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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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国枫律证字[2017]AN2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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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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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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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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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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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 VIE 架构的搭建及解除（公司特殊问题 2） 

（一）公司及子公司业务性质、业务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司系由 18 名境内自然人股东和境内非自然人股东投资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的性质为境内企业法人。 

 

经查验，公司及子公司北京景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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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易网同行的经营

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推广，商务信息咨询，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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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

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网同行未实际开展

业务。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公司及子

公司北京景程的主营业务属于旅游业，易网同行的经营范围属于科技服务业，

均为鼓励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性质为境内企业法人，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均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公司 VIE 架构搭建、执行及解除 

1、VIE 架构的搭建 

（1）设立境外融资及拟上市主体——6Renyou Limited 

根据 6Renyou Limited 的注册证书，开曼公司 6Renyou Limited 于 2013 年

10月 22 日设立， Zhongfan Limited 为 6Renyou Limited 股东。 

Zhongfan Limited 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设立，贾建强持有 Zhongfan 

Limited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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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曼公司 6Renyou Limited 设立 6Renyou (HK) Limited 

根据 6Renyou (HK) Limited 的注册证书，6Renyou (HK) Limited 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由 6Renyou Limited 出资设立，系一家依照香港法律成立和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为 1990675。 

 

（3）6Renyou (HK) Limited 设立境内外商独资企业——易网同行 

根据易网同行的工商登记资料，易网同行于 2014年 2月 18日由 6Renyou (HK) 

Limited出资设立，系 6Renyou (HK) Limited 的全资子公司。[详见法律意见书

之“十四、（一）、1”] 

 

（4）VIE 架构的协议签署情况 

  ①签署控制协议 

  2014年，易网同行、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贾建强、西藏险峰分别签署了

易网同行协议控制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的有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签约主体 签约时间 主要内容 

1 

《 独 家 业

务 合 作 协

议》 

中凡时代、易网

同行 
2014.3.21 

易网同行为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独

家服务提供商，向中凡时代、六人游

有限提供全面的业务支持、技术服务

和咨询服务，约定中凡时代、六人游

有限使用易网同行的相关权益，易网

同行向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按季度

收取服务费。 

六人游有限、易

网同行 
2014.4.7 

2 
《 股 权 质

押合同》 

贾建强、西藏险

峰、易网同行、

中凡时代 

2014.3.21 
为保证《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的履行，

贾建强、西藏险峰将其持有的中凡时

代的 100%股权质押给易网同行；中凡

时代将其所持有的六人游有限的

100%股权质押给易网同行。 

中凡时代、易网

同行、六人游有

限 

2014.4.7 

3 
《 独 家 购

买权合同》 

易网同行、贾建

强、西藏险峰、

中凡时代 

2014.3.21 

易网同行享有从贾建强、西藏险峰购

买中凡时代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以及

易网同行享有的从中凡时代购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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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议名称 签约主体 签约时间 主要内容 

易网同行、中凡

时代、六人游有

限 

2014.4.7 

人游有限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是一项

不可撤销的专有权。 

4 
《 授 权 委

托协议》 

贾建强、西藏险

峰、易网同行 
2014.3.21 贾建强、西藏险峰持有中凡时代股

权，以及中凡时代持有六人游有限股

权的所有事项委托易网同行行使，易

网同行为上述委托事项的唯一代理

人和被授权人。 

中凡时代、易网

同行 
2014.4.7 

 

②签署补充协议 

2014 年 10月 14 日，中凡时代增加注册资本并新增股东李儒政。2014年 12

月 17 日，易网同行、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贾建强、李儒政、西藏险峰签署

了《独家购买权合同之补充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授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授权委托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签约主体 签约时间 主要内容 

1 

《 独 家 购

买 权 合 同

之 补 充 合

同》 

易网同行、贾

建强、西藏险

峰、中凡时

代、李儒政 

2014.12.17 

修改《独家购买权合同》内关于中凡时

代的股权结构、补充新增资方李儒政的

相关信息。 

2 
《 股 权 质

押合同》 

易网同行、贾

建强、西藏险

峰、李儒政、

中凡时代 

2014.12.17 

为保证《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的履行，

贾建强、西藏险峰、李儒政将其持有的

中凡时代的 100%股权质押给易网同行。  

3 

《 授 权 委

托 协 议 之

补充协议》 

易网同行、西

藏险峰 
2014.12.17 

修改原《授权委托协议》中西藏险峰、

贾建强所持中凡时代股权的股权比例。 
易网同行、贾

建强 
2014.12.17 

4 
《 授 权 委

托协议》 

易网同行、李

儒政 
2014.12.17 

李儒政持有中凡时代股权的所有事项委

托易网同行行使，易网同行为上述委托

事项的唯一代理人和被授权人。 

 

③股权质押情况 

根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贾建强、西藏险峰持有的全部中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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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中凡时代持有的全部六人游有限股权办理了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 

根据公司的陈述，股东李儒政持有的中凡时代的股权（共计 2.6316 万元出

资额）未进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经查验，以上协议的签署均经过易网同行、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的股东会

通过。以上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形成了 6Renyou Limited、易网同行对中凡时代、

六人游有限的协议控制模式，VIE架构搭建完成。 

 

（5）6Renyou Limited 第一次境外私募融资（“A轮融资”） 

2014 年 3月，6Renyou Limited 向 A轮融资境外投资人发行 8,928,571 股 A

轮优先股。6Renyou Limited 与 A 轮融资境外投资人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K2 PARTNERS II LIMITED、Taishan XD Venture Ltd.签署了 Series A 

Preferred Shares purchase agreement（《A 轮优先股购买协议》），约定上述境

外投资者认购 6Renyou Limited 的 A轮优先股股份共计 8,928,571股，每股面值

0.0001美元，每股购买价格为 0.07467美元。 

A轮优先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A轮融资境外投资人姓名/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美元） 持股比例（%） 

1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1,339,285 100,000 3 

2 K2 PARTNERS II LIMITED 5,357,140 400,000 12 

3 Taishan XD Venture Ltd. 2,232,146 166,667 5 

合计 8,928,571 666,667 20 

 

（6）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2014 年 12月 31 日，6Renyou Limited 董事会决议通过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并通过 RULES OF THE EMPLOYEE SHARE VESTING SCHEME（《员工股份激励计划规

则》）,预留 10,714,286 股普通股，作为员工股份激励计划的预留股份。 

 

（7）6Renyou Limited 第二次境外私募融资（“B轮融资”） 

2014年 7月 8日，CGC Six Tours Limited与 6Renyou Limited签署了 Series 

B Preferred Shares purchase agreement（《B 轮优先股购买协议》），约定 6Ren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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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向 CGC Six Tours Limited 发行 7,878,151 股 B轮优先股，价格共计 150

万美元。2014 年 7 月 30 日，6Renyou Limited 向 CGC Six Tours Limited 发行

了 7,878,151 股 B轮优先股。 

2014 年 12 月 17 日，CGC Six Tours Limited 与 6Renyou Limited 签署了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to Series B Preferred Shares purchase agreement

（《B轮优先股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本轮股权购买价格仍为 150 万美元，

但 6Renyou Limited 向 CGC Six Tours Limited 发行股份数从 7,878,151 股调整

至 8,370,536 股，每股购买价格为 0.1792美元。 

2014 年 9 月 24 日，YT Corporation 与 6Renyou Limited 签署了《协议》，

约定 YT Corporation 以 50万美元认购公司 5%（2,790,179股 B轮优先股）的股

份，每股购买价格为 0.1792美元。 

2014 年 12 月 17 日，6Renyou Limited 向 CGC Six Tours Limited 发行了

492,385股 B轮优先股，向 YT Corporation 发行了 2,790,179股 B轮优先股。  

B轮优先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B轮融资境外投资人姓名/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美元） 持股比例（%） 

1 CGC Six Tours Limited 8,370,536 1,500,000 15.00 

2 YT Corporation 2,790,179 500,000 5.00 

合计 11,160,715 2,000,000 20.00 

 

