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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六洲酒店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背景及概况
1、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处于国际
化及平台化的第四次转型时期，且 2020 年 9 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与 HSH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 香 港 上 海 大 酒 店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签 订
《MASTER SERVICES AGREEMENT》，约定公司将为半岛酒店以 SaaS 服务的
方式提供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管理系统 Shiji Enterprise Platform。详
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2020-31）。
2、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Shiji (US) Inc.（以下简称“供应商”
或“石基美国”）与 Six Continents Hotels, Inc.（六洲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六洲酒店”或“客户”）签订《MASTER SERVICES AGREEMENT》（以
下简称“MSA”），约定石基美国将为洲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以 SaaS 服务的方
式提供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管理系统 Shiji Enterprise Platform（以下
简称“SEP”），其同样是一套将替换部分现有酒店信息管理系统（PMS）的新
一代解决方案。
3、本次交易所签署的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五次
总裁办会议审议通过。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六洲酒店股
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Six Continents Hotels, Inc.（六洲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六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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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注册地址：3411 Silverside Road, Tatnall Building #104,Wilmington, DE
19810, USA（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银边路 3411 号泰特纳尔大厦 104 号，邮
编 19810）
3、主要业务：
六洲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是 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PLC[以下简称“洲际
酒店集团”，纽交所股票代码：IHG（ADRs），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IHG）]
的全资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是目前全球最大及网络分布最广的专业酒店管理集
团之一，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拥有 5,994 家开业酒店，
884,000 间客房。
4、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六洲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双方未发生与上述 MSA 相类似的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为非排他性的主服务协议，六洲酒店和石基美国
签署本次的 MSA，双方授权洲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将以与石基美国签订《参与
者协议》和订单的方式购买和接受石基美国的服务。基于洲际酒店集团在酒店行
业的影响力、信誉度和实力，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条款主要内容
供应商：Shiji (US) Inc.
客户：Six Continents Hotels, Inc.
协议生效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
合同标的：协议（包括协议所附的附件）中描述的某些基于互联网的软件支
持服务和相关服务
鉴于在非排他性的基础上，客户希望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供应商采
购，而供应商希望向客户提供协议(包括协议附件)中所述的某些基于互联网的软
件支持服务和相关服务。客户和供应商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结构和定义
1.1 每份参与者协议都是一份单独的协议。
1.2 优先级。如果任何参与者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与 MSA 的条款和条件之间
存在任何冲突或不一致，则以 MSA 的条款和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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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与者协议。MSA 和 MSA 签订的附件规定了以下内容： (a) 服务； (b)
与服务相关的服务级别；(c) 服务费用；(d) 管理服务接受者提供、接受和使用
此类服务的条款和条件。
双方特此授权洲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通过与供应商签订参与者协议（MSA
附件）的形式购买和接受供应商的服务。每份参与者协议均应包含 MSA 及适用
附件的条款和条件并受其管辖。
1.4 MSA 应包括在 MSA 项下签订的每份订单文件以及作为 MSA 一部分的
各项附件。
2、期限
MSA 的期限应从生效日期开始，并应持续到 MSA 规定的终止期限为止（“期
限”）。MSA 的初始期限从生效日期开始，应持续五年（“初始期限”），并
应自动再续签一年，除非客户或供应商在该初始期限到期前至少六个月发出书面
通知（“不续约通知”）选择不续约（“续约期限”，与初始期限合称“期限”）。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果任何订单文件在 MSA 到期或终止时仍然有效，期限应自
动延长，直至所有此类订单文件终止或到期。
3、供应商服务
3.1 订阅。在客户遵守 MSA 项下义务的前提下，在期限和终止协助期（如
有）内，供应商特此授予客户和服务接受者远程访问和使用服务的权利，仅包括
软件和相关文档位于订单文档中描述的安装地址的企业访问服务。
3.2 服务。供应商将履行 MSA 和每份订单文件所要求的服务以及 MSA 或订
单文件中未具体描述但供应商正确履行和交付 MSA 或订单文件中描述的服务所
需的任何职能或责任（“服务”）。供应商承认并同意，向酒店提供或要求酒店提
供的任何服务均应按照客户规定并经供应商同意的要求进行管理，并得到客户的
批准。服务包含托管服务、实施服务、开发服务、验收、维护、支持服务、培训
服务和咨询服务。
3.3 硬件购买。客户可不时根据双方签署的订单文件，以 MSA 附件中规定
的或双方同意并在订单文件中规定的适用机器的价格购买机器。供应商将负责机
器的正确包装、运输、安装和培训。
4、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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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份订单文件，根据 MSA 提供的服务和可交付成果的费用应在每份订
单文件中规定。
5、付款
除非订单文件中另有具体规定，供应商应在订单期限内的每年 1 月 1 日以美
元提前向相关服务接受方开具与访问服务相关的固定订阅的发票。
6、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任何一方未能或延迟履行 MSA 规定的任何义务，
该义务将在不可抗力事件期间暂停。
7、相关方可依据 MSA 的约定终止 MSA。
四、对公司的影响
2021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海外仍处于高发态势，这对公司酒店信息系统
国际化业务拓展产生了一定迟滞效应，但公司认为国际酒店集团的信息系统正开
始加速向云化变迁，公司仍处于国际化和平台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本次与六
洲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MSA 协议意味着公司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
息系统 SEP 通过了洲际酒店集团下一代云 PMS 的技术认证，同时也意味着公司
新一代酒店信息系统即将落地于全球影响力前五大酒店集团之一，这是全球领先
客户继半岛酒店集团之后再一次用签订协议的方式肯定 SEP 的技术架构和产品
研发，同时验证了公司五年之前第四次转型伊始确定的发展战略方向符合未来行
业发展趋势及公司自身发展趋势。MSA 的达成同样意味着公司在外部环境持续
不利的压力下，再一次有步骤的依照计划完成了公司既定目标。如果 SEP 未来
能够依据 MSA 实现在洲际酒店集团的成功落地，将为公司树立继半岛酒店后的
又一个全球行业标杆客户。
虽然 MSA 的执行对公司国际化业务拓展具有积极影响，但 MSA 仅为主服
务协议，公司还需要在测试酒店成功上线后再根据客户切换系统或开业计划去获
取每个酒店的订单，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考虑到洲际酒店集团旗下酒店目前的体量，如果未来成功上线的酒店数量达到一
定规模之后将会对公司年度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本次 MSA 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由于国际酒店行业市场空间
巨大，公司未来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客户形成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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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1、本次 MSA 的签署预计对于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2、本次公司与客户达成的协议为主服务协议，属于非排他性框架协议，后
续尚需与客户旗下酒店的业主依据 MSA 附件签署具体的《参与者协议》，客户
会根据其具体情况陆续上线，但考虑到当前全球社会与经济动荡，疫情在全球范
围仍然较为严重，酒店具体上线的时间因各个地区实际情况不同而不同，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
3、MSA 中的核心产品是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针对国际酒店集团的全新一代
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包含较多创新的算法和技术实现方式，公司仍有可能面
临需要继续投入更新、完善现有的产品的技术风险。
4、公司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 SEP 的进一步推广可能需要比
较长的时间，公司仍需要不断增加的客户数量才能构成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的重大影响。
5、随着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及其他未来不确定的外部不利因素的影
响，MSA 的执行可能会有延迟或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的情况出现，公司的国际
化进程也可能面临较大挑战，最终的国际化成功与否仍需市场做出检验。以上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 、 石 基 美 国 与 六 洲 酒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之 《 MASTER SERVICES
AGREEMENT》；
2、公司 2021 年第五次总裁办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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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