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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华

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基因”、“上市公司”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华大基因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提供反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9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含 10 亿元），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的公司债券。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

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588 号），核准公司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告编号：2019-056）、《关于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日期：

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告编号：2019-088）等相关公告。 

公司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拟公开发行面值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 亿元）的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拟分

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3 亿元（含 3 亿元）；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为增强本期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节约公司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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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公司拟申请由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

为本期公司债券品种一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不超过 3 亿元（含 3 亿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公司同时向深圳高新投提供质押保证金担保；拟申请由深圳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担增信”）为本期公司债券品种二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

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同时向深圳担保或深担增

信提供质押保证金担保。 

为保证上述担保顺利完成，应担保方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武汉

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医检”）、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医检”，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持有天津医检 50%股权比

例）分别与深圳高新投签署反担保抵押相关协议，约定以全资子公司武汉医检和

天津医检合法持有的不动产向深圳高新投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

子公司武汉医检、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青西华大”）分别

与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签署反担保相关协议，约定以青岛青西华大

合法持有的不动产向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提供抵押反担保；同时武

汉医检向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提供反担保保证责任。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与上述反

担保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二）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次反担保事项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须经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本次反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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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反担保对象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 刘苏华 

注册资本 5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23 单元 

经营范围 

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再担保

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自有物业租赁。 

2、反担保对象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63.12% 

深圳市罗湖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36.88%  

合计 100.00%  

3、反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4,608.94 179,466.90 

负债总额 45,076.65 42,695.78 

净资产 519,532.29  136,771.12 

项目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47.62  16,009.17 

利润总额 3,681.56 6,099.63 

净利润 2,761.17 3,784.22 

4、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深圳高新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反担保对象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胡泽恩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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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华办事处东环二路 8 号粤商中心 A 座

21JK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与担保业务有关的投融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中

介服务;从事保证担保业务,开展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投标担保(以上不含融资性担

保业务);对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公司

进行投资(营业执照另行申办);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科技服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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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担保对象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4.53% 

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5.47% 

合计 100.00%  

3、反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4,820.10 1,892,860.76 

负债总额 847,797.35 854,216.48 

净资产 1,087,022.74 1,038,644.29 

项目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231.77 164,694.05 

利润总额 111,267.33 125,705.82 

净利润 87,763.71 91,671.34 

（三）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反担保对象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 胡泽恩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 87、89、91 号深圳

市软件产业基地 2 栋 C16 层 160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开展再担保业务：开展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投标担保：与担保业

务有关的咨询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其他非融资担保业

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

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是:借款类担保业务、发行债券担保业务和其他融资担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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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反担保对象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注：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深

担增信尚未办理股东名称变更。 

3、反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0,907.60 

负债总额 525.35 

净资产 600,382.25 

项目 2019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43.14 

利润总额 853.00 

净利润 382.25 

4、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深圳担保、深担增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向深圳高新投提供抵押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1）抵押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天津华大

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债务人：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类型：抵押  

3、担保范围：担保协议书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本期发行

公司债品种一的本金、利息及高新投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 

4、担保期限：《反担保抵押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担保协议书》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 

 

5、抵押物及资产抵押具体情况 

抵押人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使用权归属(权

利凭证号码) 
抵押权人 

武汉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项

目 B,C,D 区研发楼 B2 栋 

产权证号：武房权证湖

字第 2015021437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商务园东区

3-1,2-402 

产权证号：津（2016）

保税区不动产权第

1000642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商务园东区

3-1,2-501 

产权证号：津（2016）

保税区不动产权第

1000643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商务园东区

3-1,2-502 

产权证号：津（2016）

保税区不动产权第

1000644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商务园东区

3-1,2-401 

产权证号：津（2016）

保税区不动产权第

1000641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天津华大医学检

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商务园东区

3-1,2-301 

产权证号：津（2016）

保税区不动产权第

1000640 号 

深圳市高新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6、其他说明：保证金金额为本期公司债券品种一实际发行金额的10%。 

以上涉及到反担保相关内容具体以《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约定为准。 

（二）向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提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1）担保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青岛青西

华大基因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担增信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3）债务人：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 

（1）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青西华大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为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设定抵押反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医检向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提供反

担保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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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范围：本次债券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本期发行公司

债品种二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

信实现债权的费用，具体以实际签署的相关反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4、担保期限：抵押反担保的担保期限为自《抵押反担保合同》签署之日起

至公司与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签署的《委托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委托保证合同》”）项下公司对深圳担保或深担增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保证责任担保有效期限从《保证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委托保证合

同》项下公司对深圳担保或深担增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深圳担保或深担

增信宣布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5、抵押物及资产抵押具体情况 

抵押人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使用权归属

(权利凭证号码) 
抵押权人 

青岛青西华大基

因有限公司 

黄岛区中德生态园十二号

线以西，生态园 3 号线以

南土地 

产权证号：鲁（2020）

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

权第 0074783 号 

深圳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深担增信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其他说明：保证金金额为本期公司债券品种二实际发行金额的 10%。 

上述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深圳高新投、深圳担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深担增信提供

的反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署反担保合同或反担保文件，反担保相关协议的具体内

容和相关条款届时以协议双方实际签署的反担保合同或反担保文件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如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审议批准的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

总额（不包含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的担保、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互

相提供的担保）累计为人民币 21.36 亿元或等值外币，占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51.28%。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总额为 16.36 亿元。除此之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和

逾期担保的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情形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等情形。 

五、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8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提供反担保事项，主要系为了增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

障，推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顺利实施，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长

远的发展。本次提供反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提供反担保事项，主要系为了增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

保障，推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次

提供反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反担保的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

保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提供反担保事项，主要系为了增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

障，推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顺利实施。本次提供反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反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华大基因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提供反担保事项系为了增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已经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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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审批程序，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提供反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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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署

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路明                          焦延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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