（8）6Renyou Limited 的股东情况 

根据 6Renyou Limited 的股东登记册。截至 B轮融资完成，6Renyou Limited

的股东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种类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全部折成普通股） 

1 Zhongfan Limited 普通股 25,000,000 44.8 

2 ESOP（reserved） 普通股 10,714,286 19.2 

3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A轮优先股 1,339,285 2.4 

4 K2 PARTNERS II LIMITED A轮优先股 5,357,140 9.6 

5 Taishan XD Venture Ltd. A轮优先股 2,232,146 4 

6 CGC Six Tours Limited B轮优先股 8,370,536 15 

7 YT Corporation B轮优先股 2,790,179 5 

合计 55,803,572 100 



7 

 

 

截至 6Renyou Limited 第二次境外私募融资（“B 轮融资”）完成，VIE 架构

图

如

下

图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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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VIE 架构的拆除 

①签署《重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协议》 

2015 年 10 月 14 日，相关主体共同签署了《重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

协议》，对六人游有限收购易网同行、解除 VIE 协议作出了重组安排。 

根据上述协议，六人游有限收购易网同行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31,987,500 元，该笔价款包含 6Renyou Limited 向境外投资人支付的股权回购

对价、易网同行股权转让所代扣代缴的税费，以及办理外汇审批及汇出费用。 

根据上述协议，各境外投资者约定的退出价格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境外投资人姓名/名称 退出价格（元） 投资增值比例（%） 

1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1,872,000.00 6.75 

2 K2 Partners II Limited 7,488,000.00 26.99 

3 Taishan XD Venture Ltd. 3,120,000.00 11.25 

4 CGC Six Tours Limited 19,507,500.00 55.01 

合计 31,987,500.00 - 

注：股权回购具体价格为投资人退出价格减去相应税费后按外汇实际汇出当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计算的美元价格；根据《重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协议》，YT Corporation不

可撤销地同意，因其实际投资款以人民币由李儒政在境内支付，因此豁免 6Renyou Limited

的支付对价，同时退出开曼公司，不承担税费。 

根据上述协议，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共青城诺诚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将于境内以人民币 1,950.75 万元对六人游有限进行增资，获得六人

游有限 15%的股权；西藏优投将于境内以人民币 307.5万元对六人游有限进行增

资，获得六人游有限 5%的股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二）、3”]。 

②6Renyou Limited 股东会决议 

2015 年 11月 30 日，6Renyou Limited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了签署《股

权回购协议》、《解除 VIE协议》以及放弃优先购买权、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罢免

董事职务等事项。 

③签署《解除 VIE 协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易网同行、中凡时代、六人游有限共同签署了《解除

VIE协议》，对解除 VIE架构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④解除股权质押 

根据《解除 VIE 协议》，解除贾建强、西藏险峰、李儒政所持有的中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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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股权质押、解除中凡时代所持有的六人游有限股权的股权质押。 

根据《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贾建强、西藏险峰持有的全部中凡时代

的股权办理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中凡时代持有的全部六人游有限股权办理

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⑤六人游有限增资和股权转让 

2015 年 11月、2015 年 12月，六人游有限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增资[详

见法律意见书之“四、（二）、3”和“四、（二）、4”]。 

2015 年 11月 1 日，中凡时代向贾建强、刘峻、鼎智同行转让所持六人游有

限的 100%股权[详见法律意见书之“四、（二）”]。 

⑥员工股份回购及声明 

2015 年 11月 30 日，6Renyou Limited与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员工签署了

《Share Repurchase Agreement》（《股权回购协议》），对通过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相关员工的股权的回购事项进行了相关约定。2015 年 11 月 30 日，员工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员工出具了《声明书》，就豁免 6Renyou Limited 支付回购对价

的义务、与六人游有限及其关联公司间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进行了声明。 

⑦中凡时代股权转让 

2016 年 1月 14 日，西藏险峰和李儒政向贾建强转让所持中凡时代的全部股

权，本次股权转让后，贾建强成为中凡时代唯一股东，持股比例为 100%。 

⑧六人游有限收购易网同行 

六人游有限收购易网同行[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四、（一）、1、（2）”]。 

⑨无纠纷《声明书》 

为避免完成交割后发生的争议及潜在的纠纷，6Renyou Limited 境外投资人

出具了《声明书》，确认：“如框架协议约定期限内，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履行了退出价格的支付义务，则本公司确认六人游有限、北京中凡时代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及贾建强在《框架协议》下对本公司

的承诺及义务视为全部履行完毕；自支付日起，本公司与六人游有限、北京中凡

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潜在纠纷或争

议”。 

⑩6Renyou Limited 股东的退出 

根据《重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协议》，6Renyou Limited 负责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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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股东的股权回购。2015 年 11 月 30 日，6Renyou Limited 与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K2 Partners II Limited、Taishan XD Venture Ltd.、CGC 

Six Tours Limited、YT Corporation签署了 SHARE REPURCHASE AGREEMENT（《股

权回购协议》），就股权回购事项进行了约定。 

根据相关汇款单，6Renyou Limited 已向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K2 Partners II Limited、Taishan XD Venture Ltd.、CGC Six Tours Limited

支付了股权回购价款，共计 29,685,290.70 元。六人游有限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代扣代缴易网同行企业所得税共计 2,302,209.29

元，两者合计 31,987,500.00 元。 

至此，VIE架构拆除完毕，拆除 VIE架构后的公司框架图如下图所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VIE架构的搭建过程及相关协议的签署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约定，在 VIE架构的搭建过程中存在公司股权被质押的

情形，不存在资产或业务的重组情形。鉴于公司股权质押情形已经解除，上述

VIE架构的搭建和解除不会对公司的股权明晰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构

成实质性障碍。 

 

2、VIE 架构的搭建和解除所履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1）外汇方面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

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 号）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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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4]37号）等有关规定，境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

资前，应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经查验，贾建强于2014年5月29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提交了“个字

（2013）385B”号《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于2015年1月30日提交 

了“个字（2013）385B2”号《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境外投资外

汇登记手续办理完成；李儒政于2015年1月30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提交

了“个字（2015）0080”号《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境外投资外

汇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具体为： 

时间 姓名 
境外企业 

名称 

持股比例

（境外） 

返程投资 

境内企业 
备案记录 

2014年 5

月 29日 
贾建强 

Zhongfan 

Limited 
100% 

易网同行 

中凡时代（内资股东西藏

险峰承诺本次及以后均

不参与境外融资及返程

投 资 ）， 本 轮 融 资

666,667美元，累计融资

666,667美元，ESOP24%。 

6Renyou 

Limited 
56% 

6Renyou(HK) 

Limited 
56% 

2015年 1

月 30日 
贾建强 

Zhongfan 

Limited 
100% 易网同行 

内资股东西藏险峰承诺

本次及以后均不参与境

外融资及返程投资。 

2015年 1

月 30日 
李儒政 

YT 

Corporation 
100% 易网同行 

内资股东西藏险峰承诺

本次及以后均不参与境

外融资及返程投资。 

 

（2）外资审批程序 

2014年1月，易网同行设立时，易网同行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出

具的“海商审字[2014]56号”《关于设立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的批复》，同

意6Renyou(HK)Limited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易网同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商

外资京资字[2014]80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北京

市海淀区财政局核发的“1101085688”《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 

2015年2月，易网同行进行增资，易网同行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

出具的“海商审字[2015]156号”《关于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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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易网同行增资；北京市人民政府向易网同行换发了“商外资京资字

[2014]80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6年1月，易网同行进行股权转让，6Renyou(HK) Limited将其所持易网同

行100%股权转让给六人游有限，易网同行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出具的

“海商审字[2016]99号”《关于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

复》，同意易网同行原投资方6Renyou(HK) Limited将持有的易网同行100%股权转

让给六人游有限。[详见法律意见书之“十四、（一）、1”] 

（3）税收方面 

根据《电子缴税付款凭证》，2016年4月27日，六人游有限就收购易网同行事

宜向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人民币2,302,209.29元。[详

见法律意见书之“十四、（一）、1”] 

（4）产业政策方面 

公司现持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核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为“京ICP证140690”，发证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证书有效期为2016

