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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股份公司、塞尚国旅、公

司、本公司 
指 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塞尚有限 指 公司前身“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立联有限 指 公司前身“北京立联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苑路营业部 指 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北苑路营业部 

摩中友好 指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 

VV 汽车租赁 指 VV CAR SOCIETE A RESPONSABLITITE LIMITEE 

法摩领先 指 FIRST MAROC SOCIETE A RESPONSABLITITE LIMITEE 

新龙门餐厅 指 LE NOUVEAU DRAGON 

欧华文化 指 北京欧华经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阿撒发 指 ASSAFA CENTRE DES ECHNAGES ECONOMIQUES ET CULTURE 

UNIONADELE 指 UNIONADELE TOUR GROUP CO.,LIMITED 

摩洛哥 指 摩洛哥王国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渤海证券、主办券商 指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7月 24

日出具的利安达审字[2017]第 2433号《审计报告》 

报告期、近两年 指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4月 30日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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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公开转让 指 塞尚国旅本次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监管指引第 1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信息披露》 

《监管指引第 3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适用条件基本标

准指引》 

本法律意见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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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塞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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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塞尚国旅、

公司、本公司”）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

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塞尚国旅的委托，担任塞尚国旅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

请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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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

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塞尚国

旅与本次申请公开转让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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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塞尚国旅本次申请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同意塞尚国旅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

塞尚国旅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塞尚国旅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

于有关政府部门、塞尚国旅、主办券商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

次申请公开转让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和股转公司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塞尚国旅本次申请公开

转让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公开转让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

对塞尚国旅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

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本法律

意见书仅供塞尚国旅为本次申请公开转让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

的事先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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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授权和批准 

2016 年 12月 6日，塞尚国旅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在塞尚

国旅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发起人股东应到 4 名，实到 4 名，代表股份

5,714,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工商

手续及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

转让方式的议案》，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塞尚国旅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并同意授权塞尚国旅董事会全权办理塞尚国旅本次申请公开

转让有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本次申请公开转让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尚需获得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一）塞尚国旅依法设立 

塞尚国旅前身系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尚有限”或“有

限公司”），塞尚有限成立于 2009年 12月 9日。塞尚国旅系由塞尚有限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塞尚国旅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于 2016

年 12月 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4697690354N）。

根据该执照，塞尚国旅的基本信息如下：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西关路 20 号 3号楼 923室 

法定代表人 蔺超欣 

注册资本 571.4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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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代售飞机票；销售

日用品、工艺美术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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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长期 

 

（二）塞尚国旅依法有效存续 

塞尚国旅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塞尚国

旅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塞尚国旅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塞尚国旅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

情形，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具备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符合《业务规则》对主体资格的规定。 

 

三、塞尚国旅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一）塞尚国旅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塞尚国旅前身为塞尚有限，系由塞尚有限按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其存续期间自塞尚有限 2009年 12月 9日成立之

日起计算，存续已满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塞尚国旅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塞尚国旅《营业执照》、公司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本所律师核查，

塞尚国旅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为出境旅游业务。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塞尚国旅主营业务明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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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已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 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确认，塞尚国旅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1-4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其收入总额的 98.80%、99.41%、99.55%，塞尚国旅主

营业务明确且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和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塞尚国旅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

运记录，营运记录包括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等。 

根据塞尚国旅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已经取得开展业务所需相应

资质和许可，塞尚国旅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须终止经营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塞尚国旅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塞尚国旅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塞尚国旅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公司法人

治理机制，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公司管理制度。 

根据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和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塞尚国旅“三会”运行良好，

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已对报告期内公司治理机制执行

情况进行讨论、评估。 

根据公司提供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征信报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征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依法开展

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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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尚国旅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说明、股东出具的声明承诺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的股东不存在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的股权结

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

或潜在纠纷。 

塞尚国旅的股票发行和有限公司的历次股权转让行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四、公司的设立”和“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工商档案、公司说明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股东声明承诺等资料，有限公司的设立及设立以来的历次增资、股权转让均

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均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并履行了相关股东（大）会

的决议及工商登记手续。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塞尚国

旅时以截至 2016年 8 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进行折股，其折合的实收股本

总额没有超过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 

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不存在于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

市场的发行和转让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主办券商”）已与塞尚国

旅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塞尚国旅委托渤海证券担任负责推荐公

司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并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服务的主办券商。本所律师认为，

塞尚国旅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公开转让的各项

实质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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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尚国旅的设立 

（一）塞尚国旅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 

1、2016年 9月 1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以 2016年 8月 31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由现有全体股东作为发起

人，将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2016 年 10 月 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了《企业名称

变更核准通知书》（（京昌）名称变核（内）字[2016]第 0045608 号），核准公司

名称变更为“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3、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

计报告》（CAC证专字[2016]0344 号），以 2016年 8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有限

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10,745,901.87元。 

4、2016 年 12 月 4 日，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

告》（中瑞评报字[2016]第 002147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有

限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4,687,900.00 万元。 

5、2016 年 12 月 6 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即蔺超欣、蔺超勇、牛海鹏、

许慧颖，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同意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审计

基准日，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45,901.87 元人民币折算为塞尚国旅

571.4万股，每股面值一元，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原股东按照

其在有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折合为塞尚国旅设立时各自持有的股份比例。 

6、2016 年 12 月 6 日，塞尚国旅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在塞尚国旅会

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设立的相关议案，并选举塞尚国旅第一届董

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7、2016 年 12 月 7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CAC 证验字[2016]0113 号），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 ，各发起人以有

限公司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止的净资产中的人民币 10,745,901.87元折为股份

公司股本人民币 5,714,000.00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5,031,901.87 元转

为资本公积。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5,714,000.00 元，各发起

人均已缴足其认购的股本。 

8、2016 年 12 月 7 日，塞尚国旅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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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4697690354N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系整体变更设立，其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

式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合法

合规。 

 

（二）塞尚国旅设立过程中发起人签订的《发起人协议》 

2016 年 12月 6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即蔺超欣、蔺超勇、牛海鹏、许慧

颖，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同意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

日，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10,745,901.87 元人民币折算为塞尚国旅 571.4

万股，每股面值一元，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原股东按照其在有

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折合为塞尚国旅设立时各自持有的股份比例。该发起人协议

就塞尚国旅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以及各发起人姓名、认购形式、数额、发起

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发起人为设立公司签订的《发起人协议》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立行为不存在潜在法律纠纷。 

 

（三）塞尚国旅设立过程中的审计、评估与验资 

1、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

报告》（CAC证专字[2016]0344 号），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6年 8月 31日，有限公

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0,745,901.87元。 

2、2016 年 12 月 4 日，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

告》（中瑞评报字[2016]第 002147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有

限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4,687,900.00 元。 

3、2016 年 12 月 7 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CAC 证验字[2016]0113 号），各发起人以有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中的人民币 10,745,901.87 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人民币

5,714,000.00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5,031,901.87 元转为资本公积。股

份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5,714,000.00 元，各发起人均已缴足其认

购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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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设立过程中已履行了有关审计、评估、验资等必要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塞尚国旅创立大会 

2016年 12月 6日，塞尚国旅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在塞尚国旅会议室

召开，出席会议的发起人应到 4 名，实到 4 名，占公司股权比例的 100%，对应

公司注册资本为 571.4 万元。创立大会经出席会议的发起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设立等相关议案，并选举塞尚国旅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创立大会的召开程序、所议事项及作出的决议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创立大会所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五）工商登记 

2016 年 12月 7日，塞尚国旅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颁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4697690354N 的《营业执照》。 

 

（六）塞尚国旅设立时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塞尚国旅发起人以有限公司净资产折股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整体变

更前注册资本为571.4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注册资本为571.4万元，

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各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均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以未

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形。 

针对该事项，塞尚国旅股东已出具书面声明：“如有关税务机关根据国家出

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公司补缴或追缴有限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时全体自然人股东以净资产折股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或因公司当时未履行代

