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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推荐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六人游”或“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关于确定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授权北京六

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的决

议。2017 年 7 月 6 日，六人游向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或“我公司”）提交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申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

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要求，

我公司对六人游的历史沿革、业务状况、公司治理等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对六人

游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西部证券推荐六人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项目

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于

2017 年 3 月 1 日进入六人游进行工作。期间，项目小组对六人游进行了尽职调

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

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通过与公司管理层，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及员工进行交谈；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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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度检

验文件、纳税凭证、重大业务合同等，调查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

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的尽职调查，我公司出具了《北京六人游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尽职调查报告》。 

二、申请挂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第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 2013 年 11 月 21 日由北京中凡时代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的。公司从设立时起每年按时参加并通过了工商年

检。 

2016 年 8 月 3 日，公司以经审计净资产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2.1（一）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

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

日起计算”，公司存续届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现注册资本 477.8861 万元，

公司股东共 18 名，控股股东为贾建强，实际控制人为贾建强。 

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第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定制旅行服务”的在线旅游，利用新一代信息通

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旅游服务深度融合。在核心技术上，公司自

主研发了 “DMS 系统”，服务互联网用户个性化和分散的旅游需求，并通过不

断的数据采集和积累，形成了基于海量行程方案、航班、酒店、旅游 POI 数据

的独特的大数据引擎，能够完成高效的智能行程设计、高效旅游预定等服务；在

市场推广上，公司没有线下门店，完全通过互联网营销和口碑传播，获取并沉淀

大量目标消费客户，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健的、可复制的转化模型；在服务理念上，

公司采用互联网的服务理念，重视每一个客户的体验，强调口碑的重要性。公司

目标客户以家庭为主要单位，以私密旅行、量身定制、全程保障为核心卖点，涵

盖国内游、出境游的旅行需求。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公司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

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099.36 万元、5,934.64 万元、3,856.44 万元，均为主营业务

收入，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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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毛利率分别 6.38%、5.06%、7.67%；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8.52%、-70.25%、-108.87%；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0.92

元/股、-3.46 元/股、-2.08 元/股；净利润分别为-437.42 万元、-1,539.14 万元、-633.90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3,099.36 万元、5,934.64 万元、3,856.44 万元。近二年一

期，公司营收能力稳定，经营状况良好。 

从总体的经营业绩上看，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调查人员对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纳税情况的调查，报告期内没有发现公

司有重大违法经营的情形，而且公司每年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所以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依法存续。 

因此，公司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第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自 2013 年 11 月 21 日设立，建立起符合公司经营规模的治理机制，2016

年 8 月 3 日股份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作，没有发现重大违法违规现象。此外，对公司经营中的一些重大事项还制订了

相关决策程序与规则，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资融资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并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经项目小组审查公司历次三会

材料，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均符合有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 

股份公司虽然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仍需要管理层不

断深化公司治理理念，加深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的意识，以保证公司

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项目小组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有关诚信情况的沟通，并取得了公司管理层所

签署的书面声明，承诺近二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应对所任职公司最近二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负有责任，无个人到期未偿还的大额债务、欺诈或

其他不诚信行为。项目小组通过调查公司原始记录，询问公司管理层，没有发现

公司管理层有不良诚信状况的记录；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向工商、税务部门等

查询，查阅已生效的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其他能证明公司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证据性文件等方式，核实公司近二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取得相

关部门出具的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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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第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 2013 年 11 月，有限公司成立 

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获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发的（京朝）

名称预核（内）字【2013】第 0139603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

先核准公司名称为“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29 日止，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筹）已收到股东北

京中凡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的全部实收资本 60 万元。北京润鹏冀

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润（验）字【2013】第 2235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并已全部实缴，不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

纠纷。 

有限公司设立，股权结构为：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朝阳分局向公司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贾建强。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一般

经营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旅游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不含销售机票），销售日用

品”。 

2. 2014 年 10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4 年 10 月 10 日，有限公司股东做出决定，由股东“中凡时代”对公司

进行了货币增资，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10 月 11 日，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靖诚验字【2014】

第 A-677 号《验资报告》，验证六人游有限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40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 300 万元。公司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并已全

部实缴，不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纠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比例 
实缴情况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中凡时代 100% 60.00 货币 201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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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及姓名 实缴金额（万元） 所占股权比例（%） 

1 中凡时代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00 

3. 2015 年 11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11 月 1 日，有限公司股东作出如下决定，（1）增加贾建强、刘峻、