年3月18日至2019年12月26日，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服务项目为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

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网站名称为6人游旅行网，网

址为6renyou.com”。 

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2016年修订），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

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

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50%。 

经查验，六人游有限在持有前述《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期间，

其股东均为境内自然人，因此，六人游有限持有《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不存在违反产业政策的情形。 

（5）反垄断方面 

根据VIE搭建过程中的协议文件、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公司股权架构

搭建过程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

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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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架构搭建过程中遵守外商/境外投资审批、

外汇管理、税务、产业政策、反垄断等方面的规定，历次股权结构变化不存在违

反外汇、境外投资监管相关规定的情形。 

 

3、VIE 架构存续过程中的境外融资情况 

（1）涉及公司及其关联方利益的境外投资人权益安排 

经查验，6Renyou Limited 与 A 轮融资境外投资人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K2 PARTNERS II LIMITED、Taishan XD Venture Ltd.签署了《A轮优

先股购买协议》，CGC Six Tours Limited 与 6Renyou Limited签署了《B轮优先

股购买协议》、《B轮优先股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 YT Corporation与 6Renyou 

Limited签署了《协议》，对公司及境外投资人进行了权益安排。 

（2）VIE 架构解除时对相关利益方的权益安排 

2015 年 10 月 14 日，相关主体共同签署了《重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

协议》，对六人游有限收购易网同行、解除 VIE 协议作出了重组安排。根据《重

组及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框架协议》的相关内容，公司在 VIE架构拆除的过程中通

过由 6Renyou Limited 向境外投资人回购股权的方式安排境外投资人退出。 

2015 年 11月 30 日，6Renyou Limited 与 K2 Evergreen Partners Limited、

K2 Partners II Limited、Taishan XD Venture Ltd.、CGC Six Tours Limited、

YT Corporation签署了 SHARE REPURCHASE AGREEMENT（《股权回购协议》），就股

权回购事项进行了约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6Renyou Limited 境外投资人均出具了《声

明书》，确认：“如框架协议约定期限内，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实际履行了

退出价格的支付义务，则本公司确认六人游有限、北京中凡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及贾建强在《框架协议》下对本公司的承诺及义

务视为全部履行完毕；自支付日起，本公司与六人游有限、北京中凡时代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及北京易网同行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潜在纠纷或争议”。 

 

根据 6Renyou Limited 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贾建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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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与境外投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6Renyou Limited 存在境外融资，在搭建和拆除 VIE

过程中对境外投资人权益进行了合理安排，公司与境外投资人公司与境外投资人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公司 VIE 架构的搭建和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公司相关业务合同，公司 VIE架构拆除前后公司

的主营业务均为在线定制旅游服务，未发生变化，公司及其子公司具有经营所需

的资质和许可，公司的业务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量、安全等要求。 

根据公司的陈述、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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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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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验，VIE架构拆除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公司及其子公司不

存在违反旅游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业务经营合法合规。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2、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经查验，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发生过 3次增资和 1次股权转让，在股份公司

阶段发生过 1次增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1 贾建强 228.75 47.86 228.75 

2 北京鼎智 56.25 11.77  56.25 

3 共青城诺诚 56.25 11.77  56.25 

4 达晨创丰 38.7931 8.12  38.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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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5 北京同方 18.7406 3.92  18.7406 

6 西藏优投 18.75 3.92  18.75 

7 刘峻 15 3.14  15 

8 应林超 9.6983 2.03  9.6983 

9 孙学平 8.4333 1.76  8.4333 

10 厦门嘉汇 5.6222 1.18  5.6222 

11 熊人杰 4.3103 0.90  4.3103 

12 王喻州 3.2328 0.68  3.2328 

13 北京隆达 2.8111 0.59  2.8111 

14 北京隆兴 2.8111 0.59  2.8111 

15 吉昕 2.8111 0.59  2.8111 

16 于畅 2.8111 0.59  2.8111 

17 刘艾虎 1.8741 0.39  1.8741 

18 杨为民 0.937 0.20  0.937 

合计 477.8861 100 477.8861 

 

由于搭建VIE架构，2014年4月7日，六人游有限与中凡时代、易网同行签署

《股权质押合同》，股东中凡时代将持有的六人游有限100%的股权出质给易网同

行，担保六人游有限应付给易网同行的所有付款。此后，上述股权质押在北京市

工商局朝阳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2015年10月，上述股权质押在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股

份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不存在股权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3、对公司关键资源要素、核心资产的影响 

经查阅公司各关键资源要素的权属凭证、房屋租赁合同等文件，公司与业务

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核心资产独立、完整。[详见法律意见书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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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公司 VIE 架构搭建和拆除过程中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业务人员、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核心业务资源、核心资产完整，不

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4、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查验，自六人游有限成立至2015年11月，中凡

时代为公司唯一股东，贾建强为中凡时代控股股东，并担任中凡时代执行董事兼

经理；2015年11月，六人游有限进行股权转让和增资，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

贾建强直接持有六人游有限61%的股权，同时，贾建强作为北京鼎智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通过北京鼎智间接控制六人游有限15%的股权；2015年12月，六人游有

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贾建强直接持有六人游有限53.07%的股权，通过北京

鼎智间接控制六人游有限13.05%的股权；2016年9月，六人游进行增资，增资完

成后，贾建强直接持有六人游47.86%的股权，通过北京鼎智间接控制六人游

11.77%的股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贾建强合计控制公司285万股股权，占公司

总股本的59.63%。 

自六人游有限设立至今，贾建强一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或董事长以及总经理

职务。 

2014 年 3月，贾建强与易网同行签订《授权委托协议》，约定贾建强持有的

中凡时代股权的所有事项授权易网同行行使；2014 年 4 月，中凡时代与易网同

行签订《授权委托协议》，约定中凡时代持有的六人游有限股权的所有事项授权

易网同行行使。根据 VIE 架构控制协议，易网同行最终控股股东为 6Renyou 

Limited，而 6Renyou Limited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贾建强，因此，在 VIE

协议控制期间，贾建强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至今贾建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 

 

5、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三会会议文件并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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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之“七、（四）”。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均系公司为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根据业务发展、内部管理等因素对于相应人员职能的调整，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状况稳定，并未由于前述人员调整而对公

司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未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VIE 架构中各主体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1、VIE 架构中存在的各主体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经查验 VIE架构中存在的各主体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

计报告、相关财务报表，VIE架构中存在的各主体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况。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有效防止及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书面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做出之日，本人及本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所从事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2、为避免未来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股份公司产生同业

竞争，本人承诺： 

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实际控制

人期间，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为了更有效地避免未来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股份公

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本人还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合理影响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以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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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机会，而该业务机会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股份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本人应于发现该业务机会后立即通知股份公

司，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不劣于提供给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条件优先提供予股份公司； 

（3）如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出现了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

业务，本人将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

合理影响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相竞争的业务依市场公平交易条件

优先转让给股份公司或作为出资投入股份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VIE架构中存在的各主体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况，为避免将来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贾建强已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该等承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的股息分配、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1、公司的股息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

股息分配的情形。 

 

2、公司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1）VIE架构项下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在搭建海外红筹架构过程中，2014年12月31日，6Renyou Limited董事会决

议通过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并通过RULES OF THE EMPLOYEE SHARE VESTING SCHEME

（《员工股份激励计划规则》）,预留10,714,286股普通股，作为员工股权激励计

划的预留股份。 

在拆除海外红筹架构过程中，2015年11月30日，6Renyou Limited作出股东

会决议，对股权激励计划确认终止。2015年11月30日，6Renyou Limited与员工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员工签署了《Share Repurchase Agreement》（《股权回购协

议》），对通过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员工的股权的回购事项进行了相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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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015年11月30日，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员工出具了《声明书》，就豁免

6Renyou Limited支付回购对价的义务、本人与六人游有限及其关联公司间不存

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进行了声明。 

（2）公司目前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经查验，北京鼎智系为激励公司员工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北京鼎智除持

有公司股份外不存在其他投资或经营活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员工激励相关计划尚未开展，具体将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

开展实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及其子公司均为境内企业法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 