扣代缴义务而承担罚款或者损失，作为公司的股东，本人承诺将按照整体变更时

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以个人自有资金自行履行纳税义务，承担公司补缴或者被

追缴的上述个人所得税款及其相关费用和损失，保证不因上述纳税义务的履行致

使公司和公司挂牌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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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的设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塞尚国旅的设立合法有效。 

 

五、塞尚国旅的独立性 

（一）塞尚国旅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对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根据塞尚国旅《营业执照》、公司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本所律师核查，

塞尚国旅的主营业务为出境旅游业务。塞尚国旅拥有独立完整的商务运作系统，

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独立的服务部门和渠道，具有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二）塞尚国旅资产独立完整 

塞尚国旅系由塞尚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塞尚有限的全部资产均已进入塞尚国

旅，已经验资报告验证，不存在产权争议。塞尚国旅合法拥有公司日常经营所需

的货币资金及相关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塞尚国旅的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

与股东的资产权属关系界定明确，不存在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

形。 

 

（三）塞尚国旅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及本所律师的适当核

查，塞尚国旅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独立为员工发放工

资，独立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塞尚国旅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免均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合法程序进行；塞尚

国旅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塞尚国旅的财务人员没

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四）塞尚国旅财务独立 

塞尚国旅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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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塞尚国旅设立了单独的银行账户，独立运营资金，不存

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依法独立

纳税；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财务行为和财务运作。 

 

（五）塞尚国旅机构独立 

塞尚国旅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且已聘请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设立了相应的职

能部门。塞尚国旅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没有机构混同的情形。 

 

（六）塞尚国旅业务独立 

塞尚国旅主营业务独立于塞尚国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塞尚国旅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塞尚国旅与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间存在同业竞争（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十一、（四）同业竞争”），但由于同业竞争方注册地和实际经营

地在法国，开展业务的数额较小，且塞尚国旅及其全体股东、法摩领先及全体股

东已就消除该同业竞争出具承诺。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合法有效，如得到切

实履行，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不影响塞尚国旅业务的独立性。 

 

（七）塞尚国旅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

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在独立性方面

不存在严重缺陷。 

 

六、塞尚国旅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1、发起人及其主体资格 

塞尚国旅共有 4 名发起人，分别为：蔺超欣、蔺超勇、许慧颖、牛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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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址 

1 蔺超欣 女 中国 11010519721224****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 蔺超勇 男 中国 11010519771120****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3 许慧颖 女 中国 21100219780409****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北园路 

4 牛海鹏 男 中国 13010319701116****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 4位自然人发起人均系中国公民，住所均在中国境

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不适宜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股份公司发起

人的人数、住所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全体发起人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担任股份公司发起人及进行出资的主体资格。 

2、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塞尚国旅发起人均系塞尚国旅的前身塞尚有限的股东。根据全体发起人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签订的《发起人协议》，塞尚国旅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71.4 万

元，全体发起人均以其拥有的塞尚有限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净资产按原持股比例

投入塞尚国旅。 

全体发起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蔺超欣 495.00 86.62 净资产折股 

2 许慧颖 57.12 10.00 净资产折股 

3 牛海鹏 14.28 2.50 净资产折股 

4 蔺超勇 5.00 0.88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71.40 100.00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承诺，全体发起人所持股份自塞尚国旅

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发起人同时担任塞尚国旅董事、监事

和高管的，其所持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对外转让不得超过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所律师认为，全体发起人投入塞尚国旅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将该等资产

投入塞尚国旅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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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现有股东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后，股权没有发生变动。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蔺超欣持有塞尚国旅

86.62%的股份，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蔺超勇持有塞尚国旅 0.88%的

股份，担任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二人系姐弟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87.50%的

股份，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可以控制公司的重大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因此，蔺超欣和蔺超勇为塞尚国旅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蔺超欣、蔺超勇出具的声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蔺超欣、

蔺超勇在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合法合

规。 

根据蔺超欣与蔺超勇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及本所

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蔺超欣和蔺超勇在塞尚国旅重大事项的决策时意见保持

一致，具有事实上的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公司经营决策等的重

大事项均由蔺超欣和蔺超勇共同做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塞尚国旅

的实际控制人为蔺超欣与蔺超勇，未发生变化。 

 

（四）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塞尚国旅股东出具的声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蔺超欣

和蔺超勇之间系姐弟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的发起人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担任发起人的资格，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明确，不存在法律障碍。报告期内，

塞尚国旅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公司股东均为自然人，不存在私募基金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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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管理人。 

 

七、 塞尚国旅的股本及演变 

（一） 有限公司的历史沿革 

1、2009年 12月 9日，北京立联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联有限”）

成立  

2009 年 10 月 28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京昌）名称预核（内）字[2009]第 0122658号 ），核定企业名称

为“北京立联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9 年 11月 10日，闫永利签订《北京立联旅行社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

章程，闫永利出资设立立联有限。立联有限股东会选举闫永利为执行董事，选举

柏柳为监事，聘任闫永利为经理。 

2009 年 11 月 10 日，北京公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京审验字

（2009）第 381号），截至 2009年 11月 10日止，立联有限已收到股东闫永利缴

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3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昌平农

行支行营业部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NO.0029451），闫永利于 2009 年

11月 10 日向立联有限在该行开立的存款账户缴存 30万元。 

2009 年 12 月 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注册号为

11011401247454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立联有限的住所为北

京市昌平区昌平镇北环里 52-7 号，法定代表人为闫永利，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

均为 3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

项目：国内游业务、入境游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闫永利 3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 -- 100.00 

2、2011年 11月，立联有限股权转让，变更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塞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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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18 

 

经理 

2011 年 11 月 24 日，立联有限唯一股东闫永利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其持

有的立联有限的 100%的股权转让给蔺超欣；同意免去闫永利执行董事职务，同

意免去柏柳监事职务。 

2011 年 11月 24日，闫永利与蔺超欣签定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11 月 24 日，立联有限股东会选举蔺超欣担任执行董事；选举蔺超

勇担任监事；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1 年 11 月 24 日，立联有限执行董事同意

聘任蔺超欣担任经理职务。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1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立联有限

法定代表人为蔺超欣。 

此次变更后，立联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3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 -- 100.00 

3、2012年 8月 24 日，立联有限变更经营范围 

2012 年 8月 24日，立联有限唯一股东蔺超欣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同意修改后的章

程。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2年 8月 24日，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立联有限的

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 

4、2013年 3月 18 日，立联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2013 年 3月 15日，立联有限公司唯一股东蔺超欣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增加

公司注册资本至 1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蔺超欣认缴；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2013 年 3 月 18 日，北京乾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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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贞验字（2013）第 0253号），截至 2013年 3月 13日止，立联有限已收到股

东蔺超欣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7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根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NO.0039930），蔺超欣于 2013年 3月 18日向立联

有限在中国银行昌平支行开立的账户缴存 70万元。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 3月 18日，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立联有限的

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实收资本为 100万元。 

此次增资后，立联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1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100.00 -- 100.00 

5、2013年 3月 26 日，立联有限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 

2013 年 1月 3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京昌）名称预核（内）字[2013]第 0002876 号），核准企业名称为

“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3 年 3月 22日，立联有限唯一股东蔺超欣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变更公司

名称为“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

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机票销售代理；销售百货、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

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咨询；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 3月 26日，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公司的名称

为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入境旅游业务；

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一般经营项目：代售飞机票；销售日用品、工艺

美术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6、2014年 11月 3日，塞尚有限增加股东，增加注册资本 

2014 年 10 月 30 日，塞尚有限唯一股东蔺超欣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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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至 500万元，4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蔺超欣认缴 395万元，蔺超勇认

缴 5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根据交通银行北京亚北支行《现金解款单（交款人回单）》（会计流水号：

11080290041）显示，蔺超勇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向塞尚有限帐号

110061086018180084374 转入 50 万元，款项来源为蔺超勇入资。根据交通银行

《记账回执》（回单编号：14095422）显示，蔺超欣于 2014年 12月 15日向塞尚

有限帐号 110061086018180084374 转入 395万元，摘要为入资。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 11月 3日，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塞尚有限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 

