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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情况，2023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间

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等关联方

进行交易，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约为88300万元。其中，与关联

方进行业务合作的采购及接受劳务预计金额为81800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

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为6500万元。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68218.10万元。其中，与关联方进行业务合作的采购及接受劳务金额为67530.2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金额为687.90万元。 

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长马道杰先生、董事范新先生、

董事吴胜武先生、董事缪刚先生分别在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任董事等

职务，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了解，发

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西藏紫光春

华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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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原材

料 

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采购芯片 

市场公

允价值 
3000 46.51 17109.31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采购原材料、

芯片等 

市场公

允价值 
71500 6032.3 44395.7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采购原材料、

服务器光模块

等设备 

市场公

允价值 
1200 35.53 477.27 



其他关联方 采购原材料  600  0 

小计   76300 6114.34 61982.35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产品 

市场公

允价值 
3600 3.86 431.16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销售产品 

市场公

允价值 
2000 0 0.85 

其他关联方   300  9.27 

小计   5900 3.86 441.2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房屋租赁 

市场公

允价值 
600 0 246.62 

小计   600 0 246.62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

允价值 
500  1311.36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技术服务、封

测服务等 

市场公

允价值 
4300 596.54 4043.05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市场公

允价值 
200 0 102.99 

其他关联方 购买服务 
市场公

允价值 
500 0.12 90.44 

小计   5500 596.66 5547.85 

合计 88300 6714.86 68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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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采购

原材料 

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采购产品 17109.31 12400 4.96% 38% 2022 年 4 月

21 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 

om.cn）上披

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13）。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采购产品 9259.95 9500 2.69% -3%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采购产品 477.27 1100 0.14% -57%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下属其他关联方 
采购产品 35135.82 43500 10.19% -19% 

小计  61982.35 66500 17.98% -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产品 431.16 500 0.06% -14%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销售产品  700  -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下属其他关联方 
 0.85 0 0% -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 9.27 0 0% - 

小计  441.28 1200 0.06% -63%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下属其他关联方 

提供测试

服务、房

屋租赁等 

246.62 300 - -18% 

小计  246.62 300 - -1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1311.36 2800 0.38% -53% 

紫光集团及其其他下属

企业 

封装、委

托加工等

服务 

3935.35 5500 1.14% -28%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102.99 120 0.03% -14% 

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下属其他关联方 
购买服务 198.15 80 0.06% 148% 

小计  5547.85 8500 - -35% 

合计 68218.10 7650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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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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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主要有紫光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包括：北

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通信”）、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存储”）、立联信(天津)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紫光同

创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伊诺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等。 

（一）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紫光通信及下属公司、紫光存储及下属公司除外）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985435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滨 

注册资本：67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 年 04 月 12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B 座 24 层 2401 号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和移动通信系统基站设备、交换设备及数字集成系统设

备、无线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基带、射频、多媒体芯片和相关数字芯片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

开发；软件咨询；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云计算；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出租商业用房；租赁电子设备；房地产开

发；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截至2022年9月30日，紫光集团资产总计18,151,490.30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6,012,621.03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621,318.44万元，实现净利润

100,377.10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紫光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6%

股权，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

相关规定，紫光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紫光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公司发生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紫光集团下属企业中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包括立联信(天

津)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伊诺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根据公司与其以往的商业往来情

况，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公司认为其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1445292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宁辉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02 月 0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清华大学东门外清华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八层 801

室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 

截至2022年9月30日，紫光通信资产总计11,436,050.61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3,176,778.43万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435,226.61万元，实现净利润

111,118.51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持有其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紫光通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紫光通信及其下

属企业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紫光通信下属企业中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包括：紫光股份

及下属公司、紫光展锐及其子公司。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

好，根据公司与其以往的商业往来情况，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公司认为其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紫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RNJX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胜武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3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B 座 29 层 2916 室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除外）；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销

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紫光存储资产总计 905,401.45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781,362.77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3,331.90 万元，实现净利

润 48,064.03 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持有其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紫光存储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紫光存储及其下



属企业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紫光存储下属企业中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方包括西安紫光

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上述单位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根据公

司与其以往的商业往来情况，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公司认为

其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上述关联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方采购、销售材料、产品，提

供或接受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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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根据实

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相关交易合同，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

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

际交易数量计算。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采购、销售、提供和接受劳务等日常性关联交易属

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及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上述关联

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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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

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业务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且该类关联

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

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开展的需要，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的原则，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预计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相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