2、公司VIE架构搭建及拆除过程中存在的公司及其关联方利益的境外投资人

权益安排已经解除，公司及其关联方与该等境外投资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纠纷或

潜在纠纷； 

3、公司VIE架构的搭建过程中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形，该等股权质押情形已经

解除，公司VIE架构的搭建过程中不涉及资产或业务的重组,公司的核心业务资

源、核心资产完整，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4、公司VIE架构的搭建和解除过程中均遵守了外商/境外投资审批、外汇管

理、税务、产业政策、反垄断等方面的规定，历次股权结构的变化不存在违反外

汇、境外投资监管相关规定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股息分配的情形，公司VIE架构存续期间存在的股权激励计划

已经解除，公司目前不存在未执行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 

6、公司VIE架构中形成控制关系的各主体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7、公司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均为贾建强，未发生变化；公司报告期内董事

的、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均系公司为完善公司治理组建所致，该等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8、公司报告期内的业务经营合法合规； 

9、公司VIE架构的搭建和解除不影响公司股权明细，公司符合股权明晰、合

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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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业务经营的合法性（公司特殊问题 3、4、5、7、8） 

（一）公司营运模式的合法性（公司特殊问题 3（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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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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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并经查验，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主要

供应产品或服务的内容包括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机票、车导服务、接待

服务等，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业务合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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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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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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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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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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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子公司及各分支机构，下辖的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以

及合作旅行社的业务资质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3（2）、4（1）） 

1、公司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所取得的资质情况 

经查验，公司拥有两个全资子公司，即北京景程和易网同行，不存在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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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辖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 

持证单位 证件名称 发证单位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六人游 
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 

中国国家旅游

局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 

2016.9.2- 长

期 

六人游 

电信与信息

服务业务经

营许可证 

北京市通信管

理局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

务），服务项目为互联网信息

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

电子公告服务，网站名称为 6

人 游 旅 行 网 ， 网 址 为

6renyou.com 

2016.3.18- 

2019.12.26. 

北京景程 
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 

中国国家旅游

局 

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 

2016.9.23-

长期 

 

经查验，易网同行开展业务无需取得相关资质或许可。 

 

2、公司的合作旅行社的相关业务资质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公司主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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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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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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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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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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承诺并经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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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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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作旅行社均具备经营业务所需许

可、备案、登记，公司已取得国家旅游局审批的国际旅行社申请。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存在无资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符合“依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公司所属各旅行社为旅游者购买保险的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3（3）） 

1、公司及其所属各旅行社为旅游者购买保险的基本情况 

根据原《旅行社管理条例》第 21 条的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

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

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

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该条例现已失效）。根据《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对<旅行社管理条例>有关“旅游意外保险”的含义的答复》, “旅

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含意是：旅行社组织旅

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行社责任保险。 

根据《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 2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的旅行社，应当依照《旅行社条例》和该办法的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

险。 

报告期内，公司投保的旅行社责任保险情况如下： 

序号 保险公司名称 旅行社责任保险单单号 保险期间 

1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184 2016.4.13-2017.4.12 

2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150136001508000047 
2016.1.1-2016.12.31

（中途终止） 

3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1160 2017.1.22-2018.1.21 

4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1161 2017.4.13-2018.4.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 61 条的规定，旅行社应当提示参加团队

旅游的旅游者按照规定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根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 46条的规定，为减少自然灾害等意外风险

给旅游者带来的损害，旅行社在招徕、接待旅游者时，可以提示旅游者购买旅

游意外保险。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提供的合同并经查验，公司在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

时，均已在与旅游者签署的合同中提示旅游者根据个人意愿和需要自行投保个

人旅游意外保险。 

javascript:SLC(113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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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其子公司关于提供服务符合保障旅行者人身、财务安全的承诺 

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公司向旅游者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

务安全的要求，公司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保障旅游者人身和财务安全：（1）投

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若发生旅行社责任事故，将由保险公司依约向旅游者赔偿

相关损失；（2）针对可能发生的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3）

通过多种方式培养、提供导游安全意识和风险处置能力；（4）在旅游过程中，

由公司导游引导游客认识旅游活动中的风险隐患，增强旅游者的自我保护及风

险防控能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投保旅行社

责任保险，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要求。 

（四）公司及其子公司旅行社质保金缴纳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4（3）） 

根据《旅行社条例》的约定，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

起3个工作日内，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

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

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

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质量保证金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增

存质量保证金120万元。 

    经查验，公司已于2014年1月7日与交通银行北京永安里支行签署了《旅行社

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并已足额存入人民币20万元；公司已于2016年4月5日

与交通银行北京永安里支行签署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并已足额

存入人民币120万元。 

北京景程已于2013年3月28日与招商银行北京建国门支行《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存款协议书》，并已足额存入人民币20万元；北京景程已于2015年8月7日与

招商银行北京建国门支行《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并已足额存入人

民币120万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旅行社条例》的规定足额存入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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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五）公司的车辆及人员挂靠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3（4）） 

1、车辆挂靠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公司名下无营运车辆，不存在个人车辆挂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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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挂靠 

根据公司提供的《导游员资格证书》、《导游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共有导游证持证人员7名，其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的说明、劳动合同经查验，上述导游员均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均为公司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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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的票务代理业务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4（2））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办法》的规定，销售代理活动是

指具有资格认可证书的销售代理企业在航空运输企业委托的销售业务范围内，以

自己名义从事的航空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公司不存在接受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任何运输企

业委托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销售代理经营活动的情形，无需取得中国民用航

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或其他票务代理资质。 

序号 姓名 性别 语种 等级 导游资格证编号 

1 陈倩 女 普通话 初级 DER2352D 

2 方超 男 普通话 初级 QYO5974N 

3 刘雅玲 女 英语 初级 KIA1744D 

4 冯娟 女 普通话 中级 ZEK7570X 

5 张雯雯 女 普通话 初级 LLP9089J 

6 秦东媛 女 普通话 初级 WRE4144O 

7 马琤琤 女 普通话 初级 XJR3801H 

8 史筱月 女 普通话 初级 BZS1445S 

9 刘娜 女 普通话 初级 OX8947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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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业务合同并经查验，公司业务包括代旅客以旅客名义购

买车票、机票和门票等业务，该等业务不需要取得特别的资质或许可。 

（七）公司出境游境外对接社采购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特殊问题 4（4）） 

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我国旅游行业对于供应商的选择并无行业统一标准。

根据公司的说明，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及需求，公司所采取的选择供应商（包括境

外对接社）的标准如下： 

1、具有行业资质，合法合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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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定制旅游的独特资源。公司所选择的供应商必须与公司定制旅游的

理念保持一致，旅游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当地特色，突出品质，区别于一般的散

客拼团。如一般散客拼团为了降低成本，所选酒店往往是距市区较远的酒店，而

定制旅行为了满足旅游者更多地领略当地风光，方便自由逛街的需求，往往选择

市区内具有特色的酒店。 

3、供应商及其操作人员、服务接待人员需具有进行定制旅游业务的能力。

供应商能够根据旅游者需求提供个性化建议、资源和个性化服务接待。 

4、具有突发事件的解决能力以及与公司的协同能力，具有较高的服务满意

度。公司根据供应商的服务质量对供应商库进行动态管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关法律法规，该等采购标准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等旅游行业有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

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服

务投诉或法律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出境游境外对接社采购标准符合旅游行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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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服务投诉及法律纠纷 

（八）公司服务产品的质量标准（公司特殊问题 8）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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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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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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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提供的产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服务

及产品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九）公司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的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5） 

根据国家旅游局于2015年12月23日发布的《国家旅游局关于规范出境游保证

金有关事宜的通知》（旅发〔2015〕281号）（以下简称“通知”），旅行社在开展

出境游业务中如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的，均应采取银行参与的资金托管方式，不得

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直接收取保证金，不得要求旅游者将出境游保证金直接存

入旅行社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个人账号。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公司自成立以来发生过两次向客户收取出境押金