此次增资后塞尚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495.00 货币 99.00 

2 蔺超勇 5.00 货币 1.00 

合计 500.00 -- 100.00 

7、2014年 12月 5日，塞尚有限变更住所 

2014 年 12月 5日，塞尚有限变更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西关路

20号 3 号楼 923室。 

2014 年 12月 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该执照，塞尚有限的住所为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西关路 20 号 3 号楼 923

室。 

8、2016年 3月 17 日，增加股东、增加注册资本 

2015 年 12 月 20 日，塞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新股东

韩稳重、孙晓周、许慧颖；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71.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中，

韩稳重认缴出资 14.28万元，孙晓周认缴出资 28.56万元，许慧颖认缴出资 28.56

万元；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根据韩稳重、孙晓周、许慧颖与塞尚有限于 2016年 1月 27日签订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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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协议》，韩稳重出资 99.96 万，其中 14.28 计

入注册资本；孙晓周出资 199.92 万元，其中 28.5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许慧颖

出资 199.92 万元，其中 28.56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根据《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回单编号：604673425611）显示，韩稳重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向塞尚有限帐号 110061086018180084374 转入 99.96 万元，摘要为

增资入股。根据《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回单编号：603320758961）显示，孙晓

周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向塞尚有限（帐号：110061086018180084374）转入 200

万元，摘要为公司注资。根据《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回单编号：603388275727）

显示，许慧颖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向塞尚有限帐号 110061086018180084374 转入

199.92万元，摘要为增资入股。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 3月 17日，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发新的《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塞尚注册资本为 571.4

万元。 

此次增资后，塞尚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495.00 货币 86.62 

2 许慧颖 28.56 货币 5.00 

3 孙晓周 28.56 货币 5.00 

4 韩稳重 14.28 货币 2.50 

5 蔺超勇 5.00 货币 0.88 

合计 571.40 -- 100.00 

9、2016年 8月 31 日，股权转让 

2016 年 7月 24日，塞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孙晓周将其持

有的公司 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8.56 万元，转让给许慧颖；韩稳重将其持

有的公司 2.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4.28 万元，转让给牛海鹏；同意修改后的

章程。 

2016 年 7月 24日，孙晓周与许慧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韩稳重与牛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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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就上述变更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次股权转让后，塞尚有限的股

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495．00 货币 86.62 

2 许慧颖 57.12 货币 10.00 

3 牛海鹏 14.28 货币 2.50 

4 蔺超勇 5.00 货币 0.88 

合计 571.40 --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限公司就上述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有限公司历次增资均已实缴，相关协议及文件内容和形式符合

法律规定，上述变更行为合法有效。 

 

（二）塞尚国旅的设立及股份变化 

1、塞尚国旅的设立 

塞尚国旅的设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塞尚国旅的设立”。 

2、塞尚国旅的股份变化 

塞尚国旅成立后，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三）股份冻结、查封、质押、代持等情况 

根据股东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和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塞尚国旅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也不存在股份查封、冻结、质押、

代持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有限和塞尚国旅设立至今的股权变动均符合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塞尚国

旅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查封、冻结、质押、代持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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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塞尚国旅的对外投资及分公司 

（一） 子公司 

经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塞尚国

旅存在一家全资控股子公司——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摩洛哥摩中友好

旅行社）（以下简称“摩中友好”）。 

1、 摩中友好基本情况 

摩中友好目前持有摩洛哥司法部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于 2016年 8月 23日颁

发的《商业注册登记册》，根据该登记册，摩中友好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 

登记册编号 230259 

公司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Bureau 308 IMME ESPACE PAQUET ANG PIERRE PARENT 

法定代表人 蔺超勇；蔺超欣（共同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30 万迪拉姆 

注册日期 2011 年 1月 17日 

截止日期 2110 年 1月 17日 

经营范围 经营旅行社 

2、摩中友好的设立 

2011 年 1月 4日，蔺超勇签署了《摩中友好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蔺超

勇出资 30万迪拉姆设立摩中友好；摩中友好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蔺超勇。 

2011 年 1月 17日，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设立登

记。 

2011 年 1月 17日，摩中友好收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核发的《商业

注册登记册》，根据该登记册，摩中友好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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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 

登记册编号 230259 

公司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Bureau 308 IMME ESPACE PAQUET ANG PIERRE PARENT 

法定代表人 蔺超勇 

注册资本 30 万迪拉姆 

注册日期 2011 年 1月 17日 

截止日期 2110 年 1月 17日 

经营范围 经营旅行社 

摩中友好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勇 30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3、摩中友好历次股权变更 

（1）第一次股权变更 

2013 年 3月 12日，摩中友好作出股东决定，股东蔺超勇将其持有的摩中友

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00 迪拉姆，转让给蔺超欣；同意修改后

的公司章程。 

2013 年 3月 12日，蔺超勇与蔺超欣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摩中友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勇 150,000.00 货币 50.00 

2 蔺超欣 150,000.00 货币 5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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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股权变更 

2016年 4月 19日，摩中友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股东蔺超勇将其

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00 迪拉姆，转让给塞尚有

限；股东蔺超欣将其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00 迪

拉姆，转让给塞尚有限；蔺超勇、蔺超欣为摩中友好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同意修

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6年 4月 19日，蔺超勇、蔺超欣与塞尚有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摩中友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塞尚有限 30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3）第三次股权变更 

2016年 7月 14日，摩中友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股东塞尚有限将

其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00 迪拉姆，转让给蔺超

勇；股东塞尚有限将其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00

迪拉姆，转让给蔺超欣；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6年 7月 14日，塞尚有限分别与蔺超欣、蔺超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了变更。 

本次变更后摩中友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勇 150,000.00 货币 50.00 

2 蔺超欣 150,000.00 货币 5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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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次股权变更 

2016年 7月 21日，摩中友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股东蔺超勇将其

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00 迪拉姆，转让给自然人 OUACEL 

BEL HAJ（摩洛哥国籍）；股东蔺超欣将其持有的摩中友好 50%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 150,000.00 迪拉姆，转让给 OUACEL BEL HAJ；OUACEL BEL HAJ 为摩中友好

的法定代表人；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6 年 7 月 21 日，蔺超欣、蔺超勇分别与 OUACEL BEL HAJ 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 

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了变更。 

本次变更后摩中友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OUACEL BEL HAJ 30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5）第五次股权变更 

2016 年 8 月 5 日，塞尚有限获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北

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收购摩洛哥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 全部股权

项目备案的通知》（京发改[2016]1331号），对“收购摩洛哥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全部股权”项目（项目编号：京发改境外备 2016156号）准予备案。 

2016 年 8 月 5 日，塞尚有限获得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1100201600993号）。 

2016年 8月 16日，摩中友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股东 OUACEL BEL 

HAJ 将其持有的摩中友好 1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0,000.00 迪拉姆，转让

给塞尚有限；蔺超勇、蔺超欣为摩中友好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同意修改后的公司

章程。 

2016 年 8 月 16 日， OUACEL BEL HAJ 与塞尚有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塞

尚国旅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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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款申请书》（编号：NO.WZ20141618274B），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塞尚国

旅出具《业务登记凭证》及《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回单编号：702595296023），

塞尚国旅于2017年1月 25日支付给OUACEL BELHAJ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6403.56

元。 

摩中友好依法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商业法庭进行了变更。 

本次变更后摩中友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塞尚有限 30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0 -- 100.00 

根据摩洛哥 Ndour Lahsen 律师（律师资格证号：N.2159/1）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摩中友好设立程序完善，手续齐全，符合摩洛哥法

律；在摩洛哥存续合法有效；公司股权及公章程的变更均备案注册且符合摩洛哥

现行法律；公司按照摩洛哥税务行政部门要求及相关规定每年正规合法申报税务

工作；蔺超欣和蔺超勇在摩洛哥无犯罪纪录，公司无潜在法律纠纷。” 

