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 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2 年 1-6 月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 1-6 月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 1-6 月

偿还累计发生

额 

2022 年 6 月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小    计           

前大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 
          

小    计           

总    计           

其它关联资金

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 年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2 年 1-6 月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 1-6 月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 1-6 月

偿还累计发生

额 

2022 年 6 月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3,257.73 65,381.94  24,702.68 53,937.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207.03 1,017.60  507.94 716.6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556.86 625.94  707.26 475.5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紫光展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13.25 168.11  127.56 153.8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展讯通信(天津)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2.63  2.6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云数(惠州)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59.43    59.4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展讯通信(深圳)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25.74   25.74  项目款 经营性往来 

立联信(天津)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40.17   40.1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82.38 118.59  165.78 35.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宏茂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7.99 65.44  71.63 1.7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3.08   3.0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8.69 46.57  22.58 42.6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18.82 169.95  118.56 170.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展锐(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8.76   18.7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427.07 3.12  430.1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西安紫光展锐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68.32 101.02  69.89 99.4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3.15  3.15  项目款 经营性往来 

中青恒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0.19  0.19  项目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紫光青藤微系统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2.37   2.3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2.26   2.2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5,962.02 10,221.00  11,014.51 5,168.5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594.35 168.17  666.05 96.4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华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16.20 582.83  432.17 166.8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长存(上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6.51   6.5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赛尔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应收账款  9.68   9.6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清华大学 原实际控制人出资人 应收账款  39.32  38.52 0.8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 应收账款 10.98    10.9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预付账款 61.79 213.18  201.75 73.23 预付房租 经营性往来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预付账款 2,314.98 8,136.81  9,045.62 1,406.1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预付账款 80.91    80.9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紫光青藤微系统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预付账款 8.64 115.00  123.6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清华大学 原实际控制人出资人 预付账款  52.60  39.88 12.7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预付账款  402.47   402.4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 曾为同一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402.47  400.47 2.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其他应收款 431.18   431.1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746.47    746.47 房租押金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关联自然人及其

控制的法人 
          

其他关联人及

其附属企业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其第一大股东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343.39 11,115.08  6,595.92 17,862.5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应收账款 34.84 160.19  195.0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7.89 0.95  0.06 38.7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山东水发紫光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人公司的合营/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870.69 242.08  25.80 1,086.98 项目款 经营性往来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528.89 94.38  5.85 617.42 项目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海阔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曾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51.98    51.9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620.49 596.69   1,217.1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路安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237.53 32.41  269.9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鑫集电(北京)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曾为持股 5%以上股东控股

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09   21.0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同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实际控制 应收账款 30.00    30.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紫光华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应收账款 2,666.70 4,973.09  7,495.47 144.3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0.96 16.04   17.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阅动(广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应收账款 0.84 2.55   3.3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紫光芯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 应收账款 1.09   1.09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湖北省鄂东云计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公司的合营/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816.15   816.1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公司的合营/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5.21   5.2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航天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公司的合营/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28.00   28.0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40  0.4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其第一大股东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 
预付账款 153.76 12,053.29  11,968.40 238.6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紫光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预付账款 581.31 4,323.93   4,905.2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合肥紫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1,140.36 5,076.22  6,216.5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重庆紫光华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预付账款 1,707.86 2,713.80  4,166.62 255.0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47,265.95 130,305.97  86,377.26 91,19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