的情况，一笔发生于2014年12月16日，共10万元，该笔押金已于2015年1月13日

返还；另一笔发生于2014年11月28日，共11.418万元，该笔押金已于2015年2月4

日返还。两笔押金均已在客户按时返程后及时退还。 

http://www.spsp.gov.cn/page/P1811/7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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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当时收取出境押金的目的是为防止游客非法滞留在境

外导致公司面临受处罚风险，根据旅游目的地以及游客自身资产情况等，在游客

出境前要求其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一般能提供在职证明、10万元以上的银行

存款证明或房产、车产证明的客户，公司均不要求缴纳保证金。公司的客户主要

为中高端人群，因此缴纳保证金的情况较少。 

经查验，公司收取两笔出境押金的时间均早于《通知》发布之日。根据公司

的说明并经查验，上述《通知》发布后，公司未再向客户收取过出境押金或其他

任何形式的押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收取出境押金的行为，但

均发生在《通知》发布之前，且已经及时返还，不存在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情

形；在《通知》发布后，公司不存在违反《通知》的相关规定违法向旅游者收取

出境游保证金的行为。 

（十）公司 DMS 系统对数据采集、加工、运用的合法性（公司特殊问题 7） 

1、数据采集、加工、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 

序号 颁布时间 颁布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1 

1994年

（2011

年修订）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

护条例》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

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

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不得危害计算机

信息系统的安全。 

2 2016年 
全国人大常

委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 

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

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

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范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

密性和可用性。 

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

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

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3 2013年 工业和信息 《电信和互联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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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颁布时间 颁布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化部 网用户个人信

息保护规定》 

者不得收集其提供服务所必需以外的用

户个人信息或者将信息用于提供服务之

外的目的，不得以欺骗、误导或者强迫

等方式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双

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

集、使用的用户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篡改或者毁损，不得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4 2012年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

术公共及商用

服务信息系统

个人信息保护

指南》 

管控信息系统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风

险，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泄露、丢失、损坏、篡改、不当使用等

事件制定预案；发现个人信息遭到泄漏、

丢失、篡改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

止事件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告知受

影响的个人信息主体；发生重大事件的，

及时向个人信息保护管理部门通报。 

5 2012年 
全国人大常

委会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

网络信息保护

的决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及

其工作人员对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民

个人电子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

信息安全，防止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

民个人电子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毁损、丢

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6 2010年 
全国人大常

委会 

《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 

禁止未经许可或授权，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

一系列著作权及相关权利。 

 

2、DMS对系统数据采集、加工、运用的合法性 

根据对公司相关人员的访谈并经查询 6 人游旅行网（www.6renyou.com），

公司的 DMS系统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大数据，具体情况为： 

（1）旅游资源基础数据 

包括全球的城市、景点、航班、酒店、活动项目，这部分数据为地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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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过早期公司运营和业务人员录入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补充、修改完善。 

（2）行程方案数据 

主要是把旅游资源通过合理的连接、推荐，形成一个可以执行的旅行解决方

案，这部分数据基础是旅游资源数据，连接的方法来自旅行顾问在日常工作中为

用户实施的线路规划，通过系统保存、总结规律，实现进一步的智能推荐。 

（3）用户数据 

公司的用户数据主要来自用户向公司平台发起的咨询请求，主动提交个人联

系方式和旅游需求，不涉及对用户数据的加工及运用。旅行顾问在销售过程中，

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完善用户的消费习惯，进行存储，提高为可以规划行程的工作

效率。 

对于用户数据，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①公司旅行顾问只能按照权限

于系统后台登录会员库，客户的消费记录及信息只在该用户再次咨询时才能显

示，公司旅行顾问无权限获取全部会员列表；②对于客户的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公司均做了技术上的隐藏处理，确保会员信息不存在泄漏风险；③公司的程序部

署在“阿里云”的存储空间，依托大系统的整体安全机制，大大降低了被攻击的

风险。同时公司加强数据存储和技术升级，不断通过加密和分布式存储的方式降

低泄露风险；④公司内部制定了《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个人信息安全管

理制度》，确保对客户信息的保护；⑤在 DMS 系统的“法律声明”中，对客户隐

私保护进行了特别说明：“如果您使用 6人游旅行网及移动客户端，您的使用行

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为服务用户的目的，6人游旅行网及移动

客户端可能通过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向您提供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向您发送产品和服务信息。本网站承认、尊重并保护用户向本网提供的任何或

所有个人信息以及注册用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规定享有的隐私权。” 

经查验，六人游 DMS系统对数据的采集、加工、运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六人游 DMS系统的行程方案数

据均来自于业务人员的前期录入，不涉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六人游 DMS

系统不涉及对用户数据的加工及运用，用户个人信息仅来源于用户咨询部分且公

司已对用户数据进行一系列保护措施。DMS系统对数据的采集、加工、运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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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

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

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政策等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DMS系统数据采集、加工、运用符合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不涉及使用客户的个人信息，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 

三、关于业务资质及许可经营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10） 

（一）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我国对旅游行业的管理采取政府部门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国家

旅游局是我国旅游行业的国家监督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旅游局

（委）是地方旅游行业的主管部门，中国旅游协会是旅游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旅

游业务开展设计的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如下： 

 

序号 出台时间 出台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 2013年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 

为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

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制定本法。 

2 2009年  国务院 《旅行社条例》 

为了加强对旅行社的管理，保障旅游者

和旅行社的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条

例。 

3 2009年 国家旅游局 
《旅行社条例

实施细则》 

主要内容包括：导游、领队服务;旅游咨

询、旅游活动设计服务；接受旅游者的

委托，代订交通客票、代订住宿和代办

出境、入境、签证手续等;接受机关、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委托，为其差旅、

考察、会议、展览等公务活动，代办交

通、住宿、餐饮、会务等事务。 

4 2015年 
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

展生活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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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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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台时间 出台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业促进消费结

构升级的指导

意见》 

求，深化旅游体验。 

5 2015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

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国

发[2015]40号）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互

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

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

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

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

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6 2015年 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加

快培育经济新

动力的意见》 

为减少束缚电子商务发展的机制体制障

碍，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在培育经济新

动力，打造“双引擎”、实现“双目标”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制定意见。 

7 2015年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

和消费的若干

意见》（国办发

[2015]62号） 

旅游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产

业，是国民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改革创新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

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包括实施旅游基础

设施提升计划，改善旅游消费环境；实

施旅游投资促进计划，新辟旅游消费市

场；实施旅游消费促进计划，培育新的

消费热点；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

费需求；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促进旅游

投资消费持续增长六个方面，26项内容。 

8 2014年 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

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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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13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

促进信息消费

扩大内需的若

干意见》 

明确提出加快促进信息消费，能够有效

拉动需求，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

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到2015

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 3.2 万亿元，年

均增长 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

出超过 1.2万亿元。 

10 2016年 国务院  

《 “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

划》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旅游经济稳步增长；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人民群众更加满意；国际影响力大幅提

升。 

11 2012年 国家旅游局 《关于鼓励和 坚持旅游业向民间资本全方位开放、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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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台时间 出台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引导民间资本

投资旅游业的

实施意见》 

励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提高民营旅游

企业竞争力、为民间旅游投资创造良好

环境、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和管理。 

12 2012年 

中国人民银

行  发展改

革委  旅游

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

监会  外汇

局 

《关于金融支

持旅游业加快

发展的若干意

见 》 （ 银 发

[2012]32号） 

大幅改善旅游企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

加大了金融对旅游业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主要体现在旅游企业在信贷方面将

获得更大的支持以及未来融资渠道的多

元化。 

13 2011年 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业”

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 

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

标是推动行业发展方式转变，到“十二

五”期末，旅游业初步建设成为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

意的现代服务业。在转方式、扩内需、

调结构、保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战

略中发挥更大功能。 

14 2011年 

全国旅游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旅行社出境

旅游服务规范》 

规定了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活动所应具

备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 

15 2010年 国家旅游局 

《关于促进旅

行社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意见》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