根据摩中友好设立时有效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2014 年 5

月 8日废止）的规定，蔺超勇在设立摩中友好时应向省级发展和改革部门申请核

准，但并未申请，摩中友好设立程序存在瑕疵。但塞尚有限在收购摩中友好的过

程中，取得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收购摩洛哥 AMITIE MAROC-CHINE VOYAGES全部股权项目备案的通知》（京发改

[2016]1331号）和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

第 N1100201600993 号），履行了备案程序，已对摩中友好设立时存在的瑕疵进行

了有效纠正；并且塞尚国旅实际控制人蔺超欣和蔺超勇出具承诺：“对因摩中友

好的设立及历次股权转让而使塞尚国旅受到主管机关处罚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

任，赔偿塞尚国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摩中友好在摩洛哥设立及存续符合摩洛哥法律法规的

规定，股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不存在潜在法律纠纷。摩中友好设

立时存在程序瑕疵，但已得到有效纠正，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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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公司 

经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塞尚国

旅存在一家分公司：北京塞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北苑路营业部（以下简称

“北苑路营业部”）。 

北苑路营业部成立于 2016年 10月 12日，目前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朝阳分局于 2017年 2月 2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MA008R0T1F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北苑路营业部经营场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11 号楼二层 213，负责人为蔺超欣，经营范围为“国内旅游、入境旅游

和出境旅游招徕、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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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塞尚国旅的业务 

（一） 塞尚国旅的经营范围和方式 

根据塞尚国旅《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塞尚国旅的经营范围为：“入境

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代售飞机票；销售日用品、工艺美术

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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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国旅报告期

内专注于出境旅游业务。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二）塞尚国旅的主要资质及许可情况 

1、公司目前持有国家旅游局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记载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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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可文号：旅办发（2012）428号  

（2）证书编号：L-BJ-CJ00260 

（3）许可经营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 

2、公司控股子公司摩中友好目前持有摩洛哥旅游部通过第 46D/12号决议授

予的旅行社经营资质。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

旅已经取得开展业务所需相应资质和许可，其业务与经核准的经营范围相一致，

在核定经营范围内经营业务，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三）中国大陆外的经营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全资子公司摩中友好

在摩洛哥开展经营，经营范围为经营旅行社。 

根据摩洛哥 Ndour Lahsen 律师（律师资格证号：N.2159/1）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1、摩中友好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建立所有的程序

完善，手续齐全，符合摩洛哥法律；2、摩中友好从建立以来到本意见书期间，

一直遵守摩洛哥现行法律和法规，没有接到过任何来自摩洛哥有权机关的，任何

解散清盘的裁决或命令。摩中友好在摩洛哥合存续合法有效。3、摩中友好所有

股权及公司章程的变更均备案注册且符合现行法律，尤其符合商业法律 5-96。4、

摩中友好所有股东会决议及管理人做的所有决定均符合公司章程并符合商业法

律 5-96 条款。5、从公司建立以来到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摩中友好没有任何境外

投资。6、摩中友好按照摩洛哥税务行政部门要求及相关规定每年正规合法申报

税务工作。7、摩中友好旅行社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无潜在法律纠纷。” 

摩中友好详细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塞尚国旅的对外投资及分公司（一）

子公司”。 

 

（四）塞尚国旅外汇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北京外汇管理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报告期内塞尚国旅在外汇使用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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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塞尚国旅的主营业务及其变更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塞尚国旅

主营业务为出境旅游业务。塞尚国旅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 1-4月主

营业务收入额占其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98.80%、99.41%、99.55%；塞尚国旅的主

营业务突出。 

根据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的营业执照、成立以来历次股东

（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涉及和反映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变更情况，以及向塞尚

国旅有关人员了解自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的业务发展情况，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

自成立以来经营范围未进行实质性的变更，未发生主营业务变更事项。 

 

（六）塞尚国旅的持续经营 

根据塞尚国旅公司章程，塞尚国旅为长期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

核查，不存在影响塞尚国旅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塞尚国旅不存在超经营范围和资质经营的情

况，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主营业务在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实质性变

更。 

 

十、塞尚国旅的财务和内部控制状况 

（一） 塞尚国旅近两年财务报表 

1、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塞尚国旅合并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7 年 4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8,915,296.89 25,747,499.19 11,205,236.79 

净资产 12,290,656.59 10,953,101.43 5,449,770.39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塞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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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31 

 

 2017 年 1-4月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23,427,856.42 70,574,757.87 22,899,840.48 

净利润 1,330,596.96 844,703.56 25,124.22 

2、注册会计师对塞尚国旅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 

根据《审计报告》确认，塞尚国旅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塞尚国旅 2015年 12 月 31日、2016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4月 30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 年 1-4

月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 塞尚国旅内部控制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出具的相关文件，塞尚国旅为了维护公司的日常运营，建立健

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比较科学地划分了每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建立了相应的

内控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人事管理制度》、《考勤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

公司对有关重大投资、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决策程序的规定符合股东

大会、董事会的职责分工。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十一、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塞尚国旅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1、塞尚国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参股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

他企业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蔺超欣，实际控制人为蔺超欣和蔺超勇，蔺超欣和蔺超勇

合计控制塞尚国旅 87.50%的股份。（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三）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除塞尚国旅、摩中友好外，蔺超欣和蔺超勇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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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V CAR SOCIETE A RESPONSABLITITE LIMITEE(以下简称“VV 汽车租

赁”)  

VV 汽车租赁系注册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

蔺超勇，实际控制人为蔺超欣和蔺超勇，该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VV CAR SOCIETE A RESPONSABLITE LIMITE 

营业执照号码 307245 

公司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ANGLE PIERRE PARENT ET MED SMIHA PLACE NICOLES PAQUET BUREAU 

308 CASABLANCA 

法定代表人 蔺超勇 

注册资本 50 万迪拉姆 

注册日期 2014年 7月 3日 

截止日期 2113年 7月 3日 

主营业务 汽车租赁 

VV 汽车租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迪拉姆）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250000.00 货币 50.00 

2 蔺超勇 250000.00 货币 50.00 

合计 500000.00 -- 100.00 

（2）FIRST MAROC SOCIETE A RESPONSABLITITE LIMITEE（以下简称“法摩领

先”） 

法摩领先系注册在法国巴黎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蔺超勇，联合

法定代表人为蔺超欣，实际控制人为蔺超欣与蔺超勇，该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FIRST MAROC SOCIETE A RESPONSABLITITE LIMITEE 

注册号 408 491 249 R.C.S PARIS 

公司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23 RUE D’ANTIN 75002 PARIS RCS408491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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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蔺超欣、蔺超勇 

注册资本 76468.43欧元 

注册日期 1996年 10月 8日 

截止日期 2095年 10月 8日 

主营业务 旅游产品的售卖、车辆租赁 

法摩领先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欧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蔺超欣 38234.22 货币 50.00 

2 蔺超勇 38234.22 货币 50.00 

合计 76468.44 -- 100.00 

（3）LE NOUVEAU DRAGON(以下简称“新龙门餐厅”) 

新龙门餐厅系注册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个体工商户，实际控制人为蔺超

勇，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LE NOUVEAU DRAGON 

地址 CASABLANCA 8 ET 10 RUE CHAOUIA 

法定代表人 蔺超勇 

营业税缴纳号 15259399 

开业时间 2015年 5月 13日 

经营范围 餐饮业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存在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 

3、持有塞尚国旅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1）持有塞尚国旅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持有塞尚国旅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为许慧颖，其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之“六、塞尚国旅的发起人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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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塞尚国旅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控制的企业 

根据许慧颖提供的说明和本所律师的核查，许慧颖名下不存在其控制的企

业。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

他企业如下：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关联企业名称 投资或任职情况 

赵学明 监事会主席 
深圳市南山区晨曦健康居

家养老服务社 
法定代表人 

李熙敬 
监事会主席赵

学明的配偶 
北京佳和广告公司 法定代表人 

6、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

序号 关联方姓名或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1  蔺超欣 董事长、总经理 86.62% 

