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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6         证券简称：九强生物         公告编号：2021-092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强生物”）与北京中科

纳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纳泰”或“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北

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A2 轮增资协议”），与绍兴普华

震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华震元”）、物产中大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投资”）、张海燕、杭州鸿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以下简称“杭州鸿遇”）、陈慧雯、中科纳泰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北京中

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与 A2 轮增资协议合称“投

资协议”），约定以 3,000 万元人民币对中科纳泰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对外投

资”或“本次增资”）；并且，2021 年 11 月 4 日，普华震元、中大投资、张海燕、杭

州鸿遇、陈慧雯、中科纳泰及其他相关方已签署《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及《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以共计 5,380 万元对中科

纳泰进行增资（以下简称“A1 轮增资”，与本次增资合称“本轮融资”）。公司本次增

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轮融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科纳泰 5.1387%的

股权。 

 

（二）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对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议案》。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亦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三） 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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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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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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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除公司及中科纳泰外，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拟签署的投资协议的签署方还包括如

下主体：北京益延远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益延”）、北京延康益华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延康”）、杭州原质连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原质”）、常州平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平盛”）、厦门智

投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智投”，与北京益延、北京延康、杭州原质、常州平盛合称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中科纳泰创始股东胡志远及绍兴普华震元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华震元”）、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大投资”）、张海燕、杭州鸿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杭

州鸿遇”）、陈慧雯，该等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一）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 

 

(1) 北京益延远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43653459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办事处学园北街 11 号教育实习楼十层 81020 

法定代表人：胡志远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2015 年 06 月 08 日至 2065 年 06 月 07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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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北京益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北京益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北京延康益华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11TY8L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办事处学园北街 11 号教育实习楼十层 81005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海蓉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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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5 年 10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机械设备。（下期出资时间 2029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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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北京延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北京延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杭州原质连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328156690G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500 号 6 幢 4 单元 40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原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5 年 4 月 21 日至 2025 年 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杭州原质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杭州原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常州平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330955213L 

注册地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兰香路 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健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30,3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15 年 2 月 16 日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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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常州平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常州平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厦门智投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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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5D9U1D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 D 栋 8 层 03 单元 G 

法定代表人：张碧泉 

注册资本：1,4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2016 年 1 月 5 日至 2066 年 1 月 4 日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厦门智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厦门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目标公司创始股东 

 

胡志远先生系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其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号，

胡志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外，经查询，胡志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其他投资人 

 

(1) 绍兴普华震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JUDP57A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区马欢路 398号科创园 D幢 121-1室(承诺申报)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21 年 7 月 13 日至 9999 年 9 月 9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普华震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普华震元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34758089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大广场 1 号楼 30 楼 

https://www.qcc.com/firm/c66cb013b8e754d5d4b33579f35f44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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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颜亮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02 年 9 月 19 日至 2032 年 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资产

重组、并购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大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中大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张海燕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西街村寺前***号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张海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张海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杭州鸿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7MA7D2RJJ2G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梦姑路 490 号 11 幢 202-7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浩天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杭州鸿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杭州鸿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陈慧雯 

 

住所：广州市珠江新城 12-5 兴盛路隽峰苑 11 栋***室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陈慧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陈慧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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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1TGC1H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2 号楼 2522 

法定代表人：胡志远 

注册资本：136.5189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36.518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2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2035 年 1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医药信息咨询；健康咨询、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销售保健

食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保健食品、零售药

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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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 本轮融资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益延远杰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 65.9249% 

北京延康益华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7.3250% 

杭州原质连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284 8.5910% 

常州平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284 8.5910% 

厦门智投投资有限公司 13.0621 9.5680% 

合计 136.5189 100.0000% 

 

（三） 本轮融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益延远杰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 56.4619% 

北京延康益华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6.2735% 

杭州原质连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7284 7.3579% 

常州平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7284 7.3579% 

厦门智投投资有限公司 13.0621 8.1946% 

绍兴普华震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608 3.4258% 

张海燕 2.9488 1.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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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1843 1.3703% 

杭州鸿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7304 1.7129% 

陈慧雯 1.3652 0.8565%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1911 5.1387% 

合计 159.3995 100.0000% 

 

（四） 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中科纳泰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2,883,541.47 26,867,779.10 

负债总额 47,359,524.09 48,910,651.25 

净资产 -14,475,982.62 -22,042,872.15 

营业收入 10,223,855.21 1,581,762.00 

净利润 -4,862,913.89 -6,524,221.1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增资方案 

