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49     证券简称：*ST 藏旅      公告编号：2019-026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年 3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6票，其中：同意票 6票，反

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赵金峰先生、鞠喜林先生、蒋承宏先生回避表

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3,150万元，其中收入类约为

1,900 万元，支出类约为 1,250 万元。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日常业务开展需要，

且是在与关联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定价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关于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相关议案。 

（二）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未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公司 2018 年度与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廊坊分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24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发生金额 

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企业提供营销管理服务 110 

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企业提供工程管理服务 120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

限公司廊坊分公司 
接受员工培训服务 10 

合计  240 

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实际

控制人王玉锁先生同时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廊坊分公司为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其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

生同时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针对上述交易事项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以往日

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经公司测算，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将在旅游服务、文化产品销售、管理咨询服务等方面

产生关联交易合计约约 3,150万元，其中收入类关联交易预计约为 1,900 万元，

支出类关联交易预计约为 1,250万元。公司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进行，其定价政策参考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

理的利润为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关联交易预测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2019 年

度预计

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提供

劳务 

新奥（中国）燃

气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会议

服务 
200 0 0 

  

新奥（中国）燃

气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旅游

服务 
300 0 0 

  

公司实际控制
旅游 300 0 0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2019 年

度预计

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服务 

新绎七修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营销

管理

服务 

200 0 110 

 

新绎七修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工程

管理

服务 

200 0 120 

 

新智认知数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旅游

服务 
500 0 0 

  

销售

产品 

新奥（中国）燃

气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文化

产品

销售 

200 0 0 

  

收入类合计 1,900 0 230   

接受

劳务 

新绎七修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住宿

餐饮 
200 0 0 

  

新奥（中国）燃

气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会议

培训 
50 0 10 

  

采购

产品 

新智认知数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景区

设备

采购 

1,000 0 0 注释 1 

支出类合计 1,250 0 10   

总  计 3,150 0 240   

注释 1：2019年度，公司预计将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采购船只等固定资产，用于景区船游项目的进一步开发、推广。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经海五路 1号院 38号楼四层 5-101 



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注册资本：23177.8124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对城市燃气供应、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及其他城市基础

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

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公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

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

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

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公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

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

协助其所投资的企业寻求贷款和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

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

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

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外国公司和其母公司之关联公司

的服务外包业务；（六）从事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子公司所生产产品的进出口、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七）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 产

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八）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

经营性租赁服务，或依法设立经营性租赁公司；（九）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

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十）根据有关规定，从事物流配送服务；（十

一）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财务公司，向投资性公司及其投资企

业提供相关财务服务；（十二）经商务部批准，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境外投

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并提供相关服务；（十三）经批准的其他业务。（“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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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10.1.5条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新奥（中国）燃气投资

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住所:廊坊开发区友谊路 

法定代表人：金永生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文化娱乐项目（凭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拓

展与培训（学历教育除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工艺美术品、

服装鞋帽的批发、零售；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以下另设分支经

营：住宿、正餐（含凉菜）；高尔夫球场、游泳馆、网球场、乒乓球馆、台球馆、

健身房的经营与管理；洗浴；卷烟、酒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化妆

品的零售；美容美体、足疗、按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10.1.5条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2018年度，公司与该关

联方的全资子公司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开展正常。新

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法定住所:北海市四川南路铁路桥以南新奥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子峥 

注册资本：34,880.6268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数字视音频产品的设计、研发、组

装、销售自产产品及售后安装调试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设

计、销售；对国际国内旅游项目的投资，对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文化娱乐、酒

店的投资；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限子公司凭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

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限

子公司凭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经营）；工艺美术品销售；

会议及会展服务；国内沿海普通货船、客滚船及液化气船船舶管理，广西北海至

海南海口客滚船运输，北海至涠洲旅车客渡、高速客船运输；国内沿海、长江中

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液化气船运输，榕江普通货船运输、广西沿海开放

口岸至香港、澳门间的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凭水路运输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

船舶修造（限下属分支海运船厂经营）；港口货物装卸；船舶代理（限下属子公

司新奥北海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经营）；邮轮营销策划、邮轮投资、船票销售

代理（国际船舶代理服务除外）；北海市辖区内从事北琼航线客滚船船舶代理和

旅客运输代理业务、海上客运售票服务、救生筏检修（限分支机构经营）；钢材、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工程机械配件、电机产品、车船配件、五金交电、劳保用品、

无线电通导航设备、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淡水供应（非食用水）；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禁止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码头及

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为旅客提供候

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员旅客船票销售）；货物装卸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

装卸服务、车辆滚装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物料供应、

生活垃圾接服务），在港区内提供危险货物港口作业服务（在《港口危险货物作

业附证》核定的范围内作业）；国际船舶旅客运输；北海市海滨公园至银滩海上

旅客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10.1.5条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之间预计将在旅游服务、文化产品销售、管理咨询服务等方面产生日常关

联交易。公司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其定价政策参考市

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为原则由双方协商定

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

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29日 

 报备文件 

（一）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