2  蔺超勇 董事、副总经理 0.88% 

3  赵茁壮 董事 -- 

4  牛海鹏 董事 2.50% 

5  许慧颖 董事 10.00% 

6  赵学明 监事会主席 -- 

7  王松 监事 -- 

8  燕征南 监事 -- 

9  范学峰 董事会秘书 -- 

10  刘芳 财务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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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 

7、其他关联方 

（1） 北京欧华经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华文化”） 

欧华文化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关联方。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

及原欧华文化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欧华文化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蔺超勇担任法

定代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蔺超欣与蔺超勇共同控制的企业；2016 年 10 月 26

日，欧华文化的法定代表人由蔺超勇变更为蔡煜，股东由蔺超欣和蔺超勇变更为

蔡煜。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蔺超欣及蔺超勇不在该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不持有股权。其基本工商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99973910W 

公司名称 北京欧华经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里 317号一单元 2617 

法定代表人 蔡煜 

注册资本 3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03月 15日 

营业期限 2007年 03月 15日至 2027年 03 月 14日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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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SSAFA CENTRE DES ECHNAGES ECONOMIQUES ET CULTURE(以下简称“阿

撒发”) 

阿撒发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方。根据公司提供的摩洛哥司法部卡萨布兰卡

贸易法庭签发的阿撒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阿撒发注册于摩

洛哥卡萨布兰卡，公司实际控制人蔺超欣曾持有该公司 10%的股权。201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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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蔺超欣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蔺开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蔺超欣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其基本信息如下： 

注册编号 6694 

公司名称 
ASSAFA CENTRE DES ECHNAGES ECONOMIQUES ET CULTURE（简写：

A.C.E.C.M.C） 

公司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17place Louis Pasteur AL FIDA（城市：卡萨布兰卡） 

共同法定代表人 GUO HUIJUAN、LIN KAIZHAN、GAO WEINA 

注册资本 100000DH 

营业期限 2008年 4月 8日至 2107年 4月 8日 

主要从事业务 进出口 

（3）UNIONADELE TOUR GROUP CO.,LIMITED（以下简称“UNIONADELE”） 

UNIONADELE 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方。根据公司提供的 UNIONADELE 的工商

档案、注销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UNIONADELE 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蔺超欣控

制的企业。2016年 1月 8日，蔺超欣将其所持的 UNIONADELE股权全部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的段春林，同时 UNIONADELE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由蔺超欣变为段春林。

2016年 2月 19日，UNIONADELE 申请注销登记。 

根据塞尚国旅出具的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关联方外，塞尚国旅不存

在其他未如实披露的关联方。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对关联方的认定和披露准

确、全面，符合《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中关于关

联方和关联关系的界定。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和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塞尚国旅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1、关联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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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蔺超勇 关联租赁 11,113.74 32,919.78 31,497.51 

注 ：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和 股 东 蔺 超 勇 将 其 名 下 位 于 摩 洛 哥 卡 萨 布 兰 卡

AnglePierreParent&MohamedSmiha-PlaceNicolasPaquet-EspacePaquetBureau308 的房屋租赁给摩中友好

办公使用，房屋面积 62.00 平方米，月租金 4,000.00 迪拉姆，租赁期限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每三年自动续约。报告期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较小，且交易采用市场价格，

公司并未对其存在依赖。 

2、关联采购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UNIONANELETOURGROUPCO.,LIMITED 关联采购   3,166,215.91 

LE NOUVEAU DRAGON 关联采购 293,884.57 160,086.12  

关联方采购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1.66 0.27 16.98 

注：2015 年处于公司采购渠道建立和开拓初期，因此暂时通过 UNIONANELETOURGROUPCO.,LIMITED 采

购酒店预订等服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采购渠道也

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2015 年关联方采购在公司采购总额中的比例为 16.98%。蔺超欣女士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转 让 了 其 所 持 有 的 UNIONANELETOURGROUPCO.,LIMITED 的 全 部 股 权 ， 并 且

UNIONANELETOURGROUPCO.,LIMITED 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注销。 

3、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资金拆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资金拆借所形成的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6/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4/30 用途 

蔺超欣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董

备用金 

    

差旅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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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总经理 

蔺超勇 

实际控制人、

股东、董事、

副总经理 

备用金 

 

10,000.00 

 

10,000.00 差旅借款 

范学峰 董事会秘书 备用金 

 

91,604.00 83,554.00 8,050.00 

团费临时

费用及支

付签证费 

王松 职工代表监事 备用金 106,627.35 160,873.00 8,736.00 258,764.35 

欧洲酒店

预定 

刘芳 财务总监 备用金 

 

11,100.00 7,200.00 3,900.00 

办公用品

及业务招

待费 

合计 106,627.35 273,577.00 99,490.00 280,714.35 

 

单位：元 

关联方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5/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12/31 用途 

蔺超欣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董

事长、总经理 

备用金  50,000.00 50,000.00  差旅借款 

蔺超勇 

实际控制人、

股东、董事、

副总经理 

备用金  27,150.00 27,150.00  差旅借款 

范学峰 董事会秘书 备用金 2,300.00 219,620.00 221,920.00  

团费临时费

用及支付签

证费 

王松 职工代表监事 备用金 86,645.47 320,423.89 300,442.01 106,627.35 

欧洲酒店预

定 

刘芳 财务总监 备用金  28,438.00 28,438.00  

办公用品及

业务招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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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8,945.47 645,631.89 627,950.01 106,627.35  

单位：元 

关联方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4/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12/31 用途 

范学峰 董事会秘书 备用金  261,780.00 259,480.00 2,300.00 

团费临时

费用及支

付签证费 

王松 

职工代表 

监事 

备用金  567,206.55 480,561.08 86,645.47 

欧洲酒店

预定 

合计  828,986.55 740,041.08 88,945.47  

注：报告期内，上述人员均为公司员工，款项性质皆为备用金，均系办理公司正常业务。由于公司特

殊的行业性质，为了保证旅游业务的顺利展开，公司给予员工较为充分的备用金。同时，公司在《销售内

控制度》对员工借支备用金进行了规定。公司员工上述借支备用金的行为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均遵守

了《销售内控制度》中对备用金规定的相关审批程序，且事后冲销较为及时，未出现公司员工长期持有备

用金的情况，不构成资金占用。 

（2）资金拆入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6/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4/30 

蔺超欣 公司实际控制人 借款 1,688,780.94 834,033.73 1,113,573.00 1,409,241.67 

合计 1,688,780.94 834,033.73 1,113,573.00 1,409,241.67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5/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12/31 

蔺超欣 公司实际控制人 借款 3,453,847.78 745,996.22 2,511,063.06 1,688,780.94 

合计 3,453,847.78 745,996.22 2,511,063.06 1,688,780.94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4/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12/31 

蔺超欣 公司实际控制人 借款 683,205.44 3,835,642.34 1,065,000.00 3,453,8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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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2014/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12/31 

合计 683,205.44 3,835,642.34 1,065,000.00 3,453,847.78 

注：截至 2017年 4月 30 日，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系以前年度关联方向公司无偿拆借资金所致，

该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影响。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实际控制

人蔺超欣和蔺超勇的承诺，未来将避免关联方与公司发生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金往来的行为。 

（3）关联方往来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会计科目 2017/4/30 2016/12/31 2015/12/31 

 

应收科目 

范学峰 其他应收款 8,050.00 

 

2,300.00 

王松 其他应收款 258,764.35 106,627.35 86,645.47 

蔺超勇 其他应收款 10,000.00 

  

刘芳 其他应收款 3,900.00 

  

占其他应收款余额总数比例 18.37% 8.12% 10.35% 

 

应付科目 

蔺超欣 其他应付款 1,409,241.67 1,688,780.94 3,453,847.78 

OUACELBELHAL 其他应付款 

 