鼎智同行 3 名新股东。（2）中凡时代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76.25%的股权以 228.75

万元转让给贾建强，有限公司 5%的股权以 15 万元转让给刘峻，公司 18.75%的

股权以 56.25 万元转让给鼎智同行。中凡时代分别与贾建强、刘峻、鼎智同行签

署《出资转让协议书》，转让价格为 1 元/股。鼎智同行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公

司本次股权转让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并已全部支付，不存在股权代持（包

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价格

（万元） 

中凡时代 贾建强 228.75 228.75 

中凡时代 刘峻 15.00 15.00 

中凡时代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25 56.25 

合计 - 300.00 300.00 

2015 年 11 月 1 日，有限公司股东作出如下决定，增加 2 名股东“西藏优投”

和“共青城诺诚”，溢价增资 2,258.25 万元，增资共占股份 20%，增加注册资本

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183.25 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375 万元。 

此次增资的定价是基于拆除 VIE、股转系统挂牌的预期，在拆除 VIE 之前已

经约定了不同的投资价格，并在拆除 VIE 协议中写明增资价格。西藏优投投资

前公司估值 51,988,418 元，增资价格 16.4 元/股。共青城诺诚投资前估值

110,542,500 元，增资价格 34.68 元/股。 

此次增资分别为西藏优投货币增资 307.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8.75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288.75 万元；共青城诺诚货币增资 1,950.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56.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894.5 万元。公司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

并已全部实缴，不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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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及姓名 实缴金额（万元） 所占股权比例（%） 

1 贾建强 228.75 61.00 

2 鼎智同行 56.25 15.00 

3 共青城诺诚 56.25 15.00 

4 西藏优投 18.75 5.00 

5 刘峻 15.00 4.00 

合计 375.00 100.00 

4. 2015 年 12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5 年 12 月 20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公司溢价增资 2210 万元，

增资共占股份 13%，增加注册资本 56.0345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金 2,153.9655 万

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431.0345 万元。 

此次增资的定价是基于投资者对在线定制旅游市场的长期看好，以及对团队

执行力、对公司已经取得的业务成绩的认可。按照 2015 年的收入约 3.8 倍市销

率确定投前估值为 14,790 万元，增资价格 39.44 元/股。 

此次增资分别为达晨创丰货币增资 1,53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38.7931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 1,491.2069 万元；熊人杰货币增资 17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

本 4.310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65.6897 万元；应林超货币增资 382.50 万元，增

加注册资本 9.698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72.8017 万元；王喻州货币增资 127.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3.232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24.2672 万元。公司本次增资

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并已全部实缴，不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纠纷。 

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及姓名 
实缴金额 

（万元） 

所占股权比例

（%） 

1 贾建强 228.75 53.07 

2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25 13.05 

3 共青城诺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5 13.05 

6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8.7931 9.00 

4 西藏优投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75 4.35 

5 刘峻 15.00 3.48 

7 熊人杰 4.3103 1.00 

8 应林超 9.6983 2.25 

9 王喻州 3.2328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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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1.0345 100.00 

5. 2016 年 8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1）2016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

为审计及评估基准日，将六人游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聘请了会计师

事务所对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2）2016 年 7 月 8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16】

第 208068 号《审计报告》，有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净资产为人民币

1,049.42 万元。 

（3）2016 年 7 月 9 日，北京兴华昊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兴华昊正

评报字【2016】第 1042 号《评估报告》，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74.87 万元。 

（4）2016 年 7 月 9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更名为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

份总数依据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值 1,049.42 万元进行折

股，公司股本总额为 431.0345 万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按照 1:2.434644218

进行折股，净资产折股后剩余 618.38115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5）2016 年 7 月 24 日，有限公司召开职工大会，会议选举赵静为职工代

表监事。 

（6）2016 年 7 月 25 日，全体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一致同意以发

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 

（7）2016 年 7 月 25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对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进

行验资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 208011 号”《验资报告》，确认发

起人出资额已按时足额缴纳。 

（8）2016 年 7 月 25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全体股东审议通过了《北

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费用情况的报告》、《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并选举贾建强、潘宇、王道平、欧丹、李冉五位成员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选举张娟娟、戴成功为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赵静组成股份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9）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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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为股份公司董事长；聘任贾建强为股份公司总经理；聘任晁传胜为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潘宇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刘春萍为财务总监；2016 年 7 月 25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张娟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10）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不涉及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折股的

