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超懿（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6.0494%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

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超懿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超林（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天山铝业

5.2735%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

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超林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明柳（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5.0426%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明柳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益柳（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4.6547%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益柳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鸿（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4.6547%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组

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鸿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邓娥英（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3.4910%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邓娥英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曾小山（以下简称“本人”）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1.5516%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人作为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本人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曾小山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控股股东，持有其

36.6369%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

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本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公司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10.2242%

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重组”），本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公司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大连万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0.4484%股份。

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

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本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公司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大连万林进出口有限公司（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

有其7.6233%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

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

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华融致诚柒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

持有其4.9327%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

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

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华融致诚柒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

其3.5874%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

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浙物暾澜（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

持有其2.2422%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

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

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浙物暾澜（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三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

企业”）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

业”）股东，持有其1.7937%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

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三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珠海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

0.8969%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

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珠海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芜湖润泽万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

有其0.4484%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

向天山铝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

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芜湖润泽万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杭州祥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股东，持有其0.4484%

股份。鉴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学大”）拟向天山铝业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天山铝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重组”），本企业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特出具如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违反上述保证，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紫光学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3．本企业承诺，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紫光学大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承诺。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人：杭州祥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2018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