358,592.40 

 

占其他应付款余额总数比例 98.09% 98.67% 96.01% 

注：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余额形成原因主要为向关联方借款和正常的代垫费用报销，公司并未与关联

方签订借款协议也未约定利息。由于旅游业务特殊性，员工借支备用金金额相对较大。 

公司发生暂时流动资金短缺时，实际控制人蔺超欣拆借给公司资金，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短缺，该行

为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对其他股东的保护 

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已依法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身份侵犯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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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塞尚国旅出具了《关于对外担保、重大投资、委

托理财、关联方交易等事项的声明》，主要内容为：“公司目前存在部分关联交易

情形，该等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进行。相关定价均为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塞尚国旅成立之后，公司为规范经营管理，

在《公司章程》中详细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并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事项将按照制度严格执行”。公司主

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减少及规避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已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避免关联交易，并防范因

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管理制度中涉及关联交易

的条款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公司及关联方作出了相关承诺，有利

于确保关联交易不损害塞尚国旅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同业竞争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书面说明和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前述关联方中的法摩领

先与塞尚国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法摩领先成立于 1996 年 10月 8日，注册地址为法国巴黎，业务范围为“旅

游产品的售卖和车辆租赁”。2016 年 3 月 15 日，蔺超欣和蔺超勇收购了法摩领

先 100%的股权。根据蔺超欣、蔺超勇出具的《法国法摩领先旅行社截至 2017年

4月 30 日业务开展明细》，法摩领先自 2016年 3 月 15日至 2017年 4月 30 日期

间共开展了三笔业务，金额分别为 9258 欧元、34534 欧元、23089.73 欧元，共

计 66881.73 欧元。 

为消除同业竞争给塞尚国旅带来的影响，塞尚国旅及其全体股东、法摩领先

及全体股东于 2017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声明及承诺函》，主要内容为：“1、在

法摩领先仍为塞尚国旅关联方的情况下，自本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法摩领先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塞尚国旅

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塞尚国旅自本声明及承诺出具之

日起 1 年内对法摩领先进行收购；3、如因违反本声明及承诺函而给塞尚国旅造

成损失的，法摩领先及全体股东同意予以赔偿。”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与关联方法摩领先存在同业竞争，塞尚国旅及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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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法摩领先及全体股东已就消除该同业竞争出具承诺，上述承诺合法有效，

如得到切实履行，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保护塞尚国旅及其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除法摩领先之外，塞尚国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塞尚国

旅不存在同业竞争。 

 

十二、塞尚国旅的重大资产变化、收购兼并及对外担保 

（一） 重大资产变化 

经塞尚国旅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近两年内的增资事项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之“七、（一）有限公司的历史沿革”和“七、（二）塞尚国旅的设立及

股份变化”。除此之外，公司设立至今未发生过其他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

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 重大收购兼并行为 

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于 2016年 8月 16日收购了摩中

友好 100%股权，使其成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收购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八、

塞尚国旅的对外投资及分公司（一）子公司”。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塞尚国旅

不存在其他重大收购兼并行为；塞尚国旅目前不存在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

重大资产出售的计划。 

 

（三） 重大对外担保 

经塞尚国旅确认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没有对外担保的情况。 

 

十三、塞尚国旅的主要财产 

塞尚国旅是由塞尚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原塞尚有限的资产全部由塞尚国旅承

继。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塞尚国旅的主要财产情况如下： 

（一）自有房屋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目前有 1处自有房屋，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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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所有 

权人 

房屋所有权 

证编号 

共有 

情况 
房屋坐落 房屋性质 建筑面积 

1 塞尚有限 
京房权证朝字第

1453164 号 

单独 

所有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里 317

号楼 18层 3 单元 2015 
商品房 223.99 m

2
 

 

（二）租赁房屋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有 5处租

赁房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位置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用途 

1.  塞尚有限 路玉敏 
北京市昌平区西关路

20号3号楼7层3--923 
54.24 m

2
 

2014.12.3 至

2019.12.2  
办公 

2.  塞尚有限 
北京橡树岭房地产

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11 号楼 
356 m

2
 

2016.4.1 至

2024.12.31  
办公 

3.  摩中友好 蔺超勇 

Angle Rue Mohamed 

Smiha Rue Pierre 

Parent, Immeuble 

ESPACE PAQUET BUREAU 

308 

62 m
2
 

2011.1.5 至

2014.1.5 

(自动延期) 

办公 

4.  摩中友好 MEMLOUKI MOHAMMED 
51，Rue Pierre Parent 

Casablanca 
85 m

2
  

2016.8.15 至 

2017.8.15 

员工 

宿舍 

5.  摩中友好 MAGHREBAIL 公司 

卡萨布兰卡

-Nicolas,Nicolas 

Paquet 广场，Mohamed 

Smiha 街和 Pière 

Parent 街道交叉口，第

3 层，分割号 96 

69 m
2
 

2017.3.13 至

2027.3.12 
办公 

 

（三）域名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塞

尚国旅拥有的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所有者 注册日期 到期日 

1 amcvoyages.com 塞尚国旅 2016-10-17 2017-10-17 

2 saishangtour.com 塞尚国旅 2017-01-16 2018-01-16 

 

（四）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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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的主营业务经营设

备包括电脑、打印机、空调、办公桌椅等。塞尚国旅拥有的上述主营业务经营设

备均系通过购买取得，并已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购买价款。 

 

（五）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1、主要财产抵押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调查，塞尚国旅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使

用权不存在担保、抵押或其它限制之情况。 

2、主要财产租赁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调查，塞尚国旅除上述租赁房屋外其他主

要财产不存在租赁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拥有或使用的上述主要财产的产权真实、合法、有

效，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对他方的重大依赖。塞尚国旅对其拥有

的财产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塞尚国旅主要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存在担

保、抵押或其他限制的情况。目前尚有财产权属登记在塞尚有限名下，由于塞尚

国旅系由塞尚有限整体变更，塞尚国旅目前正在办理权属变更，以上权属变更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四、塞尚国旅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塞尚国旅重大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 

1、销售合同 

由于塞尚国旅的业务特征，公司与长期合作客户会签订框架性协议或进入其

供应商名录（如为规模较大的客户），公司会依照承接每个旅行团为单位，向客

户发送结款单，确认每个旅行团交易的金额。 

塞尚国旅报告期内根据单次交易发生额排序，前十大销售合同及履行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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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 合同内容 签署日期 合同金额 履行情况 

1 

中山市浩远贸易有限

公司 

安排家电及家庭用品

展会事宜 

2016/11/5 3,974,325.62 履行完毕 

2 

福建省新瑞会展有限

公司 

旅行接待等服务 2016/12/16 2,505,029.79 履行完毕 

3 

北京东方益达国际展

览有限责任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3/10/27 2,055,765.60 履行完毕 

4 法中科技交流委员会 商务考察团接待 2014/1/1 1,998,237.00 履行完毕 

5 

北京东方益达国际展

览有限责任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3/10/27 1,516,462.00 履行完毕 

6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有限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5/12/29 1,260,600.00 履行完毕 

7 

广州市佰胜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6/10/22 827,360.33 履行完毕 

8 

上海追越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6/11/08 614,684.00 履行完毕 

9 

北京东方益达国际展

览有限责任公司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6/10/10 556,072.00 履行完毕 

10 法中科技交流委员会 旅行接待事项等服务 2014/01/01 523,618.00 履行完毕 

2、采购合同 

由于塞尚国旅的业务特征，公司与供应商所签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框架协议

不约定合同金额，在框架协议下，供应商单次跟公司进行核算。 

塞尚国旅报告期内根据单次交易发生额排序，前十大采购合同及履行情况如

下：  

序号 供应商 合同内容 有效期 合同金额 履行情况 

1 

The Assiociation of The 

Industries of Household 

Appliances of Iran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1,412,801.08 履行完毕 

