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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紫光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蔚

葛萌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传真

（010）62770880

（010）62770880

电话

（010）62770008

（010）62770008

电子信箱

zw@thunis.com

gem@thuni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1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调整后

调整后

30,749,904,165.44

25,548,986,947.66

25,601,013,275.00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6,322,843.91

881,176,144.99

857,056,556.85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2,128,579.51

810,755,369.22

727,766,671.31

-4.90%

-1,750,168,050.97

-81,973,352.54

-196,561,391.06

-79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

0.308

0.300

8.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4

0.308

0.300

8.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3.08%

2.96%

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8,274,563,354.33

58,833,329,201.59

58,174,814,962.26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771,203,794.61

29,744,917,886.42

28,295,172,808.99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153,722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国有法人

46.45%

1,328,555,471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5.68%

162,452,536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2 号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91%

83,165,444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64,427,920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60,663,8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8%

56,586,514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35,352,51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1 号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64%

18,203,4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3,749,11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34%

9,721,119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745,5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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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期末，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和西藏林芝清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
对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收到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通知，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一中院申
请对紫光集团进行重整。2021 年 7 月 16 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紫光集团的重整申请，指
定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紫光集团管理人。2021 年 8 月 12 日，紫光集团管理人向北京一中院申请
将紫光集团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紫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大器投资有限
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合称“六家子公司”）纳入紫光集团重整一案，并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2021 年 8 月
27 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对紫光集团及其六家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紫光集团管理人担任紫光集团及
其六家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2021 年 7 月 17 日、2021 年 8 月 13 日、2021 年 8 月 28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本事项相关公告。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紫光云技术
有限公司 46.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1 年 1 月 7 日，本次收购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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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云公司”
）控制权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持有紫光云公司 46.67%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
与通过公开挂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共同对紫光云公司增资，增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且公司将保
持对紫光云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变。其中，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增资
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向紫光云公司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紫光云公司本次增资已征集到意向投资人，目前增资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2021 年 5 月 1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本事项相关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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