 

各方同意，目标公司在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136.5189 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加注

册资本人民币 22.8806 万元，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59.3995 万元。普

华震元、中大投资、张海燕、杭州鸿遇、陈慧雯及公司（以下合称“投资方”）以共

计人民币 8,380 万元认缴目标公司全部增资额，其中，普华震元以人民币 2,000 万

元认缴目标公司新增的 5.4608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1,994.5392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

资本公积；中大投资以人民币 800 万元认缴目标公司新增的 2.1843 万元注册资本，

其余 797.8157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张海燕以人民币 1,080 万元认缴目标

公司新增的 2.9488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1,077.0512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杭州鸿遇以人民币 1,000 万元认缴目标公司新增的 2.7304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997.2696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陈慧雯以人民币 500 万元认缴目标公司新

增的 1.3652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498.6348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以

人民币 3,000 万元认缴目标公司新增的 8.1911 万元注册资本，其余 2,991.8089 万元

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二） 增资款的支付及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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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割程序 

 

在增资协议下交割条件（定义见下文）全部满足或被豁免后，目标公司和/或现

有股东应就该等交割条件的满足或被豁免向九强生物递交证明信函、证书、文件及

其他书面资料的原件或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增资协议下交割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

免之日，为九强生物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交割日”）。九强生物应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认缴增资款以现金方式缴付至目标公司在交割日之前以书面形式

通知九强生物的、目标公司在中国开立的资本金账户。九强生物支付完毕本次交易

的认缴增资款之日，为适用于本次增资的交易完成日（“交易完成日”）。 

如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增资协议下交割条件非因九强生物原因未被满足或

被豁免，九强生物有权独立决定：(i) 将其在增资协议项下交易的交割延后至某一较

晚日期；(ii) 豁免该项未被满足的交割条件、在可行的情况下继续完成本次交易，

但该等豁免不减损九强生物在增资协议项下获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或(iii) 根据增

资协议中关于终止情形的约定终止增资协议。 

 

(2) 工商变更登记 

 

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应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后 30 日内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股权、股东变更登记以及董事会成员、目标公司

章程备案）。九强生物按照增资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其认缴增资款，即享有相应的股

东权利。 

 

(3) 交割条件 

 

在下列条件（“交割条件”）已经全部实现或被九强生物书面同意豁免之前，九

强生物无义务缴付认缴增资款： 

 

1. 目标公司和现有股东履行并遵守增资协议规定的所有应在交割日或之前

完成或遵守的各项约定、承诺和义务； 

2. 目标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通过了同意本次增资及目标公司签署及履行交

易文件等相关事项的决议，该决议已获得适当签署且其原件副本已向九强生物提供； 

3. 若现有股东或目标公司作为签约方与他人签订了任何协议，而履行增资协

议及其他交易文件需要取得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任何第三人的同意的，现有股东或目

标公司已经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取得该等第三方的同意（或弃权、豁免等），且该等

同意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和全面即时有效的； 

4. 现有股东以书面形式放弃其对新增股权的优先认购权及可能存在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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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优先性或否决性权利； 

5. 新公司章程已经由目标公司全体股东适当签署； 

6. 目标公司的 136.5189 万元注册资本均已经实缴完毕； 

7. 创始股东及增资协议附件三中的核心人员已与目标公司签署了一个符合

中国法律的劳动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保密条款、知识产权归属、不短于五（5）年

的劳动期限（其中创始股东的劳动合同的到期日应当不早于目标公司完成合格上市

之日起两（2）周年）和有效期不少于两（2）年的非竞争性条款，并确认其不受限

于前任雇主的保密、知识产权、竞业限制义务，由此引发的一切争议和责任均由员

工本人承担； 

8. 截至交割日，无任何政府机构制定了任何法律法规或做出了任何决定会禁

止或实质性延迟：(i)对增资的认缴或出资，(ii)目标公司股东变更，(iii)本次交易交

割日后目标公司的运作，或(iv)该等禁止、限制或延迟可以被合理预期会对目标公

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对九强生物投资目标公司所期待的商业利益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9. 截至交割日，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在增资协议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在

任何方面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完整的和不误导的； 

10. 现有股东和九强生物已签署股东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 

11. 目标公司已经向九强生物书面提供接受认缴增资款的账户信息； 

12. 本次投资获得九强生物内部决策机构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13. 九强生物已收到经目标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签字确认且九