2 
The Assiociation of The 

Industries of Household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1,344,000.00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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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 合同内容 有效期 合同金额 履行情况 

Appliances of Iran 2017/2/1 

3 
Tehran Producer & Technical 

Service Trade Union Company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836,321.00 履行完毕 

4 
Tehran Producer & Technical 

Service Trade Union Company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802,788.00 履行完毕 

5 Farhikhtegan Tejarat Gharn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732,571.00 履行完毕 

6 Hotel Hkarjy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712,286.87 履行完毕 

7 Mah Gasht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700,940.00 履行完毕 

8 
Masih Parvaz Tour & Travel 

Agency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622,313.50 履行完毕 

9 Hotel Hkarjy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572,087.00 履行完毕 

10 Farhikhtegan Tejarat Gharn 酒店餐饮等服务 

2014/1/1

- 

2017/2/1 

553,846.15 履行完毕 

3、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塞尚国旅存在尚未偿还实际控制人蔺超欣的借款

1,409,241.67 元，该借款为无息借款，公司与蔺超欣未签订借款合同，但签订

了《借款确认函》予以确认。详情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二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塞尚国旅不存在正在履行中的担保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主体明确，具备合同的必备条款，

各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约定合法有效，具备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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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塞尚国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

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塞尚国旅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十一、（二）关联交

易”。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4月 30 日，塞尚国旅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528,146.80元。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

期余余额 

奥映星光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 
租金 440,000.00 1 年以内 28.79 88,000.00 

王松 备用金 258,764.35 1 年以内 16.93 12,938.22 

徐英虹 备用金 179,162.02 1 年以内 11.72 8,958.10 

Caisse of Deposit 

and Gestion 
押金 138,921.69 5 年以上 9.09 138,921.69 

李金帅 备用金 98,609.44 1 年以内 6.45 4,930.47 

合计  1,115,457.50  72.98 253,748.48 

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塞尚国旅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436,741.67元。其他应付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 

司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付

款总额的比

例（%） 

款项 

性质 

蔺超欣 关联方 1,409,241.67 1 年以内；1-2 年 98.09 借款 

奥映星光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7,500.00 1-2 年 1.91 押金 

合计  1,436,741.67  100.00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对塞尚国旅重大合同的核查，

塞尚国旅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未发现存在纠纷或违反

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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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公司章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由公司全体发起人制定，经塞尚国旅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于 2016年 12月 6日审议通过，其制订程序合法，具

备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 

本所律师对塞尚国旅现行《公司章程》审查后认为，《公司章程》内容符合

《公司法》及其它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该章程规定了股东的

各项权利，包括表决权、资料查阅权、监督权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各项权利；亦

未对股东行使权利进行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限制，充分保护了股东的权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公司章程》制定程序合法，内容符合《公

司法》和《监管指引第 3号》的规定。 

 

十六、塞尚国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一）塞尚国旅的组织机构 

塞尚国旅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业务部门等组

织机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

事会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负责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确定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的实施；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领导经营管理团队负责公司

的日常经营管理；各机构之间分工合理，保证了公司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 

塞尚国旅的组织机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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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调查，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已

经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 

 

（二）塞尚国旅“三会”议事规则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 

1、塞尚国旅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专门

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指导股东大会的规范运作。 

2、塞尚国旅专门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董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

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3、塞尚国旅专门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监事会规范运作、依法行

使职权的指引。 

4、塞尚国旅专门制定了《总经理工作细则》，作为总经理规范工作，依法行

使职权的指引。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三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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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的调查，自塞尚国旅成立以来，重大事

项均经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议事程

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塞尚国旅能够严格

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规范运行。 

 

十七、塞尚国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 塞尚国旅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塞尚国旅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程序 

（1）2016 年 10 月 21 日，塞尚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松为股份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与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2）2016年 12月 6日，塞尚国旅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选

举蔺超欣、蔺超勇、 赵茁壮、 牛海鹏、 许慧颖为塞尚国旅董事，上述董事共

同组成塞尚国旅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塞尚国旅创立大会通过之日起开始

计算；选举赵学明、燕征南为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王松共同组成塞尚

国旅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塞尚国旅创立大会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 

（3）2016年 12月 6日，塞尚国旅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选举

蔺超欣为塞尚国旅董事长，董事长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相同；聘任蔺

超欣为塞尚国旅总经理，聘任蔺超勇为塞尚国旅副总经理，聘任刘芳为塞尚国旅

财务负责人，聘任范学峰为塞尚国旅董事会秘书。 

（4）2016年 12月 6日，塞尚国旅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选举

赵学明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2、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1）公司现任董事 5名，基本情况如下： 

蔺超欣女士：1972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1994年 6月至 1998年 9月，就职于法国达能集团/广东乐百氏集团北京分公司；

1998年 10月至 2000年 10月，就读于法国东方语言学校，获得国际贸易学士学

位；2000年 10月到 2002 年 10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获得社会经济

学/企业管理学士学位；2002年 10月到 2004年 6月，就职于北京阿黛尔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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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任总经理；2004 年 10月至 2010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青年旅行社有限

公司，任部门经理；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就职于塞尚有限，任执行

董事兼经理；2016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董事长兼总经理。 

蔺超勇先生：1977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2000 年 9 月至 2004 年 10 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获得国际管理硕士

学位；2005 年 2 月至 2008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和田摩尔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任部门主管；2008年 12月至 2012年 11月，就职于北京青年旅行社出境六部，

任部门经理；2012年 12 月至 2016年 12月，就职于塞尚有限，任副总经理； 2016

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董事、副总经理。 

牛海鹏先生：1970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1987 年 9 月至 1991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1991 年 7 月至

1993年 9月，任石家庄物价局职员；1993年 9月至 1996年 7月，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至 2005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金融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6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任教师；2016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董事。 

许慧颖女士：1978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1998 年 9 月至 2001 年 7 月，就读于辽宁北方广告学院，涉外文秘专业；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就职于北京益中保险公估公司，任行政助理；2002 年 7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北京娱乐信报记者；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第一

财经日报记者；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就读于清华 UMT 在职 MBA，项目管

理专业；2012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自由职业；2016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

旅董事。 

赵茁壮女士：1973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2005年 9月至 2009年 6月，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获得学士

学位；1997年 3月至 2002年 2月，任天津顶益国际食品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主

管；2002 年 3 月至今，任北京喜之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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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现任监事 3名，基本情况如下： 

赵学明女士：197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1 月，就职于中国广电网络中心中国有线总裁办公室；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5 月，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2003

年 11月至 2006年 11 月，就职于中国网通 116.com媒体合作部，任总经理；2006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0 月，就职于上海环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任总

经理；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就职于美中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201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前海安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执行总裁；2016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南山区晨曦健康居家养老服务社，任法定代表人；2016

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监事会主席。 

燕征南先生：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1999年 9月至 2003年 7月，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获

得学士学位；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8 月，就读于法国利摩日大学，法语 DELF

专业；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就读于法国利摩日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

获得学士学位；2005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读于法国诺曼底卡昂大学，计

算机辅助决策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08年 3月至 2009年 12月，任 Business & 

Decision(法国)产品顾问；2010年 4月至 2014 年 1月，就职于北京富通东方科

技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14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音智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任销售总监；2016 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监事。 

王松先生：1977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1995年 9月至 1999年 7月，就读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获得法语学士学位；1999

年 10月至 2000年 7月，就读于法国尼姆达尔荣学院（高等商业学院预科）；2000

年 10月至 2001年 7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法语文学专业；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获得国际贸易学士学位；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就读于巴黎第二大学，学习法国与欧洲商法；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7月，就读于法国国力东方语言与文化大学 INALCO，获得国际贸易

硕士学位；2006年 1月至 2013年 4月，就职于北京北汽国际旅行社入境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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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就职于塞尚有限，任欧洲部经理；2016 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职工代表监事。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名，基本情况如下： 

蔺超欣女士，任公司总经理，其简历同上。 

蔺超勇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其简历同上。 

刘芳女士：1973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2年 9月至 1994年 7月，就读于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1994年 7月至 2000

