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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北京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基因”）向余江

县汇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余江汇泽”）及其关联公司借款本

金及利息合计不少于 2,814.69 万元。为处理上述债务，中科基因计划增资 2,500

万元，关联方余江汇泽拟以人民币 2,750 万元认缴新增的 2,500 万元注册资本，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柯”或“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

审议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均应回避表决。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中科基因注册资本为 3,500 万元，其中余江汇泽、普莱柯、广州市达安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科技”）、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达安创谷”）持股比例分别为 59.28%、26.43%、12.86%、1.43%。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中科基因向余江汇泽及其关联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合计不少于 2,814.69 万元。为处理上述债务，余江汇泽、普莱柯、达安科技、达

安创谷拟同意向中科基因增资 2,500 万元，全部由余江汇泽以人民币 2,750 万元

认购，即 2,5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25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上述增资

完成后，中科基因注册资本由 3,500 万元增加至 6,0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截至目前，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余江汇泽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普莱柯董事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和马随营先生担任余江汇

泽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对余江汇泽经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本公司认定余江汇泽为普莱柯关联人，因此普莱柯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

权构成关联交易。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马随营先生已回避此

次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 

2、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余江县汇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MA35GUCJ8C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文泉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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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及财务情况：余江汇泽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

投资服务。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余江汇泽总资产 54,971,972.72 元、净资产

39,583,644.51 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311,790.77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共同投资 

2、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51GP3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泉 

    成立时间：2016 年 4 月 22 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 9 号院 12 号楼 15 层 1503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动物检验服务;技术检测;兽医技术培训(不得

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服务等。 

3、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为中科基因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第 410FC0127 号审计报告，中科基因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2016 年度

（万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2017 年度

（万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2018 年度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上半年

度（万元） 

资产总额 2,470.44 3,697.88 4,678.41 5,033.16 

净资产 2,418.20 2,444.35 2,012.01 1,058.55 

营业收入 109.94 939.18 1,714.45 1,042.62 

净利润 -81.80 -551.15 -1,714.58 -1,260.21 

4、定价依据 

余江汇泽拟以人民币 2,750 万元认缴新增的 2,500 万元注册资本，上述定价

基于中科基因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遵循自愿、公开、诚信的原则，经各股东协

商确定。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余江汇泽拟以 2,750万元认缴中科基因新增的 2,500万元注册资本，普莱柯、

达安科技、达安创谷同时放弃优先认购权，此次增资完成后，中科基因注册资本

由 3,500 万元增加至 6,000 万元，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加额

（万元） 

增资后 

认缴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认缴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余江汇泽 2,075 59.29 2,500 4,575 76.25 

普莱柯 925 26.43 0 925 15.42 

达安科技 450 12.86 0 450 7.50 

达安创谷 50 1.43 0 50 0.83 



合计 3,500 100.00 2,500 6,000 100.00 

四、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具体原因 

中科基因主要从事兽医诊断领域的独立实验室连锁运营及诊断产品开发等，

尚需要在全国各地开展独立实验室建设、诊断试剂产品开发、相关软件开发、动

物疫病防控服务工程师和实验室操作人员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

入，未来盈利能力及盈利时点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科基

因一年内到期的有息债务为 3,113.54 万元，根据中科基因目前的盈利能力和现金

流情况，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如中科基因未能及时获得新的债权或股权融资，

将会面临资金枯竭、业务停滞的局面。基于上述原因，普莱柯放弃此次中科基因

增资优先认购权，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投资风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基于中科基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此次中科基因增资主要用于偿还借款及维持

日常运营。普莱柯放弃优先认购权，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联董事张许科

先生、孙进忠先生、秦德超先生、马随营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关联方余江汇泽属于非法人企业，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张许科先生、孙进忠先生、

秦德超先生、马随营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次放弃增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



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召开董事会之前，我们已进行了事前认可。公

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有利于公司降低投资风险；增资定价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投资风险，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其他 

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无需获得行政部门批准。 

    七、备案及公告附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