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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正公告 
 

 

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游”）董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发布了《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偶

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以下简称“《关于追

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

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一、关联交易概述”之“（一）

关联交易概述”、“一、关联交易概述”之“（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二、关联方介绍”之“（一）关联方基本情况”、“二、关联方介绍”

之“（二）关联关系”和“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因工作人员失

误导致部分内容遗漏披露，现做更正披露。 

更正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对 2017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追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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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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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

马上游旅行社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发生内

容为采购商品旅游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186.46 元；公司与公

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内容为

销售商品系统集成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49,572.65 元。上述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该事项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此，董事会依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追认审议该事项。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公

司参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 
镇江市新区丁卯

智慧大道 468 号 
有限公司 陈勇良 

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 

鼓楼区石头城 6号

15栋 
有限公司 张江南 

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淮

海食品城彭祖楼 

1 号楼 1-101 

有限公司 张强 

（二）关联关系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公

司参股子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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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马上游旅行社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南京德高

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发生内容为采购商品旅游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186.46 元；公司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内容为销售商品系统集成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49,572.65 元。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需经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为此，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追认审议该事项。” 

二、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对 2017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追认。 

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

马上游旅行社（以下简称“镇江马上游”）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南京德

高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高”）发生内容为采购商品

旅游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186.46 元；公司与公司参股子公司

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旅游”）

发生内容为销售商品系统集成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49,572.65 元；镇

江马上游与南京德高发生内容为预付旅游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48,813.54；南京德高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抱团”）发生内容为抵减及归还借款的关联交易金额

为 5,761,680.91 元（注：因子公司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爱抱团”）业务暂停，江苏爱抱团与南京德高签署协议，约

定在南京德高按时归还江苏爱抱团所有欠款的前提下将应收其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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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社 保 证 金 14,200,000.00 元 由 南 京 德 高 代 收 ， 同 时 将

18,168,557.16元各项支出由南京德高代付。上述各项支出主要包括：

爱抱团截至期末尚未支付的推广费金额 9,154,981.16 元（本期共计

列支推广费 20,132,697.79元，已支付 10,977,716.63 元，尚未支付

部分中应付广告公司 7,104,981.16元、张江南团队 1,650,000.00元

及交通费 400,000.00 元）、应付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本息 7,844,476.00元、相关筹资费用 255,000.00元、应付房租

914,100.00元。上述代收代付后尚欠南京德高 3,968,557.16元，用

于抵减南京德高所借公司款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

公司应收南京德高余额为 8,528,795.69 元）；公司与洛阳智旅电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智旅”）发生内容为往来款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 50,000.00元。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需经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此，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追认审

议该事项。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公

司参股子公司，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

智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 镇江市新区丁卯 有限公司 陈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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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道 468 号 

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 

鼓楼区石头城 6号

15栋 
有限公司 张江南 

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淮

海食品城彭祖楼 

1 号楼 1-101 

有限公司 张强 

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

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东

坝信息新材料产

业园 232号 

有限公司 陈勇良 

洛阳智旅电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洛阳市涧西区南

昌路 6号院建业壹

号城邦 11幢

1-2012 

有限公司 刘保东 

（二）关联关系 

镇江马上游旅行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公

司参股子公司，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

智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马上游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南京德高发生内

容为采购商品旅游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186.46 元；公司与公

司参股子公司徐州旅游发生内容为销售商品系统集成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 349,572.65 元；镇江马上游与南京德高发生内容为预付旅游服

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48,813.54；南京德高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爱抱

团发生内容为抵减及归还借款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761,680.91 元

（注：因子公司江苏爱抱团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抱团”）

业务暂停，江苏爱抱团与南京德高签署协议，约定在南京德高按时归

还江苏爱抱团所有欠款的前提下将应收其他旅行社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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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0,000.00元由南京德高代收，同时将 18,168,557.16元各项支

出由南京德高代付。上述各项支出主要包括：爱抱团截至期末尚未支

付 的 推 广 费 金额 9,154,981.16 元 （ 本 期 共 计列 支 推 广 费

20,132,697.79元，已支付 10,977,716.63元，尚未支付部分中应付

广告公司 7,104,981.16 元、张江南团队 1,650,000.00 元及交通费

400,000.00 元）、应付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息

7,844,476.00元、相关筹资费用 255,000.00元、应付房租 914,100.00

元。上述代收代付后尚欠南京德高 3,968,557.16 元，用于抵减南京

德高所借公司款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应收南

京德高余额为 8,528,795.69 元）；公司与洛阳智旅发生内容为往来

款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0,000.00元。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

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此，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追认审议该事项。”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其他内

容不变，更正后的《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

易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18-039）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马上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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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