游业的意见》，改进、优化旅行社企业

经营和产业发展氛围；全面贯彻实施《旅

行社条例》，为旅行社创造良好的经营

环境；加快推进旅行社经营服务标准化，

进一步规范旅行社经营服务行为；支持

旅行社增强实力；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

旅行社投资、经营、服务市场。 

16 2004年 信息产业部 

《中国互联网

络域名管理办

法》 

对互联网域名管理、注册和争议进行规

定，保障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系统安全、

可靠运行，规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系统

管理和域名注册服务。 

（二）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经查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在线定制旅游，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2013 年修改）》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2013）》中规定的限制类或淘汰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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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业务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要求。 

（三）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

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

为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审批，公司及公

司人员已取得其经营所需的业务资质和许可，公司及公司人员业务开展无需取得

特许经营权授权；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详

见法律意见书之“十”部分] 

经查验，为避免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超越资质、经营范围的情况，公司

制定了《旅游经营风险防范制度》、《员工业务开展规范制度》，公司在合规经

营方面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 

根据《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北京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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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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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

险。 

1、经查验，公司及北京景程已经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详见法律意见书之

“十、一”部分]。 

根据《国家旅游局关于贯彻实施<旅行社条例>和<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有关

事项的通知》（旅监管发[2009]111号），许可证及其副本不再设有效期。 

 

2、经查验，公司现持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核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

营许可证》的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该等《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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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证》系通过合法程序申请取得且均在有效期，暂不需要续期，在公司经营

状况稳定良好，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电信与信息

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各项业务资质

均为有效，目前不存在到期后无法续期的风险。 

四、公司的股本变更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13、18）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查验，公司未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

进行股票转让，公司自六人游有限成立至今共发生 4 次股权变动[详见法律意见

书之“四”部分]，各次股权变动的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

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的情况如下： 

（一）2013 年 11 月，六人游有限设立 

2013年 9月 10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核发“（京朝）名称预核（内）字[2013]

第 0139603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为“北京六人

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29日，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润（验）字[2013]-22350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3 年 9 月 29 日止，六人游有限已收到中凡时代缴

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6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60万元。 

2013年 11月 21日，六人游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5016489831）。 

根据中凡时代实际控制人贾建强的说明，中凡时代本次出资为其自筹资

金，已经实际支付完毕，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 

（二）2014 年 10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 万元 

2014年10月10日，六人游有限股东作出决定，同意注册资本由60万增加到300

万，由中凡时代增加注册资本240万元人民币。 

2014年10月11日，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中靖诚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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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A-677号”《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

行了验证。 

根据中凡时代实际控制人贾建强的说明，中凡时代本次出资为其自筹资

金，已经实际支付完毕，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 

（三）2015 年 11 月，股权转让，注册资本增加至 375 万元 

2015 年 11月 1 日，六人游有限股东作出决定，同意中凡时代将其所持六人

游有限出资 228.75 万元转让给贾建强，将 15 万元出资转让给刘峻，将 56.25

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鼎智；同意注册资本增加 75万元，西藏优投向六人游有限

投资 307.5 万元；共青城诺诚向六人游有限投资 1,950.75万元。 

根据相关银行凭证，公司已收到西藏优投和共青城诺诚的投资款，均为其自

筹资金。根据中凡时代实际控制人贾建强的说明，中凡时代已收到股权转让价款。 

经查验，西藏优投和共青城诺诚为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存在股权

代持（包括持股平台）。根据上述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说明，投资资金均为其自筹

资金，公司股份系其真实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经查验，北京鼎智为公司的员

工持股平台。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方签署的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公司出具的说

明并经查验，本次股权变动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 

（三）2015 年 12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431.0345 万元 

2015年 12月 20日，六人游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56.0345

万元。达晨创丰向六人游有限出资 1,530万元，熊人杰出资 170万元，应林超出

资 382.5 万元，王喻州出资 127.5万元。 

2015 年 12月 16 日，北京嘉明拓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嘉验字[2015]0231

号”《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证。 

经查验，达晨创丰为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

股平台）。根据上述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说明，投资资金均为其自筹资金，公司股

份系其真实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方签署的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公司出具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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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并经查验，本次股权变动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 

（四）2016年 9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477.8861 万元 

2016 年 8 月 30 日，六人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增

加注册资本 46.8516 万元。厦门嘉汇向六人游出资 300万元，北京隆达出资 150

万元，北京隆兴出资 150万元，北京同方出资 1,000万元，刘艾虎出资 100万元，

吉昕出资 150 万元，杨为民出资 50 万元，孙学平出资 450 万元，于畅出资 150

万元。 

根据相关银行凭证，公司已收到上述投资者的投资款。 

经查验，厦门嘉汇、北京隆达、北京隆兴、北京同方为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根据上述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说明，

投资资金均为其自筹资金，公司股份系其真实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方签署的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公司出具的说

明并经查验，本次股权变动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的权属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有关价款均

已支付完毕。公司未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进行股票转让。公司股权历次

变动不存在潜在纠纷，除北京鼎智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外，不存在股权代持

（包括持股平台）。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五、公司章程（公司特殊问题 15、（2）） 

2017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生效的《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草案）》”）。 

经查验，《章程（草案）》载明了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

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

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

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

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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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 

《章程（草案）》第二十七规定：“公司的股票采用记名股票形式，登记存管

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章程（草案）》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应当保存完整的股东名册，由公司董

事会负责管理。股东名册包括下列部分： 

（一）存放在公司住所的，除本条（二）项规定以外的股东名册； 

（二）董事会为公司股票上市等需要而决定存放在其他地方的股东名册。” 

 

（二）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 

《章程（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章程（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时，

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章程（草案）》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 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 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增购、受赠股份或转让、赠与、

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 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

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六)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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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七) 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

其股份； 

(八)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章程（草案）》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者索

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

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章程（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

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 

《章程（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监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

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

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章程（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对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章程（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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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

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章程（草案）》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应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

益的行为，应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

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 

《章程（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

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

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章程（草案）》第四十条规定：“公司应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各种方

式直接或间接占用公司的资金和资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对公司产生资金占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后，可申请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可以依法通过

“红利抵债”、“以股抵债”或者“以资抵债”等方式偿还侵占资产。” 

 

（四）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

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章程（草案）》第四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 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三)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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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 

(五)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 修改本章程； 

(十一) 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 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四)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投资、担保（抵押、质押

或保证等）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事项； 

(十五) 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

行使。” 

《章程（草案）》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在一年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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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

绝对金额超过,3000 万元人民币；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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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有关对外担保议案时，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出席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时，该股东

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其中，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

担保事项涉及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外的担保

事项涉及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

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章程（草案）》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

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12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1000万元以

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此关联交易必须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章程（草案）》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 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五人，或者少于本章程

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三)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四)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请求当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计

算。” 

《章程（草案）》第七十七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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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章程的修改； 

(四) 股权激励计划； 

(五) 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六)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七)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

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五）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 

《章程（草案）》第一百〇三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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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应当由董事会通

过的职权。 

董事会行使职权的事项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草案）》第一百〇四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审查和评估公司治理

机制对股东权益的保障，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章程（草案）》第一百〇六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

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章程（草案）》第一百〇七条规定：“董事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股东

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等专

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章程（草案）》第一百〇八条规定：“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

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

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审批。” 

 

（六）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

责人 

《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公司与投资者的

沟通，在遵循公开信息披露原则的前提下，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市场

战略和经营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及变化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

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

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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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 

《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司的信息披露在董事会领导下，

由董事会秘书具体办理。” 

 

（七）利润分配制度 

《章程（草案）》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 

《章程（草案）》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 

（一）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

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二）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章程（草案）》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并优先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章程（草案）》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

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

项。” 

 

（八）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对象主要包

括： 

（一）投资者（包括在册和潜在投资者）； 

（二）证券分析师及行业分析师； 

（三）财经媒体及行业媒体等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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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个人和机构。” 

《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公司与投资者的

沟通，在遵循公开信息披露原则的前提下，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市场

战略和经营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模式及变化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

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

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章程（草案）》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 

（一）公告，包括定期报告与临时公告等； 

（二）股东大会； 

（三）公司网站； 

（四）一对一沟通； 

（五）电子邮件和电话咨询； 

（六）现场参观； 

（七）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规定的方

式。 

公司应尽可能通过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及时、深入和广泛地沟通，并应特别注

意使用互联网络提高沟通的效率，降低沟通的成本。” 