情形，自然人股东没有分红，没有股权转让，不涉及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 

（11）2016 年 8 月 3 日，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082824803G 的

《营业执照》，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431.0345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贾建强；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7 层 220803；

经营范围：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旅游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票务代理（不含销售机票）；销售日用品；婚姻服务（不含涉外婚姻）。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入境旅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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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整体变更股份公司完成后，六人游的股权结构为： 

（12）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兴财光华对六人游有限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4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 1-4 月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

了复核，并出具了《关于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6)第 208068 号审计报告的更正

说明》（以下简称“《更正说明》”）。根据《更正说明》，公司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整体变更时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6）第 208068 号”《审计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贾建强 2,287,500 53.07 净资产 

2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2,500 13.05 净资产 

3 共青城诺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500 13.05 净资产 

4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87,931 9.00 净资产 

5 西藏优投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7,500 4.35 净资产 

6 刘峻 150,000 3.48 净资产 

7 应林超 96,983 2.25 净资产 

8 熊人杰 43,103 1.00 净资产 

9 王喻州 32,328 0.75 净资产 

合计 4,310,345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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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所审计的部分会计科目存在错误，故对其进行了调整，主要调整事项包括

“①部分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预收账款应结转收入，②未来可弥补亏损存在不确

定性，冲减了计提的所得税资产，③交易性金融资产、存出质保金重分类调整，

④往来科目同一单位同时挂账的进行对冲”。《更正说明》对截至 2016 年 4月 30

日的净资产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的净资产增加 12,188.37

元。六人游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确认公司根据《更正说明》对原始财务报表

进行的调整未对公司整体变更时的注册资本造成影响，六人游有限的净资产由

1,049.42 万元调整为 1,050.63万元，转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由未折股的净资

产 618.38 万元调整为 619.59 万元，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431.0345 万元，股

本仍为 431.0345 万股，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出资不变且仍不低于整体变更后股

份公司的注册资本 431.0345 万元，符合《公司法》第九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的规定。 

6. 2016 年 8 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8 月 30 日，股份公司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溢价增资 2,500

万元，增资共占股份 9.81%，增加注册资本 46.8516 万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金

2,453.1484 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477.8861 万元。 

此次增资的定价基于投资者对公司 2015 年已经取得的业务增长的认可，以

及对中国旅游消费升级市场的信心，投资者对公司的互联网获客、互联网转化模

型以及服务体验的认可，同时参考 2016 年公司收入预期，按照 3.8 倍的市销率

确定投前估值为 23,000 万元，增资价格 53.36 元/股。 

本次增资股东分别为北京同方货币增资 1,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8.740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981.2594 万元；孙学平货币增资 4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8.433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41.5667 万元。厦门嘉汇货币增资 300 万元，增加

注册资本 5.622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94.3778 万元；北京隆达货币增资 150 万

元，增加注册资本 2.81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47.1889 万元；北京隆兴货币增

资 1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81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47.1889 万元；吉昕货

币增资 1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81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47.1889 万元；于

畅货币增资 1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81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147.1889 万元；

刘艾虎货币增资 1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874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98.1259

万元；杨为民货币增资 5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0.937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9.0630

万元。公司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并已全部实缴，不存在股权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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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潜在纠纷。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实缴金额 

（万元） 

所占股权比例

（％） 

1  贾建强 228.7500 47.86 

2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6.2500 11.77 

3  共青城诺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500 11.77 

4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8.7931 8.12 

5  西藏优投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7500 3.92 

6  北京同方以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7406 3.92 

7  刘峻 15.0000 3.14 

8  应林超 9.6983 2.03 

9  孙学平 8.4333 1.76 

10  厦门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22 1.18 

11  熊人杰 4.3103 0.90 

12  王喻州 3.2328 0.68 

13  北京隆达智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111 0.59 

14  北京隆兴恒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111 0.59 

15  吉昕 2.8111 0.59 

16  于畅 2.8111 0.59 

17  刘艾虎 1.8741 0.39 

18  杨为民 0.9370 0.20 

合计 477.8861 100.00 

2016 年 8 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 

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第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西部证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由西部证券作为主办

券商推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因此，公司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第六、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1）股东中存在需要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

登记备案程序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1）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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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RFNX1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7 层 220803 

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建强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5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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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贾建强 62.25 62.25 93.96 货币 

2 潘宇 4 4 6.04 货币 

合计 66.25 66.25 100.00 -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2）共青城诺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5F8GM2L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贸中心 2 座 401 

基金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燕）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35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投资、企业管理服务、

