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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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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国枫律证字[2017]AN245-4号 

致：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根据本所与公司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律师担任公司本次挂牌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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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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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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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根据股转公司《关于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在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就公司本次挂牌有关

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

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

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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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股转公司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公司服务产品的质量标准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一、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境内外采购的具体内容 

（一）主要的采购渠道及内容 

 

根据《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

验，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为在线定制旅游服务，包括出境定制旅游、国内定

制旅游及部分入境定制旅游服务。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DMS系统为客户提供定制

旅游服务，根据客户订单的具体需求搭配组合客户旅游所需的产品/服务，公司

的旅行顾问负责客户整个旅游行程的跟单及服务，将客户旅游所需的产品/服务

分解为多个单项产品/服务，在此基础上，公司自供应商或代理商处采购单项产

品/服务，包括预定景区门票、预定酒店住宿及餐饮、预定机票、车导服务、接

待服务等单项产品/服务，不涉及将客户整体分单给合作旅行社的情况。 

根据六人游的《审计报告》、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公司与合作旅

行社签署的代理合同并经查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境内外采购共有两种渠

道：①公司向供应商进行直接采购，经查验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公司

向供应商进行直接采购的内容包括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机票等；②公司通过与

合作旅行社签署代理合同的方式进行间接采购，经查验公司与合作旅行社签署的

代理合同，公司通过与合作旅行社签署代理合同的方式进行采购的内容包括代理

预定景区门票、预定酒店住宿及餐饮、预定机票、车导服务、接待服务等。 

 

（二）对采购渠道及内容的核查 

 

1、公司向供应商进行直接采购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向供应商进行直接采购主要通过询价比较方式完

成，公司严格规范筛选供应商的标准，公司所选择的供应商必须具有符合当地法



3 

 

律法规的行业资质，合法经营，一经发现不合法合规的情况，公司将立即进行追

索。公司选择的供应商（包括境外对接社）必须提供有资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

的服务接待人员及车辆。 

 

2、公司通过与合作旅行社签署代理合同的方式进行间接采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公司合作的主要的境内和境外旅行社资质情

况如下： 

序号 主要合作旅行社名称 取得的业务资质 证书编号 特许经营业务种类 

1 
佳天美（广州）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GD-WZ00007 入境、国内、出境旅游 

2 
深圳市智游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GD01777 入境、国内旅游 

3 
北京佰程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BJ-CJ00223 入境、国内、出境旅游 

4 
云南云度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YN-01118 入境、国内旅游 

5 
贵州游侠客旅行社有

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GZ00399 入境、国内旅游 

6 
北京众合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BJ01104 入境、国内旅游 

7 
北京永利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BJ-CJ00290 入境、国内、出境旅游 

8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BJ-CJ00071 入境、国内、出境旅游 

9 
北京好巧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BJ01921 入境、国内旅游 

10 
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JS-CJ00107 

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

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

会务服务，旅游信息咨

询 

11 
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L-SH-CJ-00025 

入境、国内、出境、旅

游规划及开发、旅游产

品开发 

12 美信佳株式会社 
履历事项全部证明

书 
4300-01-049220 日本地接服务 

13 株式会社 CJLine 
履历事项全部证明

书 
4300-01-066373 日本地接服务 



4 

 

序号 主要合作旅行社名称 取得的业务资质 证书编号 特许经营业务种类 

14 
AUSSIE COMPASS 

PTY .LTD.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a 

Company 

606 970 530 澳大利亚地接服务 

15 
HAWAII GLOBAL 

HOLIDAY.INC 
TRAVEL AGENCIES 6426 夏威夷地接服务 

16 
Y.S.J. Travel 

Service Co.,Limited 
公司注册证书 1981810 欧洲地接服务 

17 Sino American Link 
Charter-party 

certificate 
TCP0030600-B 美洲地接服务 

18 
LLL International 

Travel Inc 

certificate of 

appointment 
 

33-7 6106 6 美洲地接服务 

19 MARTHA MIÑO BATALLAS 
certificate of 

accreditation 
 

0185180 美洲地接服务 

20 
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

限公司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

业务资质认可证书

（一类、二类） 

HB20372、HB50235 
国内、国际航线航空客

运销售代理业务 

21 
联盟（北京）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

业务资质认可证书

（一类、二类） 

HB22616、HB56338 
国内、国际航线航空客

运销售代理业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合作的主要

的境内和境外旅行社均已经取得符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经营所需的许可、备案

或登记。公司通过与合作旅行社签署代理合同进行间接采购的内容不含有指定购

物场所、安排购物及收取回购等不正当利益的内容。 

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服务及产品

是否存在纠纷及潜在法律风险 

1、经查验，公司及其子公司均具有经营所需的资质和许可，且该等资质和

许可均在有效期内。公司不存在导游挂靠公司旅行社和私自承揽业务的情形，不

存在潜在维权纠纷与法律纠纷。 

2、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公司向

供应商进行直接采购主要通过询价比较方式完成，公司所选择的供应商必须具有

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行业资质，合法经营，一经发现不合法合规的情况，公司将

立即进行追索。公司选择的供应商（包括境外对接社）必须提供有资质、符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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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律法规的服务接待人员及车辆。经查验，公司通过与合作旅行社签署代理合

同的方式进行间接采购的内容不含有指定购物场所、安排购物及收取回购等不正

当利益的内容。 

3、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通过质量评估、资质的审查以及跟单旅行顾

问提供的反馈对公司采购的产品/服务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公司采购的产品/服务

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合作的境内和境外旅

行社均已经取得符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经营所需的许可、备案或登记，不存在

因采购产品/服务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客户投诉或发生纠

纷的情况。 

4、经查验，公司已按照《旅行社条例》的规定足额存入质量保证金。公司

目前采取的质量标准包括《旅行社出境旅游服务规范》（GB/T 31386-2015）、《旅

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规范》（LB/T 004-2013）和《旅行社入境旅游服务规范》（LB/T 

009-2011）、《旅行社服务通则》（LB/T 008-2011）、《旅行社安全规范》（LB/ T 028

—2013）、《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LB/T 040—2015）、《导游领队引导文明

旅游规范》（LB/T 039-2015）。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北京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

站，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能够遵守有关旅游管理的法律、法规，守法经营。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违反境内外相关法

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及产

品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运营模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

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国家旅游局关于严格执行

旅游法第三十五条有关规定的通知》等有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公司所提供的产

品/服务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纠纷及潜在法律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http://www.spsp.gov.cn/page/P1811/7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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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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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三》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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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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