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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致真大厦紫光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情况，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清华

大学、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包括但不限于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紫

光云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

司、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

交易，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约为 485,8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为 156,900 万元，与关联方进行业务合作的采购及

接受劳务预计金额为 328,900 万元。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91,152.99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为 56,920.93 万元，

与关联方进行业务合作的采购及接受劳务金额为 134,232.06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总裁王竑弢先生担任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王慧轩先生担

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联席总裁，独立董事林钢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林钢先生作为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

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清华大学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000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附

属企业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1,200 380.30 14,501.36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29,200 8.03 4,472.67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40,000 145.99  

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20,000 1,497.61 9,370.04 

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7,800 164.89 5,773.35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9,500 314.57 8,491.80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及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5,000 11.64 656.19 

小计   133,700 2,523.03 43,265.41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00 0.01 9.44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附

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7,050 288.95 9,619.82 

金融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4,000 2,341.22 2,254.70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市场公允价值 350  337.6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600 87.45 1,332.57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市场公允价值 100 6.75 101.32 

小计   23,200 2,724.38 13,655.52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产

品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附

属企业 

产品采购及系统

集成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41,100 2,014.20 78,146.24 

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150,000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69,400 105.36  

小计   260,500 2,119.56 78,146.2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000 31.00 980.07 

物业服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150  113.08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附

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4,500 178.46 1,038.00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市场公允价值 2,750 222.14 2,722.85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60,000 4,046.45 51,231.82 

小计   68,400 4,478.05 56,085.82 

合计  485,800 11,845.02 191,152.9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清华大学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0 1,500 0.00% -100.00% 

《关于

2018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公告》

（公告

编号：

2018－

005），披

露于

2018 年

3 月 17

日巨潮

资讯网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他附属企业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29,644.75 11,115 0.65% 166.71%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4,472.67 89,000 0.10% -94.9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8,491.80 16,000 0.19% -46.93% 

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0 30,000 0.00% -100.00%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及服务 656.19 5,555 0.01% -88.19% 

小计  43,265.41 153,170 -- -71.75%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9.44 100 0.00% -90.56%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他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9,619.82 1,665 0.21% 477.77% 

金融服务 2,254.70 1,000 0.89% 125.47%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337.67  495 3.41% -31.78%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1,332.57 1,890 0.03% -29.49%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101.32 60 1.03% 68.87% 

小计  13,655.52 5,210 -- 162.10%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产

品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他附属企业 

产品采购及系统

集成服务 
71,562.74 26,500 1.85% 170.05%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6,583.50 14,000 0.17% -52.98% 

小计  78,146.24 40,500 -- 92.95%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980.07 140 0.14% 600.05% 

物业服务等 113.08 60 0.02% 88.47%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他附属企业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2,722.85 3,070 0.38% -11.31% 



 

技术服务 1,038.00 2,410 0.15% -56.93%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服务 51,231.82 75,000 7.22% -31.69% 

小计  56,085.82 80,680 -- -30.48% 

合计 191,152.99  279,560 -- -31.6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 IT 信息化服务提供商，主营的 IT 基础硬件产品及服务广泛

应用于各行各业且销售额较大，为了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在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时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断，以与关联

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的，预计金额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在业

务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部分关联方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布局，公司随之

进行了合作进度的优化，因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

一定差异。以上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较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低于预计主要原因是：为了

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在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时是基于

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断，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的，预计金额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在业务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部分关联方

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布局，公司随之进行了合作进度的优化，因此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依据市场原则定价，交易价格

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上表中 2018 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将在《2018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清华大学 

（1）基本情况 

清华大学成立于 1911 年，是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

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是中国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2）关联关系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大学持有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权，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出资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清华大学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控股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5.07%的股份，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大伟，注册资本：人民币 25 亿元，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科技大厦）A 座 25 层，经营范围：资

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

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高科技企业孵化。目前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多

家科技型企业。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318.72 亿元，净资产为 1,466.99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07.39 亿元，净利

润为 63.33 亿元。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

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3、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健，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南京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台中路 99-288 号，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

与推广；职业中介；软件开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处理与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通信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管理服务；工程技术研究和试验研究；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信息安全设

备、电子设备、云计算设备、网络设备安装、销售；云计算软件、网络与信息安全

硬件、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销售；网络信息安全服务；云计算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云平台系统服务；劳务派遣；增值电信业务；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除外）。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紫光云



 

数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2.92 亿元，净资产为 10.71 亿元；2018 年度营

业收入为 5.96 亿元，净利润为 3,093.15 万元。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2）关联关系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 

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健，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住所：天

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汇祥道 399 号 6 号楼，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技术研

发、咨询及技术转让服务；经营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数据处理及软件

开发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市

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子产品维修及维护服务；自有房屋

租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8.13 亿元，

净资产为 7.35 亿元；该公司于 2018 年成立，尚处于研发和市场拓展阶段，2018 年

度营业收入为 189.67 万元，净利润为-982.06 万元。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2）关联关系 

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5、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涛，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亿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2 号楼 402 室，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

发展；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



 

备、金属材料、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服装、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生产通信设备

（限分支机构经营）；生产电子产品（限分支机构经营）；生产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限

分支机构经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为 2.24 亿元，净资产为 2.17 亿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8,480.70 万元，

净利润为 165.82 万元。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北京紫光恒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6、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学忠，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5 栋 1 单元 3、4、5、

7 层，经营范围：通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研发；销售芯片、软件及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95 亿元，净资产为 7.31 亿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4.60 亿

元，净利润为 2.51 亿元。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展讯半导体（成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7、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江鸣，注册资本：人民币 6 亿

元，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 号附 386 号，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安防设备、网络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地面接收设备



 

及发射设备）、多媒体设备、半导体设备、智能化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

资质后方可执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安防工程设计及安装。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3.15 亿元，净资产为

2.68 亿元；该公司于 2018 年成立，尚处于产品研发阶段，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2

万元，净利润为-1.32 亿元。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8、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荣之联，股票代码：002642，法定代表人：王东辉，注册资本：人民币 66,158.0313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6 号 10 层 1002-1，经营范围：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数据处理；计算机

系统服务；生产、加工计算机硬件；销售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建筑材料、计算机及

外围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出租商业用房；物业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

活动除外）；专业承包；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业绩情况请见该公司对外发布的相关公告。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林钢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三款和第 10.1.6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9、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法定代表人：裴嵩，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280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2 号楼 517 室，经营范

围：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技术服

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图文设计；打字、复印；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

产品、电器、日用百货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业务；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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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76 亿元，净资产为 1.48 亿元；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4 亿元，净利润为-648.09 万元。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蔚女士担任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10、其他关联方 

作为 IT 信息化全产业链服务提供商，公司为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

产品等为主的 IT 基础架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因公司该部分业务销售额较大，客

户数量众多，且此类 IT 基础硬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公司现有客户或代理商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转变为公司的关联方，可能会发生公司向其销售产品、

商品等日常业务合作。鉴于此，为了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的延续性和顺利开展，公司

对与上述潜在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整体预计，预计金额为 5,000 万元。如发生此

类交易，公司将本着自愿、平等、公平、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并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系正常的业务往来，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根据自愿、平等、公平、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签署相关交易合同，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的付款安排及



 

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采购、提供和接受劳务等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

的市场行为，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上述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经事前审阅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

及事项的相关材料以及沟通询问后，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与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

则进行，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该类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董事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及的交易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