市场分析调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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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共青城诺诚 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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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共青城 北京市 

登记编号 SH4730 P1001871 

成立时间 2015-10-27 2011-11-07 

登记时间 2016-06-01 2014-05-04 

3）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546042X5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东区 23 层 

基金管理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昼）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5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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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达晨创丰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 深圳市 深圳市 

登记编号 SD5220 P1000900 

成立时间 2013-03-20 2008-12-15 

登记时间 2015-03-03 2014-04-22 

4）西藏优投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32138659XD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新仓商务大厦 A 座 1007A 

基金管理人：北京纵横金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扬）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9 日 

合伙期限：至 2018 年 1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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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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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西藏优投 北京纵横金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 西藏市 北京市 

登记编号 S39367 P1009988 

成立时间 2014-11-19 2014-06-09 

登记时间 2015-07-03 2015-04-02 

5）北京同方以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17994648F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院 4 号楼第 16 层 1601 

基金管理人：北京同方以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陆致成） 

成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14 日 

合伙期限：至 2024 年 10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

期出资时间为 2017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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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同方以衡 北京同方以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创业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 

注册地 北京市 北京市 

登记编号 SE2491 P1023914 

成立时间 2014-10-14 2013-10-18 

登记时间 2016-01-04 2015-09-29 

6）厦门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5MA2XN3U99P 

公司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 551 号国贸春天 202 

基金管理人：厦门嘉富诚家族财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于斌）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36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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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15 日 

合伙期限：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产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

信 息 请 至 厦 门 市 商 事 主 体 登 记 及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平 台 （ 网 址 ：

www.xiamencredit.gov.cn）查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

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可经营。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厦门嘉汇 厦门嘉富诚家族财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其他投资基金 

注册地 福建市 福建市 

登记编号 SM7856 P1026806 

成立时间 2015-10-15 2015-06-08 

登记时间 2016-10-13 2015-11-12 

7）北京隆达智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0716896181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9 号 A725-243 室 

成立时间：2013 年 06 月 17 日 

合伙期限：至 2033 年 06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燕），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策划；经

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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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隆达智擎 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 北京市 北京市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36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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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编号 S28039 P1001871 

成立时间 2013-06-17 2011-11-07 

登记时间 2015-03-30 2014-05-04 

8）北京隆兴恒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71689562X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9 号 A725-244 室 

成立时间：2013 年 06 月 17 日 

合伙期限：至 2033 年 06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燕）， 

经营范围：同“北京隆达智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该基金及其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项目 隆兴恒业 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基金主要类别 股权投资基金 

详见“隆达智擎”备案情况 

注册地 北京市 

登记编号 S28636 

成立时间 2016-06-17 

登记时间 2015-06-29 

通过查阅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工商材料、登记备案证书，登录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我公司认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程序。 

（2）关于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负面清单相关事项的审查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

题的解答（二）》，申请挂牌公司六人游是否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分析如下： 

（一）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但

因新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

于 3000 万元的除外。 

1）行业分类 

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北京六人游国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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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属于“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72 商务服务业”；根据中国证监

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属于“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72 商务服务业”；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

业分类指引》，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属于“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13）-消费者服务（1312）-酒店、餐馆与休闲（131210）-

酒店、度假村与豪华游轮（13121010）；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

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L）-商务服务业（L72）-旅行社及相关服务（L727）-旅行社服务（L7271）。 

2）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定制旅行服务”，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

网平台，通过 C2B 模式升级旅游服务。公司应用自主研发的“DMS 系统”，基

于海量旅游 POI 数据，形成独特的大数据引擎，高效智能地完成行程设计、旅

游预定等旅游服务。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3.3 电子商

务服务：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包括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个人（B2C）、

个人对个人（C2C）以及集代理商、商家、消费者为一体的交易平台（ABC）等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业。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指为降低电子商务市场的信息障

碍和信用风险，在采集、整理和加工网络交易、支付等信息基础上提供的在线信

用信息服务。故公司主营业务属于战略新兴产业，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应

满足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不少于 1000 万元的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战略新兴产业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099.36 5,934.64 3,856.44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099.36 5,934.64 3,856.44 

战略新兴产业收入（万元） 3,099.36 5,934.64 3,856.44 

战略新兴产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收入为 12,890.44 万元，报告期各期，公司战略新兴产业

收入占比均超过 50%。公司满足“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

不少于 1000 万元”的条件。 

（二）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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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三）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

