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公告编号：2018—046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转让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原持有紫光集团51%的股权。2018年9月4日，
清华控股分别与高铁新城、海南联合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分
别转让清华控股所持有的紫光集团30%、6%股权。同时，清华控股与高铁新城、
海南联合三方签署《共同控制协议》，对紫光集团实施共同控制。上述事项将
导致清华控股、高铁新城、海南联合在公司拥有的权益发生变动。上述权益变
动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2、上述股权转让触发对紫光集团相关下属上市公司的间接收购，该等收购
拟向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待取得豁免核准并满足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财政部批复等全部生效条件及交割条件后本次权益变
动方可实施。具体先决条件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和《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
3、因涉及审批流程较多，是否能够通过审批及审批周期均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权益变动的审批风险。
一、实际控制人转让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8 月 10 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股份”、“公司”）
收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发来的通知，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正在筹划转让紫光集团部分股权，该事项可能涉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实

际控制人筹划转让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5）。
2018 年 9 月 4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发来的通知，清华控股与
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新城”）、海南联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联合”）分别签署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苏
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清华控股分别将其持有的紫光集
团 30%、6%的股权转让给高铁新城、海南联合。同时清华控股、高铁新城、海
南联合三方签署《共同控制协议》，共同控制紫光集团。
《股权转让协议》与《共
同控制协议》的核心条款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和《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
上述事项将导致清华控股、高铁新城、海南联合在公司拥有的权益发生变动。
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仅涉及紫光
集团的股权结构的调整，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直接持有紫光股份的股份数不变，
清华控股通过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紫
光股份的股份数不变。
二、权益变动目的
清华大学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决定
推动所属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优化国有产权结构。紫光集团运营成熟、产业清晰，
通过跨地域国有产权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紫光集团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更
好的发挥协同和整合效应，从而实现强强联合，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三、权益变动主体介绍
1、高铁新城
企业名称

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南天成路高铁服务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

查建芳

注册资本

1,20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591128726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2012 年 2 月 29 日至 2062 年 2 月 28 日

控股股东名称

苏州高铁新城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苏州高铁新城南天成路 99 号 26 楼 2612 室

电话

0512-66158589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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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南联合
企业名称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81 号南洋大厦 23 楼 F 房

法定代表人

刘双洋

注册资本

103,367.23542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47784800L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3 年 7 月 18 日至长期

控股股东名称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81 号南洋大厦 23 楼 F 房

电话

0898-68582193
承接、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的积压房地产和债权，参与本省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
让、收购和处置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价格评估、

经营范围

经纪中介服务，清理解决债务、资产置换、转让及销售，债务重
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企业收购，兼并和项
目委托运营，财务及法律咨询服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金融主
管部门批准的有关业务。

3、清华控股
企业名称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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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龙大伟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985670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1992 年 8 月 26 日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

控股股东名称

清华大学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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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215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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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服务；高科技企业孵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四、涉及在上市公司中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时间、方式、股份性质及数量
根据上述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尚需取得相关证券
监管机构对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核准，并满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财政部批
复等全部生效条件及交割条件后方可生效，具体生效和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权益变动前，清华控股持有紫光集团 51%股权，系紫光集团单一控股股
东，清华控股通过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控制紫光股份 58.89%股份。本次权益变
动后，高铁新城、清华控股、海南联合通过共同控制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方式
控制紫光股份 859,365,545 股股份，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58.89%。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在紫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1、高铁新城、海南联合
本次权益变动前，高铁新城、海南联合在紫光股份中无直接持有或可实际支
配表决权的股份。
2、清华控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紫光集团直接持有紫光股份 4,620,130 股股份（占紫光股
份总股本的 0.32%），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间接持有紫光股份
3,010,560、795,339,811、56,395,044 股股份（分别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0.21%、
54.50%、3.86%），清华控股作为紫光集团的控股股东，通过紫光集团及其子公
司在紫光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数为 859,365,545 股，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58.89%；

同时，清华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紫光股份 50,359,712 股股份（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3.45%），通过控股子公司同
方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紫光股份 39,757,666 股股份
（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2.72%），清华控股通过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在紫光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数为 90,117,378 股，占紫光股份
总股本的 6.18%。
清华控股通过紫光集团、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
公司在紫光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数为 949,482,923 股，占紫光股份总股本的
65.07%。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在紫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1、高铁新城、海南联合
高铁新城、海南联合分别受让清华控股持有的紫光集团的 30%股权、6%股
权，同时，高铁新城、海南联合、清华控股三方签署《共同控制协议》，对紫光
集团实施共同控制，通过共同控制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在紫光股份拥有表决权的
股份比例为 58.89%。
2、清华控股
清华控股将其持有的紫光集团 30%股权、6%股权分别转让给高铁新城、海
南联合，清华控股减少了其通过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在紫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同时，清华控股、高铁新城、海南联合三方签署《共同控制协议》，对紫
光集团实施共同控制，通过共同控制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在紫光股份拥有表决权
的股份比例仍为 58.89%。
清华控股通过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在紫光
股份中单独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仍为 6.18%。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风险及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2、上述股权转让触发对紫光集团相关下属上市公司的间接收购，该等收购
拟向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待取得豁免核准并满足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财政部批复等全部生效条件及交割条件后本次权益变动

方可实施。具体先决条件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和《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
3、因涉及审批流程较多，是否能够通过审批及审批周期均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权益变动的审批风险。
六、其他说明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直接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涉及违反股份限售承
诺的情形。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收购报
告书摘要》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