 

（九）纠纷解决机制 

《章程（草案）》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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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

任。” 

《章程（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

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 

《章程（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监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

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

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章程（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对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章程（草案）》第六十二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

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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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

任。” 

《章程（草案）》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 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 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章程（草案）》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有权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 

《章程（草案）》第七十九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五）在一年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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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

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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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有关对外担保议案时，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出席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时，该股东

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其中，股东大会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

担保事项涉及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审议本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外的担保

事项涉及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

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章程（草案）》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

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中作出详细说明。” 

《章程（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

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

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

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

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任时间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或监事进行表决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告知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十一）独立董事制度（如有）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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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草案）》未对独立董事制度作相关规定。 

 

经查验，《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包括“总则、

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股份、股票与股东名册、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投资者关系管理、通知、信息披露、合并、

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附则等内容”，符合《公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

款》的相关规定、包含了相关必备条款且具备可操作性。 

六、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16）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公司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2017.3.31 2016.12.31 2015.12.31 

1 中凡时代 - - 301,760.70 

合计 - - 301,760.70 

 

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占用过程中的借款还款情况为：          单位：元 

序

号 
名称 

借款情况 还款情况 
占用资金余额 

借款日期 金额 还款日期 金额 

1 中凡时代 2015年 10月 301,760.70 - - 301,760.70 

2 中凡时代 2016年 1月 75,000.00 - - 376,760.70 

3 中凡时代 2016年 1月 
3,000,000.

00 
- - 3,376,760.70 

4 中凡时代 - - 2016年 6月 
1,075,000.

00 
2,301,760.70 

5 中凡时代 - - 2016年 6月 
1,000,000.

00 
1,301,760.70 

6 中凡时代 - - 2016年 6月 
1,000,000.

00 
301,7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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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借款情况 还款情况 
占用资金余额 

借款日期 金额 还款日期 金额 

7 中凡时代 - - 2016年 8月 301,760.70 - 

 

经查验，中凡时代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相关银行凭证，2016

年8月，上述关联方借款全部归还完毕。根据公司的说明，本次与关联方发生资

金占用是因补充关联方临时流动资金，仅发生一次临时借款，公司没有收取利息

或资金暂用费，报告期内已归还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6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北京

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对本次

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了确认。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情况，不存在被其他关联方占用情

况，公司符合挂牌的相关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

占用六人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七、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

形核查（公司特殊问题 17） 

根据相关主体出具的说明并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北 京 市 环 保 局 网 站

（ http://www.bjepb.gov.cn/ ）、 北 京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网 站

（ http://www.bjda.gov.cn/ ）、 企 业 产 品 质 量 承 诺 服 务 平 台

（ http://qa.12365.gov.cn/ ） 及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被执行联合惩戒，亦不存在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

“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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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股东的基金备案情况（公司特殊问题 19） 

（一）公司的股权结构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1 贾建强 228.75 47.86 228.75 

2 北京鼎智 56.25 11.77  56.25 

3 共青城诺诚 56.25 11.77  56.25 

4 达晨创丰 38.7931 8.12  38.7931 

5 北京同方 18.7406 3.92  18.7406 

6 西藏优投 18.75 3.92  18.75 

7 刘峻 15 3.14  15 

8 应林超 9.6983 2.03  9.6983 

9 孙学平 8.4333 1.76  8.4333 

10 厦门嘉汇 5.6222 1.18  5.6222 

11 熊人杰 4.3103 0.90  4.3103 

12 王喻州 3.2328 0.68  3.2328 

13 北京隆达 2.8111 0.59  2.8111 

14 北京隆兴 2.8111 0.59  2.8111 

15 吉昕 2.8111 0.59  2.8111 

16 于畅 2.8111 0.59  2.8111 

17 刘艾虎 1.8741 0.39  1.8741 

18 杨为民 0.937 0.20  0.937 

合计 477.8861 100 477.8861 

（二）作为私募投资基金股东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各机构股东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各

机构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北京鼎智 

北京鼎智是由公司员工以自有资金设立的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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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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共青城诺诚 

共青城诺诚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

案日期为 2016年 6 月 1日，基金编号为 SH4730；其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4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

号：P1001871）。 

3、西藏优投 

西藏优投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5年 7月 3日，基金编号为 S39367；其管理人北京纵横金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

P1009988）。 

4、达晨创丰 

达晨创丰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5年 3月 3日，基金编号为 SD5220；其管理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年 4月 22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

号：P1000900）。 

5、厦门嘉汇 

厦门嘉汇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6年 10月 13日，基金编号为 SM7856；其管理人厦门嘉富诚家族财富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5年 11月 12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

记编号：P1026806）。 

6、北京隆达 

北京隆达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5年 3月 30日，基金编号为 S28039；其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4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

号：P1001871）。 

7、北京隆兴 

北京隆兴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5年 6月 29日，基金编号为 S28636；其管理人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36696.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36696.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4593.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4593.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45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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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4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

号：P1001871）。 

8、北京同方 

北京同方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日期为 2016年 1月 4日，基金编号为 SE2491；其管理人北京同方以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月 29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

P1023914）。 

经查验，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北京鼎智为公司为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持股平

台，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共青城诺诚、西藏优

投、达晨创丰、厦门嘉汇、北京隆达、北京同方均已办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手续。 

九、公司的主要资产（公司特殊问题 25（4）） 

经查验，公司报告期内共发生两次股权收购，即：2016年2月，六人游有限

收购易网同行100%的股权；2015年10月，六人游有限收购北京景程100%的股权。

[详见法律意见书之“十四、（一）”] 

（一）子公司的合法经营情况 

经查验，北京景程现持有中国国家旅游局核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许可文号为“旅发[2015]130号”，编号为“L-BJ-CJ00566”，发证日期为2016年3

月25日，许可经营业务为“入境旅游业务，境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 

经查验，易网同行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商务信息咨询，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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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网同行开展业务暂不需要取得资质许可。根据易网同行出具的

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网同行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根据易网同行和北京景程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出具的说明、相关政府主管

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网同行及北京景程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4593.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26529.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26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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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均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二）子公司的重大或有负债情况 

1、大额应付款 

根据易网同行及北京景程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并经查验，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易网同行无其他应付款，北京景程的其他应付款为

2,073,500.82元。 

根据公司和北京景程出具的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北京景程的上述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同六人游的往来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子公司不

存在大额负债。 

 

2、违法责任及侵权之债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查询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查验

《审计报告》、易网同行及北京景程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公司出具

的说明，子公司易网同行及北京景程不存在或不涉及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

品质量、土地使用、劳动安全、违法经营、侵犯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违法

责任及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网同行及

北京景程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收购行为的合理性、价格公允性、内部审批程序以及是否存在

利益输送 

1、公司收购行为的合理性、价格公允性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1）公司收购行为的合理性 

①收购北京景程。收购北京景程是出于公司扩展业务需要，成立独立品牌用

于为同行业其他旅行社提供服务，包括平台对接、行程规划、全程预定、落地接

待等全程旅游方案。 

②收购易网同行。易网同行是六人游VIE架构内企业，收购易网同行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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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VIE结构，实现挂牌的必要流程。 

（2）公司收购行为的价格公允性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①收购北京景程。根据北京润鹏冀能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润

审字[2016]第1004号《审计报告》”，北京景程在购买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35

万元。根据北京兴华昊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兴华昊正评报字[2016]第

1050号”《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景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23.35万元。 

鉴于北京景程拥有出境游资质，收购时定价依据评估的净资产和出境游资质

的市场价格，收购前后合并各方无关联方关系、各自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经协商的收购价格为130万元。据此，公司收购北京景程不存在利益输送。 

②收购易网同行。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4306号”《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易网同

行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易网同行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3,316.76万元。 

公司以独立第三方进行股权价值评估，评估方法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符合评

估准则要求。以评估结果作为双方议价基础，交易价格3,198.75万元低于评估结

果3.56%，收购价格未偏离评估价值±5%，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交易价格客观公正。