强生物认可的近三年及一期（若目标公司设立未满三年，则为设立至今）的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14. 九强生物已收到一份由创始股东和目标公司签署的确认本款所述交割条

件均已实现且目标公司无重大不利变化的确认函。 

 

（三） 公司治理 

 

(1) 股东会 

 

股东会为目标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会议应由持有目标公司过半数表决权

的股东（且须包括投资方）出席，才构成股东会会议的有效人数。股东协议第 6.1

条所列股东会决议事项应由代表超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亲自出席或派代理人

出席）表决通过，并且特定事项必须包括投资方同意。 

 

(2) 董事会 

 

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选举出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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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组成。董事会的组成人数为七（7）人，其中创始股东有权提名四（4）名董事，

杭州原质和常州平盛各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普华震元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

（“投资方董事”）。股东协议第 7.4 条所列董事会决议事项应由出席正式召开的董

事会会议的超过半数董事（亲自出席或派代理人出席）表决通过，并且特定事项必

须包括投资方董事同意。 

 

(3) 监事 

 

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四） 股权转让限制及投资方的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 

 

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目标公司合格上市之前，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

创始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出售、转让、质押、设置其他权

利负担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置，但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发生的股权转让不受前述

限制。如创始股东有意向任何人转让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目标公司股权或股权对应

的财产权益的，投资方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享有相应的优先购买权及共同出售权。 

 

投资方有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出售、转让、质押或在其之上设置其他权

利负担，而无需另行取得其他股东或目标公司的同意，创始股东及其他股东明确就

投资方的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权利（不论通过合同约

定获得还是通过有关法律的规定）。 

 

（五） 投资方的其他特别权利 

 

(1) 优先认购权 

 

如目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或发行权益性证券，投资方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但无

义务）按其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优先认缴新增注册资本或权益性证券 

 

(2) 反稀释权 

 

若目标公司以低于本轮融资基准估值的价格对外进行股权性融资，则投资方有

权要求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采取以下反稀释措施：（i）由投资方无偿或以投资

方认可的名义价格或有关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认缴目标公司新增发行的股权性权

益；（ii）创始股东以投资方认可的名义价格或有关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将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投资方；和（iii）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向投资方进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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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使投资方持有的融资前的目标公司股权加补偿后的股权性权益和/或现金累计

价值不低于投资方在本轮融资中支付的增资款。 

 

(3) 拖售权 

 

在目标公司完成合格上市前，如有第三方拟通过合并、重组或其他方式收购目

标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权或核心资产且投资方同意该项收购，则目标公司其他股

东应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配合完成该项收购行为；若其他股东不同意该项出售，应

以不低于第三方的价格和条款，购买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权并承担

因此产生的合理费用。 

 

(4) 优先清算权 

 

如果目标公司发生清算事件，投资方有权就其持有的目标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

优先于创始股东、北京益延、北京延康、杭州原质、常州平盛和厦门智投获得如下

优先清算额：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认缴增资款的 100%及

该认缴增资款按照每年 8%（单利）计算的金额＋ 投资方所持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

所有已宣派而未支付的分红。 

 

(5) 新项目股权 

 

如果投资方在清算事件中未收到全部优先清算额及依据本协议应取得的全部

金额，则如创始股东从事新的创业项目，在该新创业项目对外融资时，投资方有权

要求将投资方在目标公司清算事件中可取得的优先清算额及依据本协议应取得的

全部金额与实际获得金额之间的差额，转为投资方对该新项目的投资款。 

 

(6) 回购权 

 

若（1）目标公司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循环上皮细胞 PD-L1 检测

试剂盒(多肽磁纳米颗粒细胞捕获加荧光染色法)三类证临床试验并达成注册资料受

理，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当年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不少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或（2）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仍未实现合格上市，或发生其它事由导

致可合理预见目标公司不能在前述约定期限内实现合格上市；或（3）目标公司和/

或创始股东于合格上市前，在本协议、增资协议或新公司章程项下出现重大违约行

为或重大违反法律法规；或（4）任何创始股东于目标公司合格上市前离职或目标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或（5）有其他股东要求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回购其

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则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连带地回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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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权。 

 

就投资方持有的每一元注册资本，回购价格应为如下两者的较高者：（i）投资

方所持目标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认缴增资款，加上认缴增资款按年化 8%（单

利）计算的利息，加上投资方股权对应的累计已宣布未分配利润之和（按照投资方

要求回购的目标公司股权部分所占比例计算，其中不满一年的红利按照当年红利的

相应部分计算金额）；和（ii）投资方所持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目标公司净资产

值。 

 