增长，且年平均符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不适用。 

（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

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北京六人游国际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属于“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72 商务服务业”；根据《挂牌公

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商务服务业（L72）-旅行社及相关服务（L727）

-旅行社服务（L7271）。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淘汰落

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 号，我国在“十二

五”期间归类为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如下表： 

序号 行业 

1  炼铁 

2  炼钢 

3  焦炭 

4  铁合金 

5  电石 

6  电解铝 

7  铜冶炼 

8  铝冶炼 

9  锌冶炼 

10  水泥（孰料及磨机） 

11  平板玻璃 

12  造纸 

13  酒精 

14  味精 

15  柠檬酸 

16  制革 

17  印染 

18  化纤 

19  铅蓄电池 

20  稀土（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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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定制旅行服务”，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

网平台，通过 C2B 模式升级旅游服务。公司应用自主研发的“DMS 系统”，基

于海量旅游 POI 数据，形成独特的大数据引擎，高效智能地完成行程设计、旅

游预定等旅游服务。因此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

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

章规定的挂牌要求。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六人游项目组于 7 月 6 日提出内核申请，内核专员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主办券商内核工作指引（试行）》的相关要求，

在审阅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项目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及工作底稿等相

关申报材料的基础上，于 7 月 19 日进行了现场核查，并于 7 月 21 日出具《现场

核查报告》，经实地查看、访谈管理层及对项目组书面回复的相关问题审核后认

为：项目小组已按内核专员要求对推荐文件、申报材料及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

了补充调查，完善了相关内容，同意项目小组向我公司内核机构提交六人游挂牌

申请文件。 

我公司推荐六人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内核小组

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3 日对六人游拟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

参加会议的内核成员为员为宁丁、周汐、朱青、徐毓秀、代水平、虞雁、翟晓东，

其中律师为徐毓秀，注册会计师为宁丁，行业专家为翟晓东。上述内核成员不存

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

持有拟推荐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

的情形。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颁布的《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及《业

务规则》关于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的相关要求，内

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六人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

具如下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

组制作的《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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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挂牌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

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

考察、资料核查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

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

组已按照《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要

求，公司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挂牌前拟披露信息基本符合信息披露的要

求。 

（三）公司设立时间已满两年；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

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且

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由西部证券

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综上所述，内核小组认为六人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第 2.1 条有关挂牌的条件，七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荐

六人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推荐意见 

我公司经过对六人游的尽职调查，认为六人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对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规定的条件。 

同时，我公司认为六人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从行业角度看： 

从在线旅游发展的进程来看，在线旅游创业已进入第三阶段，定制旅游是主

要突破口。第一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商用互联网的成功，出现一批具有

在线预订功能的网站。1996 年 Expedia 设立，提供机票、酒店和租车服务的在线

预订。1998 年 Priceline 创立，以“Name Your Own Price”模式（客户反向定价）

向全球用户提供酒店、机票、租车、旅游打包产品等在线预订服务。1999 年，

创立携程旅行网，提供机票、酒店、旅游度假、商旅产品预订。同年 5 月，艺龙

于美国德拉华州诞生，定位于城市生活资讯网站，2001 年后转型在线旅行预订

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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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0 世纪初，国内旅游市场茁壮成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在线旅游

公司，如穷游网（2004 年）、同程网（2004 年）、去哪儿（2005 年）、酷讯网

（2006 年）、途牛（2006 年）、蚂蜂窝（2006 年）、驴妈妈（2008 年）等。这

个阶段的在线旅游创业公司，以 OTA 为典型代表，多采用 B2C 或者 B2B 的模

式出售标准化旅游产品。 

第三阶段，2013 年以来的两年半时间，资本市场向好，专注旅游细分市场

的在线旅游企业和创业公司开始涌现：如以“机+酒”为导向的自由行服务商，

发现旅行，来来会，麦兜旅行等；以出售境外目的地标准化产品为导向的我趣旅

行，海玩网，玩途自由行；定位个性化旅游服务公司，为游客提供行程规划和攻

略，如无二之旅、指南猫、世界邦等。这个阶段，在线旅游逐步从销售工具渗透

为提高服务品质的管理工具，从标准品领域渗透到非标准品领域。 

从政策角度看： 

政策面来看，旅游服务被纳入重点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定制旅游首次获国

家政策关注。2014 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

确指出，到 2020 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达到 5.5 万亿元，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

4.5 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5%。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又

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要开发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旅游服务产品，推动旅游定制服务，满足个性化需

