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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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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在紫光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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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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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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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关联

方进行交易，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约为 511,000 万元。其中，向关

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预计金额为 2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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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70 万元。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

金额为 275,971.06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提供劳务金额为 102,361.55

万元，与关联方进行业务合作的采购及接受劳务金额为 173,6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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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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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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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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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产品销售及系统

集成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700 44.82 90.27 



 

产品、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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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0 2,082.48 30,7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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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50 375.29 16,204.24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10,000 1,822.36 20,734.04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50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销售产品 市场公允价值 150  861.05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及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2,000  115.26 

小计   164,300 4,324.95 68,727.93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00  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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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 209.02 10,720.12 

供应链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31,000 29.52 21,305.53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市场公允价值 420 13.69 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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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  1,210.37 

供应链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5,000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1,200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800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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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98 81.87 

小计   64,830 290.60 33,6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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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0 3,480.46 20,234.80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50,000 1,118.07 9,0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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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 3,814.90 60,045.98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80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产品采购 市场公允价值 13,700 519.42 11,170.43 

小计   207,700 8,932.85 100,475.5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500  407.22 

物业服务等 市场公允价值 130 7.98 1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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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0 7.52 12,088.41 

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等 
市场公允价值 3,230 404.00 2,713.53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57,700 4,218.96 53,5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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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  4,266.30 

其他关联方 技术服务 市场公允价值 30  23.82 

小计   74,170  4,638.46   73,134.00  

合计  511,000 18,186.86 275,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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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7 500 0.00% -81.95% 

《关于

2020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公告》

（公告

编号：

2020－

004），披

露于

2020 年

3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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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0.26 25,260 0.28% -35.31%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产品 16,204.24 43,350 0.27% -62.62% 

紫光云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5,243.86 28,950 0.26% -47.34%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20,734.04 142,140 0.35% -85.41% 

其他关联方 
销售产品及服

务 
115.26 5,000 0.00% -97.69% 

小计  68,727.93 245,200 -- -71.97%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53.43 100 0.00% -46.57%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他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10,720.12 12,355 0.18% -13.23% 

供应链服务 21,305.53 15,000 10.74% 42.04% 

房屋租赁及物

业管理等 
262.30 255 3.03% 2.86%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及物

业管理等 
81.87 90 0.95% -9.03%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1,210.37 1,000 0.02% 21.04% 

小计  33,633.62 28,800 --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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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9.53 22,500 0.81% 79.69%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60,045.98 124,600 1.20% -51.81% 

小计  100,475.51 147,100 -- -31.70% 

接受关

联人提
清华大学 

技术服务 407.22 1,000 0.05% -59.28% 

物业服务等 117.86 150 0.01% -21.43% 



 

供的劳

务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他附属企业 

技术服务 12,088.41 2,850 1.46% 324.15% 

房屋租赁及物

业管理等 
2,713.53 3,000 0.33% -9.55% 

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53,516.86 60,000 6.47% -10.81%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4,266.30 500 0.52% 753.26% 

其他关联方 技术服务等 23.82 0 0.00% 100.00% 

小计  73,134.00 67,500 -- 8.35% 

合计 275,971.06 488,600 --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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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基础设施和行业智能应用服务提供商，主营的数字化

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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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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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

进行优化调整，因此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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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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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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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具体实

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优化调整，因此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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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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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将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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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清华大学持有其 100%股权，为其出资人，最终控制方

为教育部。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877.01 亿元，

净资产为 1,279.37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364.76 亿元，净利润为 34.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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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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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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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其

实际控制人。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紫光云数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2.18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1.01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6.08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753.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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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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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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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86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2.22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2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81.20 万元。 

（2）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firm/7a19e97771462a8289cb5ee03280e49f.html
https://www.qcc.com/firm/7a19e97771462a8289cb5ee03280e49f.html
https://www.qcc.com/firm/da09caec136490835d86cab7d1eaf541.html


 

紫光恒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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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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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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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西藏

紫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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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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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56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6.34 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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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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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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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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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实际控制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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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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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3

亿元，净资产为 78.42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6.70 亿元，净利润为 3,5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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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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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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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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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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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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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亿

元，净资产为 1.35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598.57 万元，净利润为-1,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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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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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100，法定代表人：黄敏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6,389.8951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

技大厦 A 座 30 层，主营业务立足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两大业务领域。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情况：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619.48 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63.12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230.40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98 亿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为 617.8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 156.95 亿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41.8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76 亿元。 

（2）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自然人曾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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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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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

况：美国图文复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6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北

https://www.qcc.com/firm/o4e8dbb413b46c342b512423936af485.html


 

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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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亿元，净资产为 1.35 亿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8,876.34 万元，净利润为-355.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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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等为主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公司整体

业务规模较大，客户数量众多，公司数字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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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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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用服务提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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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在一些细分领域已拥有成熟的产品，可与公司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同时，随

着数字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渗透将加速，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将会不断扩大，公司将持续提升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



 

端到端交付能力，赋能行业客户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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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经事前审阅关于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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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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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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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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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