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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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旅游”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西藏旅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由于业务经营需要，西藏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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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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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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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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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新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向关联企业提供工程管理服务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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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合 计 -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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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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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情况 

根据西藏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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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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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

别 
交易内容 

2019 年度

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

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1 

新奥（中国）燃气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提供劳

务 
会议服务 200 - - 

2 

新奥（中国）燃气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提供劳

务 
旅游服务 300 - - 

3 

新奥（中国）燃气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销售产

品 
文化产品销售 200 - - 

4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 

提供劳

务 
旅游服务 300 - - 

5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劳

务 
营销管理服务 200 - 110 

6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劳

务 
工程管理服务 200 - 120 

7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提供劳

务 
旅游服务 500 - - 

收入类合计 1,900 - 230 

8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劳

务 
住宿餐饮 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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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奥（中国）燃气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接受劳

务 
会议培训 50 - 10 

10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注） 

采购产

品 
景区设备采购 1,000 - - 

支出类合计 1,250 - 10 

总  计 3,150 - 240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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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通州区经海五路 1 号院 38

号楼四层 5-101，法定代表人为王玉锁，注册资本为 23,177.8124 万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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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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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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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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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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廊坊开发区友谊路，法定代表人为金

永生，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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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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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司的关联方。2018 年度，公司与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

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开展正常。该公司经营正常，财务

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3、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北海市四川南路铁路桥以南新奥

大厦，法定代表人为王子峥，注册资本为 34,880.6268 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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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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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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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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的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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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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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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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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在审议该议案时，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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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符合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和制

度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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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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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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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宏刚                       杨 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