据此，公司收购易网同行不存在利益输送。 

 

2、公司收购行为的内部审批程序 

①收购北京景程。公司收购北京景程履行如下内部审批程序： 

2015 年 7月 15 日，六人游有限执行董事贾建强就收购北京景程事项在公司

会议室作出决定，同意“六人游有限受让杨羚持有的北京景程 120万元出资，同

意六人游有限受让金晶持有的北京景程 30万元出资。” 

2015 年 8月 1日，六人游有限股东中凡时代就收购北京景程事项作出决定，

同意“六人游有限受让杨羚持有的北京景程 120万元出资，同意六人游有限受让

金晶持有的北京景程 30万元出资。” 

②收购易网同行。公司收购易网同行履行如下内部审批程序： 

2015年10月25日，六人游有限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①公司签署、交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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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解除VIE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与以上协议相关的文件；②同意

授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代表公司签署任何与本股东会决议有

关的合同、协议及其他一切相关文件。” 

2015年11月10日，六人游有限股东作出决定，同意“①公司签署、交付和履

行《解除VIE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与以上协议相关的文件；②同意授

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代表公司签署任何与本股东会决议有关

的合同、协议及其他一切相关文件。”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6Renyou (HK) Limited、六人游有限、易网同

行同意由六人游有限受让6Renyou (HK) Limited持有的易网同行100%的股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易网同行和北京景程报告期内合法合规经营，均不存

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公司收购易网同行和北京景程具备合理性，收购价格公

允且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不存在利益输送，合法合规。 

十、公司存的个人银行卡结算事宜（公司特殊问题 30（5）） 

（一）公司报告期内个人银行卡结算情形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贾建

强开设个人银行卡进行结算的情形，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部分不会使用网上银

行、用个人银行卡直接办理转账的客户。 

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共使用了三张贾建强开设的个人银行卡，专门处理该

部分客户业务的收款情况。三张个人银行卡均由公司财务部门统一保管。 

报告期内，三张个人银行卡收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招行卡  397,038.00  1,231,893.97 1,307,034.60 

建行卡  158,098.00  912,139.07  512,419.00 

工行卡  69,300.00  992,273.00 1,257,307.00 

个人卡收入合计  624,436.00 3,136,306.04 3,076,760.60 

营业收入 43,570,251.31 38,564,374.49 6,482,426.77 

占比（%） 1.43 8.13 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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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 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成本 

招行卡  102,286.20  2,128,118.21 1,138,774.32 

建行卡 -  96,995.50  287,221.00 

工行卡 -  3,480.00  351,889.00 

个人卡支付成本合计  102,286.20 2,228,593.71  1,777,884.32 

营业成本 40,718,564.72 35,605,057.36 6,045,139.37 

占比（%） 0.25 6.26 29.41 

销售费用 

招行卡  50,000.00  79,416.30  54,800.55 

建行卡 - -  10,700.00 

工行卡 -  27,043.24 - 

个人卡支付销售费用合计  50,000.00  106,459.54  65,500.55 

销售费用 7,938,396.98 2,770,221.25 975,226.64 

占比（%） 0.63 3.84 6.72 

管理费用 

招行卡 -  182,563.13  35,522.93 

建行卡  95,787.90  629,777.27 - 

工行卡 - -  63,880.00 

个人卡支付管理费用合计  95,787.90  812,340.40  99,402.93 

管理费用 4,529,027.06 6,313,436.97 1,448,597.17 

占比（%） 2.11 12.87 6.86 

 

根据上述个人卡银行流水记录，上述个人卡均专门用于公司业务结算，未用

于其他用途。 

（二）个人银行卡结算的合法性问题 

《公司法》第 148 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二）

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公司法》第 171 条的规定：“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

存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 48 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

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 3条的规定，“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本

条例规定的范围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 21 条的规定：“开户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开

户银行应当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予以警告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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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限内停止对该单位的贷款或者停止对该单位的现金支付：…（九）将单位

的现金收入按照个人储蓄方式存入银行的”。（该条规定已被于 2011 年 1 月 8

日生效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删除） 

 

综上，公司通过个人银行卡进行业务结算的情形，与《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不符。 

（三）公司个人银行卡结算现状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查验，截至 2016 年 5 月，公司已停止使用个人银行卡

进行业务结算，公司已将个人银行卡余额转入公司账户并注销。根据《审计报告》

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因个人银行卡结算问题而

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2017 年 2 月 3 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贾建强出具承诺，在公司经营过程

中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业务结算，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业银行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规范财务管理，

对所有经营行为一律通过公司账户结算。同时，对于公司因曾经存在的通过个

人卡结算的情形而可能受到的任何行政处罚或经济损失，实际控制人贾建强承

诺其本人将承担公司因存在个人卡结算可能给公司造成的全部费用、罚金和经

济损失，以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使用个人卡结算的情形不符合《公司

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但鉴于公司已停止使用个人卡进行业务结算，且实际控制人贾建强承诺将承

担公司因存在个人卡结算可能给公司造成的全部费用、罚金和经济损失，以确保

公司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上述公司曾使用个人卡进行业务结算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情况及其合法性（公司特殊问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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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情况 

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存在利用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具体为： 

2017年1-3月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初期末余额、增减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金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国债回购 5,200,000.00 309,700,000.00 312,600,000.00 2,300,000.00 

货币基金 1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合计 15,200,000.00 329,700,000.00 332,600,000.00 12,300,000.00 

 

2017年3月31日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末本金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本金（元） 期限 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期 

国债回购 2,300,000.00 1天 13 2017.3.31 

货币基金 

5,000,000.00 
契约型开放式无

固定到期日 
浮动收益率 2017.3.14 

5,000,000.00 
契约型开放式无

固定到期日 
浮动收益率 2017.3.31 

合计 15,200,000.00 - - - 

 

2016年度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初期末余额、增减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金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国债回购 5,000,000.00 893,400,000.00 893,200,000.00 5,200,000.00 

货币基金 30,000,000.00 79,555,122.31 99,555,122.31 10,000,000.00 

合计 35,000,000.00 972,955,122.31 992,755,122.31 15,200,000.00 

 

2016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末本金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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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本金（元） 期限 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期 

国债回购 

4,200,000.00 1天 4.72 2016.12.30 

600,000.00 7天 5.87 2016.12.26 

400,000.00 7天 5.89 2016.12.26 

货币基金 10,000,000.00 
契约型开放式无

固定到期日 
浮动收益率 2016.12.9 

合计 15,200,000.00 - - - 

 

2015年度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初期末余额、增减变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金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国债回购 - 45,900,000.00 40,900,000.00 5,000,000.00 

货币基金 - 30,000,000.00 - 30,000,000.00 

合计 - 75,900,000.00 40,900,000.00 35,000,000.00 

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基金和国债回购的期末本金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本金（元） 期限 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期 

国债回购 
2,000,000.00 1天 4.66 2015.12.31 

3,000,000.00 1天 3.55 2015.12.31 

货币基金 30,000,000.00 
契约型开放式无

固定到期日 
浮动收益率 2015.12.29 

合计 35,000,000.00 - - - 

 

经查验，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付息型，投资风险较小，利息计算方

式为自购买第二日开始计息，截止各期末未赎回理财产品的持有收益确认为应收

利息。除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二）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执行的决策程序及内控制度 

经查验，有限公司阶段，公司以充分利用闲置资金为目的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证券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均经过总经理审批。 

经查验，公司制定了《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短期投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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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短期投资的品种、程序、手段等作了规定，制度规定公司可参与的短期

投资的品种限于：1、货币基金；2、国债回购。短期投资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经查验，股份公司成立后，就公司闲置资金利用事项，公司于2016年9月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9月23日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六人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将闲置资金用于理

财的议案》，履行了公司的决策程序和内控制度。上述议案详细披露了理财产品

均为保本付息型且投资风险较小的特点，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公司可以将闲置

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购买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合理揭示了

投资风险，履行了公司的决策程序和内控制度，合法合规。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承诺并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除《北京六人游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

经披露事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挂牌条件标准指引》及

《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规定的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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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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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