（六） 违约赔偿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的赔偿义务：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中任何一方如发生下述

任一事项，则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应对九强生物作出赔偿，在此种情况下，目标公

司以及创始股东应共同及连带的赔偿九强生物因该等损害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损害、

责任、成本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诉讼/仲裁费用和律师费，使九强生物的权

益恢复至违约事件未发生时的状态，并支付本次增资认缴增资款的 15%作为违约金； 

(1)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任何一方在交易文件、披露清单或根据增资协议提

交的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所作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或存在重

大遗漏； 

(2)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任何一方违反其在交易文件、根据增资协议提交的

其他书面材料中的承诺和保证事项； 

(3)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任何一方未能按照交易文件的约定履行其义务；或 

(4) 集团公司或其他保证方与：(i) 税务、社保、股权；(ii) 侵犯任何第三方

的知识产权导致的任何责任（如集团公司未取得主营业务所需知识产权或保证方和

/或员工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iii) 因集团公司商业秘密或核心技术泄露或所有权

纠纷而造成的损害；(iv) 集团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中或提供的服务中存在任何违

反中国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未就运营业务取得相关政府许可、批准和备案）或

者侵犯第三方权利的事项，导致政府部门或任何第三方对集团公司或九强生物进行

处罚、索赔或主张，相关的债务、责任和义务，不论增资协议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

也不论该等债务、责任和义务是否已向九强生物披露。 

 

为免疑义，目标公司、创始股东中任何一方违约的，九强生物有权要求目标公

司和创始股东中的任何一方或多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已经承担赔偿责任的目标公

司和/或创始股东有权向实际违约方进行追偿，或者要求实际违约方承担其应当承担

的赔偿份额（创始股东之间无法明确具体违约方和责任的，原则上按持股比例划分

赔偿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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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增资的目的 

中科纳泰主营业务为循环肿瘤细胞体外诊断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提供肿瘤早筛早诊、动态监控、用药指导等个体化精准服务。关键技术即中

科纳泰自主研发的“肿瘤捕手”高灵敏度多肽纳米磁珠捕获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技

术，该技术创新地利用微纳米开发了高通量微流控多肽合成技术，基于微流控技术

的高亲和力和高特异性靶向多肽筛选，实现了 CTC 的高效富集检测。中科纳泰拥

有该核心技术的专利权，该技术对于实现我国肿瘤液体活检的医学诊断、精准治疗

和生命科学研究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竞争意义。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可以进一

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 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1)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我国液体活检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起步时期，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众多

厂家纷纷布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愈发激烈，可能对目标公司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若客户偏好发生变化，或竞争对手推出具有先进技术的产品，可能导致公司竞争力

下降。 

 

(2) 新产品研发及注册进展不达预期风险 

 

液体活检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医学临床实践的交汇融合应用，是医学科技

发展的前沿方向之一，相关产品属于医疗行业新兴产品，其相关的临床试验需科学

谨慎的设计和审批，产品获批周期可能相对较长。由于目标公司多数产品处于临床

开发或商业化早期阶段，若研发进度低于预期，则对目标公司未来的经营带来较大

不确定性。 

 

(3) 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医疗行业是政策强监管的行业之一，液体活检相关的产业政策和监管法规仍在

持续完善中，若目标公司未能取得、完成或维持所需监管批准、许可证、注册或备

案或出现延迟，可能会对其业务、财务状况及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4) 市场拓展缓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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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例如医院、体检中心、保险公司、药厂）的紧密合作对目标公司产品

的推广及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若目标公司未能维持并持续拓展客户的关系、

有效扩展销售网络，则产品的销量及业务前景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5) 自然灾害及大规模疾病影响风险 

 

COVID-19 的爆发大大降低了市场流动性，导致经济活动减少，对全球经济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COVID-19 的爆发可能导致（一）项目暂停以及劳工及原材

料短缺；（二）招募或登记受试者方面出现延误，目标公司开展新临床试验亦可能

遭到延误或受阻；（三）目标公司的合作伙伴及客户遭受疫情冲击而无法正常开展

工作，继而对目标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 本次增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采用自有资金进行支付,对公司的现金流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运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暂时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收入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

来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 《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2. 《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协议》； 

3.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