求，深化旅游体验”。  

从企业自身角度看： 

公司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获客和服务平台，业务模型具有明显的可复制性和

规模化增长空间。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持续研发了一套高效的订单处理系统，在订

单的跟进、行程的智能化设计、资源采购的 API 对接以及财务处理上大大提高

了服务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形成了在效率上的竞争力。 

公司通过近三年的经营，定制行程及数据不断积累，供应商库不断扩充和优

化，“6 人游 DMS”系统的定制能力持续增强。公司从成立开始，通过完善的培

训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旅行顾问，他们不仅能够熟练使用公司的业务系统，并

且拥有专业的目的地知识和超强的服务意识，能够依托系统高效地开展服务工

作。形成了在服务上的竞争优势。 

公司有成熟的互联网运营团队，搭建了适合公司业务发展的互联网获客模

型，能够通过稳定的获客方式，低成本得到更多目标客户，并且通过微信、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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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客户累积。形成了在推广上的竞争优势。公司重视服务体验，在宣传推广上

对品牌化要求很高，形成了在品牌上的竞争优势。 

五、提醒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贾建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贾建强本人直接持有公司 47.86%的股份，通过

北京鼎智同行投资咨询中心间接控制公司表决权 11.77%的股份，共计对公司表

决权为 59.63%。自公司成立以来历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对公司的经营决

策和未来发展具有主导地位，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

然公司已建立一整套公司治理制度，实际控制人同时作出不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

位损害公司利益、避免同业竞争等承诺。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可利用其控制地位，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人事、财务等实施不当控制，可能会给公司经营

和其他少数权益股东带来风险。 

（二）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全套服务流程、标准、财务管理、对公司人员的培训等均建立在“6 人

游 D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系统”之上，该系统包括旅游行程设

计系统、订单跟进系统、财务管理系统、IM 即时沟通系统。如果公司核心技术

泄密，将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三）用户信息泄露风险 

公司用户数量众多，用户在定制旅游的过程中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照片、学历等信息，虽然公司采取了严格的技术保护措施，但由于黑客的存在或

网络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用户信息泄露，将导致用户的信

息安全受到损害，从而影响用户体验和公司经营。 

公司作为互联网企业，业务开展和日常运营在较大程度上依托于计算机信息

系统，对计算机系统安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对于公司来

说至关重要，一旦出现 IT 风险或故障，将会使公司运营能力和信用水平面临相

应的风险。 

（四）公司经营持续亏损风险 

报告期 2017 年 1-3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437.42

万元、-1,539.14 万元和-633.90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1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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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90 万元、-775.24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持续为负数，随着收入的

增长，期间费用也会随之增长，公司存在持续亏损风险。如果公司经营现金净流

量在未来持续为负，则对公司现金流和资金周转产生不利影响，如不能及时通过

其他渠道获得资金，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的发展。 

（五）汇率变动风险 

公司作为一家主营出境定制旅游服务的公司，其收入端主要以人民币结算，

采购端主要以美元、欧元等外币结算。对每一笔定制旅游业务而言，从预收旅游

款到支付采购款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果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大幅波动将对公

司的盈利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公司的利润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六）政策风险 

2010 年 9 月 6 日，国家旅游局、商务部联合发布《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试

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监管暂行办法》，明确要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对外商投资旅

行社开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业务。随着旅游行业的竞争加剧，可能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非正常竞争现象，并可能导致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市场监管，

以及控制、限制一些业务的开展。因此公司面临着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风险。 

（七）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已

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由于旅游业资源消耗低、行业进入壁垒低、

投入资金少、综合效益好，因此经营旅游行业的企业数量众多，且不断增加。2009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该政策出台

后促使更多的企业和资本进入旅游行业，加剧该行业的竞争。由于出境游市场处

于发展初期且空间巨大，各大旅游电商为获取客户数量及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从

上游资源、供应商、客源地、价格战以及移动端等各个方面展开竞争，带来了行

业竞争的加剧。 

（八）自然灾害、人为灾难、经济危机等不可抗力风险 

自然因素中的地震、海啸、水灾、异常恶劣气候，比如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2011 年的日本大地震，2014 年以来的多起空难，2015 年泰国曼谷的爆炸

袭击，2016 年 3 月 22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市郊、市内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连续爆

炸，2016 年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日卡车冲撞事故。国际政治因素中的外交关系的

恶化、动乱、政府的政策变化、战争，都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出游决策，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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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间内中国公民赴相关目的地旅游的频次，导致公司的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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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签章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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