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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优游”）70%的股权，并在后续稳步推进引入战略

投资者工作。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仍然是众信优游第一大股东，并对众信优游实施控

制，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的价格将参照众信优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评估的

结果协商确定。在众信优游完成审计、评估工作，交易相关方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后，本次交易将再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众信旅游集团”）拟向关联

方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持有的北

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待审计评估后确

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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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的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众信旅游集团向 4 家关联公司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

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持有的众信优游 70%的股权。本次

交易的价格将参照众信优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评估的结果协商确

定。在众信优游完成审计、评估工作，交易相关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后，本次交

易将再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冯滨、郭洪斌、曹建、贺武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表示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在众信优游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后，将再行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名称：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冯滨） 

注册资本：1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6 日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01、1102、1103、

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第 114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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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无（新设立）。 

实际控制人：冯滨 

合伙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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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 10% 

郭洪斌 9 万元 90% 

合计 10 万元 100% 

 

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冯滨 0.9 万元 90% 

郭洪斌 0.1 万元 10% 

合计 1 万元 100% 

 

2、交易对方二 

名称：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郭洪斌） 

注册资本：1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01、1102、1103、

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第 1150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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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无（新设立）。 

实际控制人：郭洪斌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 10% 

曹建 9 万元 90% 

合计 10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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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郭洪斌 0.9 万元 90% 

郭镭 0.1 万元 10% 

合计 1 万元 100% 

 

3、交易对方三 

名称：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郭镭） 

注册资本：1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01、1102、1103、

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第 1152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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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无（新设立）。 

实际控制人：郭镭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 10% 

曹建 9 万元 90% 

合计 10 万元 100% 

 

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郭镭 0.9 万元 90% 

贺武 0.1 万元 10% 

合计 1 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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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对方四 

名称：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贺武） 

注册资本：1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01、1102、1103、

1104、1105(入驻天津清联网络孵化器有限公司)第 1154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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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无（新设立）。 

实际控制人：贺武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 10% 

曹建 9 万元 90% 

合计 10 万元 100% 

 

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贺武 0.9 万元 90% 

郭镭 0.1 万元 10% 

合计 1 万元 100%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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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分别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冯滨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郭洪斌先生、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贺武先生、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镭先生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 

 

三、标的公司的相关情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建 

认缴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注册资本：2,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 8 号西 2 门 10 号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销售食品；保险

代理业务；技术开发；软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翻译服务；摄影扩印服

务；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会议服务；票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公共关系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销售针纺织品、服装、日

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家具、装饰材料、化妆品、珠宝首饰、工艺品、黄金制品、白银制品(不含银币)、

花卉、厨房用具、箱包、鞋帽、通讯设备、照相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销售食品、保险代理业务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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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91.46 9,1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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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702.82 6,240.34 

应收账款 494.96 794.4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3,188.64 2,878.16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33,222.09 37,789.57 

营业利润 -398.06 -224.38 

利润总额 -391.62 -220.47 

净利润 -325.65 -22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7.69  855.86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转让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众信优游 70%的股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对应标

的公司注册资本数额为 3,500 万元，已实缴部分为 1,960 万元，未实缴部分为 1,540

万元。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四个受让方分别受让的股权比例为 17.5%和对

应注册资本为 875 万元（实缴金额为 490 万元，未实缴金额为 385 万元）。 

各方均同意参照众信优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评估的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因众信优游尚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本次交易的价格尚未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一”）：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受让方二”）：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受让方三”）：天津众信优游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受让方四”）：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标的股权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70%的股权

（“标的股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数额为 3,500 万元，

为免疑义，3,500 万元中已实缴部分为 1,960.00 万元，未实缴部分为 1,540.00 万

元。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其中乙方、丙方、丁方和

戊方分别受让的股权比例为 17.5%和对应注册资本为 875 万元（实缴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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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 万元，未实缴金额为 385.00 万元）。 

4. 转让对价 

4.1 各方均同意参照众信优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

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4.2 针对本次交易，甲方已经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

事务所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及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5.转让对价的支付安排 

各方均同意，在各方按照本协议第 4.1 条约定的补充协议成立并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由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全额支付如本协

议及本协议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转让对价。 

6. 交割 

6.1 各方均同意，在受让方按本协议第 5 条约定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对价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由各方共同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标的公司的工

