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676         证券简称：华大基因        公告编号：2020-018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 元人民币

（以下元均指人民币元）受让关联方高林（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高林”）持有的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标的企业”或“投资基金”）7.5%的财产份额，即对应 3,000 万元的财产份额。

该投资基金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承担标的企

业 7.5%财产份额对应的 3,000 万元认缴出资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发 布 在 中 国证 监 会 指 定 的创 业 板 信 息披 露 网 站 巨 潮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8）和《关于受让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

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一）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高林（深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标的企业于 2019 年 4 月签署《高林

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财

产份额转让协议书》”），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与前期披露的内容一致。



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受让高

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6）。 

（二）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变更情况 

标的企业普通合伙人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高林莱泰

（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及其他九个有限合伙人于 2019 年 6 月签订《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公

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受让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财产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中的投资基金原有

限合伙人北京厚健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 2,000 万元的财产份额转让

给高林莱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林（深圳）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林”）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 2,000 万元财产份额转让给上

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标的企业新增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如下： 

1、高林莱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高林莱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4XAXC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厚健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颖） 

认缴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77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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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高林莱泰（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也不

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2、上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上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AAPM5B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潘磊） 

认缴资本：1,4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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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

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

董事王洪涛同时担任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

上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投资基金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标的企业合伙人一致协商并于 2019 年 6 月签订《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五》，标的企业出资额拟由 40,000 万元

减少至35,000万元，其中，有限合伙人深圳高林将其认购的标的企业出资额由5,000

万元减少至 0 万元，其他合伙人出资额不变。 

公司近日收到标的企业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通知，标的企业已就合伙人出资额变动等相关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

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准予合伙企业登记决定书》，并换发了

《营业执照》，换证后标的企业的基本工商信息与前期披露的内容一致，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受让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财产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本次变更完成后，

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认缴出资额由 40,000 万元变

更为 35,000 万元，本次变更前后标的企业各合伙人具体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变更前：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

伙人 
货币 1,000 2.50% 

2 深圳弘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8,000 20.00% 

3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3.75% 

4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3.75% 

5 西藏长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00% 

6 文一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3.75% 

7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 7.50% 

8 一村资本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00% 

9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7,500 18.75% 

10 北京厚健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00% 

11 
高林（深圳）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 25.00% 

总计 40,000 100.00% 

变更后：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

伙人 
货币 1,000 2.86% 

2 深圳弘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8,000 22.86% 

3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4.29% 



4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4.29% 

5 西藏长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71% 

6 文一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500 4.29% 

7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 8.57% 

8 一村资本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71% 

9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7,500 21.43% 

10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 8.57% 

11 
高林莱泰（上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71% 

12 
上海智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 5.71% 

总计 35,000 100.00% 

上述变更完成后，公司认缴标的企业出资额为 3,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8.57%。

截至目前，公司 3,000 万元认缴出资额已缴付完毕。 

三、相关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书》； 

（二）《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

议四》； 

（三）《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

议五》； 

（四）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准予合伙企业登记

决定书》； 

（五）相关出资证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