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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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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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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向客户提供全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及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需要，公司及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拟与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广芯”）及

其子公司、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及其下属企业、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交易，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670,0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为人民币 3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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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82,000 万元。公

司 2022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239,440.46 万元，其中向关

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为人民币 131,189.87 万元，与关联方进行业务

合作的采购及接受劳务金额为人民币 108,250.59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英涛先生、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李天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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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

芝清创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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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30,000 11,693.13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80,000 81,194.61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10,000 21,959.82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3,00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4,000 722.63 

清华大学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000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

及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3,000 451.17 

小计   
 

331,000 116,021.36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45,000 14,088.91 

房屋租赁

及物业服

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700 219.13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7,000 172.57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500 493.66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200 139.2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000  

清华大学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590 50.66 

物业服务

等 
市场公允价值 10 4.38 

小计   
 

57,000 15,168.51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产品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50,000 9,193.24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50,000 18,027.81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80,000 24,614.81 

小计   
 

180,000 51,835.8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8,000  982.38 

房屋租赁

及物业服

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3,500  2,577.30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80,000 50,439.64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8,000 2,195.73 

房屋租赁

及物业服

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250 104.4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800 0.75 

清华大学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200 41.02 

房屋租赁

及物业服

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250 61.67 

其他关联方 

技术服务

与产品采

购 

市场公允价值 1,000 11.84 

小计   
 

102,000 56,414.73 

合计 
 

670,000 239,4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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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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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0 0.00% -100.00% 

《关于

2022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公告》

（公告

编号：

2022－

004），披

露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巨潮

资讯网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产品销售及系

统集成服务 
722.63 6,000 0.01% -87.96%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销售产品 11,693.13 15,000 0.20% -22.05%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产品 21,959.82 43,000 0.37% -48.93%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81,194.61 120,000 1.38% -32.34%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 451.17 2500 0.01% -81.95% 

小计  116,021.36 187,000 -- -37.96%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50.66 96 0.00% -47.23% 

物业服务等 4.38 4 0.06% 9.50%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0 300 0.00% -100.00% 

供应链服务 0 3,000 0.00% -100.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14,088.91 29,000 0.24% -51.42% 

房屋租赁及物

业服务等 
219.13 300 3.01% -26.96%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172.57 4,600 0.00% -96.25%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 139.20 1,500 0.00% -90.72%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 493.66 900 0.01% -45.15%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 0 300 0.00% -100.00% 

小计  15,168.51 40,000 -- -62.08%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产品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产品采购及系

统集成服务 
0 100 0.00% -100.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产品采购 9,193.24 46,900 0.18% -80.40%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18,027.81 40,000 0.35% -54.93%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产品采购 24,614.81 248,500 0.48% -90.09%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采购 0 2,500 0.00% -100.00% 

小计  51,835.86 338,000 -- -84.6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41.02 100 0.00% -58.98% 

物业服务等 61.67 150 0.01% -58.89%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0.75 300 0.00% -99.75% 

房屋租赁及物

业服务等 
0 10 0.00% -100.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982.38 3,500 0.11% -71.93% 

房屋租赁及物

业服务等 
2,577.30 3,390 0.30% -23.97%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50,439.64 70,800 5.86% -28.76%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技术服务 2,195.73 6,450 0.25% -65.96% 

房屋租赁及物

业服务等 
104.40 0 0.01% 100.00% 

其他关联方 
采购产品及服

务 
11.84 300 0.00% -96.05% 

小计  56,414.73 85,000 -- -33.63% 

合计 239,440.46 650,000 --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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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新一代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智慧应用服务的领先者，公司主营的

ICT 基础设施及服务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且销售规模较大，为了保证公司日常业

务顺利开展，公司在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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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上限进行预计，预计金额具有一

定不确定性。在业务实际开展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和市场情况对部分

业务结构和业务进度进行了调整进而减少了部分关联交易。2022 年 11、12 月陆续

有关联交易发生。整体来看，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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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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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上限进行预计，预计金额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同时在业务实际开展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和市场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

了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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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最终

数据将在《202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滨，注册资本：549 亿元，住所：北京

市顺义区赵工路 38 号院 4 号楼 1 至 5 层 101 内 2 层 D2193 号，经营范围：企业总部

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经济贸

易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智广芯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智广芯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智广芯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99.98 万元，净资产为 199.96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450 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智广

芯未经审计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563.79 亿元，净资产为 443.65 亿元；2022 年 1-9 月母

公司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3.12 亿元。 

（2）关联关系 

智广芯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二款（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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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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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峰，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新北路 1 号江北国际智谷科研大楼 A 座 4 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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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西藏紫光长青通信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3.46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1.72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9.15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340.45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紫光云数科技有限

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3.7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2.10 亿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6.5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779.61 万元。 

（2）关联关系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为智广芯下属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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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紫光恒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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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西藏紫光存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为其控

股股东。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4.30 亿元，

净资产为 2.38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78 亿元，净利润为 945.22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9.51 亿元，净资产

为 2.42 亿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8.37 亿元，净利润为 440.36 万元。 

（2）关联关系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为智广芯下属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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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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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42.587828 万元，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 号附 386 号，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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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

西藏紫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48.24%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重庆紫光华山智

安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7.2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2.13 亿元；2021 度营业收入为 14.08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59 亿元。 

（2）关联关系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智广芯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紫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五款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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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轩，注册资本：人民币 597,000 万

元，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 400 号云南城投大厦 15 楼至 19 楼，经营范围：财

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东

情况：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03.78

亿元，净资产为 80.63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10 亿元，净利润为 1,113.31 万

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01.23

亿元，净资产为 79.64 亿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4.12 亿元，净利润为 123.82

万元。 

（2）关联关系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轩先生为公司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四）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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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洁，注册资本：人民币 27,264.70 万

元，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人汇和科技园（华中智谷）项目一期工程第 E4 栋

10 层 1 号房，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及咨询服务；

建筑物及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服务；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及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土木建筑工程研究服务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建筑材料、建筑专业设备

的开发、生产、批零兼营；建筑工程招标代理、监理、造价咨询、工程设计、质量

监督及检测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等。股东情况：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持有其 4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

实际控制人。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40 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86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0.87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总裁王竑弢先生和董事王慧轩先生在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四）项规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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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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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清华大学曾持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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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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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

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股东情况：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4.10 亿

元，净资产为 96.28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78.92 亿元，净利润为-19.13 亿元。 

（2）关联关系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天府清源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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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关联方 

作为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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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产品、云计算等为主的 ICT 基础设施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公司整体业

务规模较大，客户数量众多，公司 ICT 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公司现有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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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销售或采购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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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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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智慧应用服务提供商，为行业

客户提供全栈智能、全域覆盖、全场景应用的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公司部分关联

企业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细分领域拥有成熟的产品和服务、行业优势，可与公司形成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公司通过采购关联方相关产品和服务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端到端

的交付能力，以全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更好的赋能行业客户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通过向关联方销售 ICT 产品和云服务持续满足其信息化建设或业务发展需要。 

同时，随着数字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持续扩

大，企业上云速度进一步加快。公司紧抓市场机遇，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持续提

升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及全栈云计算服务能力。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和采购产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等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也会随之

增加。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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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低。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未有损

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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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经事前审阅关于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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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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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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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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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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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