

本所律师注意到，公司及子公司瑞康检验缴纳社会保险及缴存住

房公积金人数与其员工人数存在差异，公司有 3人未购买社保、5人

未购买公积金，子公司有 1人既未购买社保又未购买公积金，未购买

社保、公积金的原因如下： 

用工单位 未缴纳社保的原因 未购买公积金的原因 

公司 

2人未及时提供个人资料，已过社保

申报期；1人已购买农村社保，公司

无法申报社保 

2 人未及时提供个人资料，已过社保

申报期；1人已购买农村社保，公司

无法申报社保；公司为另外 2人提

供住宿 

瑞康检验 该人员于 2017年 11月 27日新入职 该人员于 2017年 11月 27日新入职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如果公司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或缴纳不符合规定而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或牵涉诉讼、仲裁以

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对

公司由上述情形产生的支出承担清偿责任，以避免公司遭受损失。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取得以下守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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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守法证

明涉及

事项 

出具机关 内容 

公司 

社保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火炬开

发区分局 

公司在 2014 年 9月 9日至 2017年 10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分局的行政处理、行政处

罚的情况。 

住房公

积金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公司已在我中心开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

并已连续正常缴交 2014年 12月至 2017年 10

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至此证明开具之日前，

公司并未因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住房公

积金管理机构行政处罚。 

瑞康

检验 

社保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火炬开

发区分局 

瑞康检验在 2016年 3月 22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日期间，暂未发现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分局的行政处理、行

政处罚的情况。 

住房公

积金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瑞康检验已在我中心开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

户，并已连续正常缴交 2016年 6月至 2017

年 10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至此证明开具之

日前，瑞康检验并未因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受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行政处罚。 

永慧

生物 

社保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2016年 10 月至 2017年 10月，有 9名员工在

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

生育保险，核查期间，未发现永慧生物劳动

违法记录。 

住房公

积金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 

永慧生物于 2016年 12月在我中心设立住房

公积金账户，自 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 10

月未曾受到过我中心的行政处罚。 

源因

医疗 

社保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火炬开

发区分局 

源因医疗在 2016年 10月 27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日期间，暂未发现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分局的行政处理、行

政处罚的情况。 

住房公

积金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源因医疗已在我中心开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

户，并已连续正常缴交 2017年 3月至 2017

年 10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至此证明开具之

日前，源因医疗并未因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受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1）

公司及子公司已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合法有效；（2）

公司及子公司已依法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3）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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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公司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被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瑞康检验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人

数与实际员工人数存在差异的情况对本次申请挂牌不构成障碍。 

 

十九、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十九、公司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二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的《增资协议》存在特殊条款 

1、2015年 6月，机构投资者丰榕投资、佑乐投资成为有限公司

股东，经本所律师核查丰榕投资、佑乐投资与有限公司、原股东中山

瑞康、达安基因、达瑞生物签署的《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中存

在特殊条款，具体如下： 

“6.1 原股东和腾飞基因共同向丰榕投资、佑乐投资承诺： 

（4）自本次增资扩股完成日起，如果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每单

位注册资本的价格（以下简称“每股价格”）低于丰榕投资、佑乐投

资本次增资扩股的每股价格，则公司与控股股东瑞康合伙应当按照上

述较低的价格调整丰榕投资、佑乐投资本次增资扩股的价格，并由控

股股东瑞康合伙通过向丰榕投资、佑乐投资无偿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

相应增加丰榕投资、佑乐投资的持股比例。原股东向第三方转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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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时，需得到腾飞基因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 

2、佑乐投资出具《声明》：豁免腾飞基因上述增资价格调整的

责任，仅由控股股东中山瑞康承担，丰榕投资虽未出具类似声明，但

控股股东中山瑞康出具《声明》：《增资协议》增资价格调整的责任

由本合伙企业独立承担，腾飞基因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确保不损害腾

飞基因的合法权益。 

3、《增资协议》是各方本着意思自治的原则自愿订立，上述特

殊条款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向丰榕投资、佑乐投资无偿转让公司股权

进行补偿的义务实际承担主体为控股股东中山瑞康而非公司，控股股

东履行合同义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亦未侵害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议中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符合挂牌条件要求。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二十、其他

需要说明的问题”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二十一、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二十一、结

论性意见”所述事实情况无变更与调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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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是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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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是《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  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  宇                  张司祺 

                                       

 二○一八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