年 1 月，就职于北京达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任成本会计；2000 年 1 月至 2006

年 11月，就职于国林竹藤科技有限公司，任会计；2006年 11月至 2016年 1月，

就职于北京翰江达科技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

就职于塞尚有限，任财务部主管；2016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财务总监。 

范学峰女士：198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就读于石家庄铁道学院；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 6

月，就读于燕山大学；2007 年 3 月至 2011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青年旅行社华

汇营业部，任销售主管；2011年 10月至 2016 年 11月，就职于塞尚有限，任部

门经理；2016年 12月至今，任塞尚国旅董事会秘书。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经合法程序产生，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外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兼职企业名称 职务 

蔺超欣 董事长、总经理 

法摩领先 联合法定代表人 

摩中友好 共同法定代表人 

蔺超勇 董事、副总经理 

VV汽车租赁 法定代表人 

法摩领先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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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门餐厅 法定代表人 

摩中友好 法定代表人 

牛海鹏 董事 中国人民大学 教师 

赵茁壮 董事 北京喜之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经理 

赵学明 监事会主席 

深圳市前海安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深圳市南山区晨曦健康居家养老服务社 法定代表人 

燕征南 监事 上海音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三） 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蔺超欣 董事长、总经理 

法摩领先 50% 

VV汽车租赁 50% 

蔺超勇 董事、副总经理 

法摩领先 50% 

VV汽车租赁 50% 

新龙门餐厅 100% 

 

（四） 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发生的变化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变化如下： 

1、2011年 11月 24日，立联有限股东会选举蔺超欣担任执行董事；选举蔺

超勇担任监事。同日，立联有限执行董事同意聘任蔺超欣担任经理职务。 

2、2016年 10月 21日，塞尚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松为股份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与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3、2016 年 12 月 6 日，塞尚国旅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蔺

超欣、蔺超勇、牛海鹏、许慧颖、赵茁壮为塞尚国旅董事；选举赵学明、燕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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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东代表监事。 

4、2016 年 12 月 6 日，塞尚国旅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蔺超

欣为塞尚国旅董事长；聘任蔺超欣为塞尚国旅总经理，聘任蔺超勇为塞尚国旅副

总经理，聘任范学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刘芳为财务负责人。 

5、2016 年 12 月 6 日，塞尚国旅召开第一届监事会，选举赵学明为公司监

事会主席。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有限公司成立以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司

股权转让和公司整体变更进行过变更，该等人员变化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五） 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律师的调查，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万股） 持股占比（%） 

1 蔺超欣 董事长、总经理 495.00 86.62 

2 蔺超勇 董事、副总经理 5.00 0.88 

3 牛海鹏 董事 14.28 2.50 

4 许慧颖 董事 57.12 10.00 

5 赵茁壮 董事 -- -- 

6 赵学明 监事会主席 -- -- 

7 燕征南 监事 -- -- 

8 王松 职工代表监事 -- -- 

9 范学峰 董事会秘书 -- -- 

10 刘芳 财务负责人 -- -- 

合计 571.40 100.00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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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状况 

根据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

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公示系统适当核查，塞尚国旅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以下违反诚信的情形： 

1、最近三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

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中尚无定论的情况。 

3、最近三年内，对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

有责任的情况。 

4、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应清偿而未清偿的情形。 

5、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所兼

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 

 

十八、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塞尚国旅税务登记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塞尚国旅已经于 2016 年 3 月

17日办理了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4697690354N”。 

 

（二）塞尚国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1、根据《审计报告》的确认，塞尚国旅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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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

入为基础计算增值税额，为应交增值税 
3%、6% 3% -- 

营业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

算营业税额，为应交营业税 
 5%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25% 25% 

注：塞尚国旅 2017年 4 月由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率 3%）转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率 6%） 

2、根据《审计报告》的确认，塞尚国旅子公司摩中友好报告期内执行的主

要税种、税率分别为：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

入为基础计算增值税额，为应交增值税 
20% 20% 2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30% 30% 30% 

注：摩中友好如果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0 万元迪拉姆，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为 0.5%。 

 

（三）塞尚国旅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1、税收优惠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在报告期内未享受税收优

惠。 

2、财政补贴 

根据塞尚国旅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在报告期内未享受财政补

贴。 

 

（四）塞尚国旅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根据塞尚国旅出具的书面声明、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出具

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塞尚国旅自设立以来自觉缴纳各种税款，不存在偷税、漏税及欠

税的情形，未受到有关税务方面的重大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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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查询，报告期内塞尚国旅没有环保方面的行政处

罚。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及其分公司业务不涉及环境污染

行业，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塞尚国旅的主营业务为出境旅游业务。 

根据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年2月13日出具的《关于塞尚国旅经营情况

的证明》：“塞尚国旅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今，未因违反有关旅游行业管理法律、

法规而受到过我委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的相关产品符合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二十、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 

根据塞尚国旅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工资表及缴纳社保明细，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塞尚国旅共有员工 58 人，摩中友好共有员工 8 人，已全部

签订劳动合同。塞尚国旅已为 56 名员工缴纳社保，未缴纳社保员工中，1 名为

退休返聘员工，1名为新入职员工正在办理。摩中友好的 8名员工缴纳了摩洛哥

当地社保，因此未在国内缴纳五险一金。 

塞尚国旅已开设住房公积金账户，已为 56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未缴

纳住房公积金员工中，1名为退休返聘员工，1 名为新入职员工正在办理。  

就缴纳五险一金缴纳事宜，公司实际控制人蔺超欣和蔺超勇已出具书面声明

如下：“如发生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因塞尚国旅在报告期内未为全体员

工缴纳、未足额缴纳或未及时缴纳五险一金对其予以追缴、补缴、收取滞纳金或

处罚；或发生员工因报告期内塞尚国旅未为其缴纳、未足额缴纳或未及时缴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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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一金向要求补缴、追索相关费用、要求有权机关追究的行政责任或就此提起诉

讼、仲裁等情形，本人承担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用，且在

承担相关责任后不向塞尚国旅追偿，保证塞尚国旅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本人

将促使塞尚国旅全面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

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全体在册员工建立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社会

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 

综上，根据主管部门的证明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塞尚国旅在劳动用工方面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正式员工已按照北京市的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一、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塞尚国旅未曾受到行政

处罚。 

2、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除下列诉讼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具体情形如下： 

（1）塞尚国旅与奥映星光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016 年 9月 27日，公司将奥映星光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居间合同》、被告

向公司支付拖欠的房租 247500 元、被告向公司赔偿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的违约金

55000元、被告立即将朝阳区大屯里 317号楼 18 层 3单元 2015室腾退，并交还

给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该案目前正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 

（2）塞尚国旅与北京易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易捷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社旅游合同纠纷 

2017年 1月 20日，公司作为原告将被告北京易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社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

被告连带向公司支付拖欠的团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 254,910.62 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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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该案目前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诉讼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正常商事行为，且争议

标的金额较小，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本次申请公开转让产生实质

障碍。 

经塞尚国旅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塞尚国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案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案件或被执行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十二、主办券商 

塞尚国旅已聘请渤海证券担任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经本所律师核

查，上述主办券商已经股转公司备案可以从事推荐业务。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

旅所聘请的主办券商与塞尚国旅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其公正履行推荐职责

的关联关系。 

 

二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公司与蔺超欣的《借款确认函》、《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公司与蔺超欣存在数笔资金拆借，且均未签订借款合同。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蔺超欣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欠款已全部清偿，公司及其子公司摩中友好

对蔺超欣的欠款尚有 1,409,241.67 元未清偿，该借款为无息借款。 

 

二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塞尚国旅具备本次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公开转让

的主体资格，与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相关的法律事项、法律文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履行了现阶段

所必须的批准程序。塞尚国旅符合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

开转让的条件，不存在法律障碍。塞尚国旅本次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尚

待股转公司的审核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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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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