商变更登记程序。 

6.2 “股权交割”是指标的公司的工商主管机关接受标的公司提交的工商变

更登记申请，经审核同意进行变更登记并向标的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文件

之日（“交割日”）。 

8. 过渡期 

8.1 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转让方同意标的公司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亏损由交割日后的标的公司股东共同享有/承担。 

8.2 转让方承诺，在过渡期间内，转让方及其委派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遵循勤勉尽责的精神，通过依法行使股东、董事等职权对标的公司进行合法经

营管理，保证标的公司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正常稳定进行，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并维持公司章程及现有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妥善维护标的股

权及标的公司资产、业务的良好状态。 

9. 标的公司管理人员安排 

各方均同意保持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稳定，全力支持标的公

司的发展，包括现有管理层团队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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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设执行董事 1 人，由甲方委派。如未来标的公司设董事会，各方均

同意保证甲方在董事会中所占席位过半数。 

同时，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承诺在行使标的公司股东权利方面，不成为

一致行动人。 

18.8 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自下列条件满足

之日（以较晚成就的事件成就之日为准）起生效： 

（a）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已经出具

标的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b）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甲方《公司章程》，

本次交易已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70%

的股权后，将稳步推进引入战略投资者工作。 

2、本次交易完成后众信旅游集团仍是众信优游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委派执

行董事及未来在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等方式对众信优游实施控制。 

3、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鉴于转让完成后，众信优游仍是

众信旅游集团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4、自2020年1月1日起，众信旅游集团及分子公司所辖零售业务逐步调整至

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分子公司经营管理。虽然本次交易以

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但在评估时，将按照模拟的业务划转后的众信优

游的业务、资产范围进行评估。 

5、本次转让价款将由受让方以自筹方式支付；众信旅游集团取得的转让价

款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于 2007 年进入旅游零售市场后，零售业务得到快速发展，零售业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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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自建方式，投入大、营销费用高、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见效速度慢。公司于

2018 年开始实施合伙人零售门店拓展方式，截至 2019 年底，已在北京、上海、

天津、山东、江西、河北、河南、内蒙古、云南、湖北、福建、甘肃、陕西等十

多个省市自治区拥有门店超过 700 家，其中合伙人门店超过 600 家。公司零售业

务在“直营+合伙人门店”模式下进入了新一个快速发展期。 

为了实现“众信旅游”零售板块在全国的扩张，真正将“众信旅游”建设成

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零售品牌，促进零售板块长期发展，引入规模资金并

持续投入，调动零售板块业务人员及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激发业务活力，公司

决定在保有控制权的情况下转让零售板块业务主体众信优游的股权，并在日后引

入战略投资者。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众信旅游集团仍是众信优游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委派

执行董事或未来在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等方式对众信优游实施控制。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稳步推进在众信优游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工

作，取得发展资金，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向零售板块管理层、核心人员、零售板块

利益相关方授予众信优游的股份。通过引资和合理的激励，为零售板块创造更大

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释放业务活力，促进零售业务尽快完成全国布局，使得众信

优游成为中国市场领先的大型旅游零售运营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后，基于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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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我们对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如下：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方转让北京

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的股权。各方同意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日的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天津众信悠哉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众信悠哉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一号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众信优游二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冯滨先生、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郭洪斌先生、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贺武先生、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镭先生控制的合伙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4家有限合伙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确定后，应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本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董事/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是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实际控制零售板块业务，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4、本次交易能够促进公司零售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众信旅游零售业务在全

国范围内的快速扩张，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后，基于独立判断

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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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转让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70%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1、我们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事前了解，本次公司向关联

方转让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70%的股权系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零

售业务快速发展，实现零售业务的快速扩张，引入战略投资者，符合公司的长远

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众信旅游集团仍是众信优游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委派执

行董事及未来在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等方式对众信优游实施控制。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就相

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冯滨、郭洪斌、曹建、贺武已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转让价格确定后，应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本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时，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转让子公司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70%的股

权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将督促公司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工作，并在确定转

让价款后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转让众信优游 7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能够促进公司零售业务快速发展，实现公司零售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

扩张。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零售业务板块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人，吸收社会资本，

构建多渠道融资体系，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转让价格确定后，应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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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6、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一年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