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09
NO.347 / 本 期 16 版

www.cneo.com.cn

责编 | 张郁   美编 | 牛大伟  校对 | 谷红欣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79 企业观察报社出版 6

100048 010-68717812 010-68716131 qygcbs@163.com 288

88%；紫光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润 12.96 亿，同比增 4.32%。

“问题出在了紫光集团持续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一年内有息负债。”多个

投资机构称。

据紫光集团披露的财报，截至 2019 年末，紫光集团总资产 2977.62 亿元，

总负债为 2187.47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73.46%；截至今年上半年，紫光集团

债务合计 2029.38 亿元，资产负债率收窄至 68.41%，其中有息债务总额 1566.91

亿元，占公司总负债的 77.21%，一年内到期的有息债务总额 814.3 亿元。

在此背景下，紫光集团今年上半年整体营利双降：营收 347.46 亿元，同

比跌去 50%；利润则亏损 40.38 亿元。

虽然目前多家评级机构对于紫光集团主体及“18 紫光 04”“19 紫光 02”

的评级均为 AAA，但高企的负债率令紫光集团债券表现不稳。

有不愿具名的清华大学人士告诉《企业观察报》，需要长期巨额投入的长

江存储，是近年来紫光集团的主要债务负担。

2016 年 12 月，从事 3D NAND 闪存芯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长江存储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江存储）在湖北武汉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386 亿元。

紫光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湖北紫光国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大基金、湖北

国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和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紫光国器持

有其 51.04% 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长江存储，被业界视为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集成电路产业布局”中的

重要一步。在这之前，赵伟国为加快紫光芯片的发展、缩短国产芯片与国外芯

片的距离，自 2013 年以来，斥资千亿元投资了近 20 家公司，其中包括对展讯

通信、锐迪科、惠普旗下新华三等公司的收购。

“赵伟国掌舵紫光集团的这七年间，紫光集团总负债翻了近 50 倍。”前

述清华大学人士证实了外界这一说法。

清华大学校企紫光集团在债券市场上的连日大跌，引发了外界关注。

近三个交易日，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紫光集团）存续债大跌，其中，

“18 紫光 04”在 10 月 29 日和 10 月 30 日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去了 40%，盘中

一度跌停；至 11 月 2 日收盘，“18 紫光 04”再度下跌 11.43%，报收 32 元，

最大跌幅已超过五成。

事实上，紫光集团的债券下跌模式，自去年底就已开启。尽管紫光集团

各期债务均在正常按期兑付偿还，但今年以来，紫光集团存续债在二级市场

上价格持续走低，4 月和 9 月分别出现过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和波动，一度停

牌的局面。

紫光集团是最知名的清华大学校企，前身为 1988 年成立的清华大学科技

开发总公司；目前由清华大学控股的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和赵伟国控股的北京

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实际控制人为国家教育部。

赵伟国任董事长的紫光集团，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集成电路、半

导体企业和全球第三大手机芯片制造企业。

针对债市上的波动，紫光集团已多次回应：“我们会按期偿还债务”，

但仍难止投资者对其发行公司债的抛离，以致紫光集团公司债价格频频大幅

下挫，债券市场融资遇阻，偿债压力加剧。

为造芯片，紫光集团背了多少债

“今年以来，部分投资者对于紫光集团信心不足，甚至招致机构做空，

加上市场疑虑和恐慌情绪，是其在债务市场上多次出现重挫的原因。”多数

券商分析师和投资机构这样认为。

实际上，今年前三季度，紫光集团旗下主要上市公司业绩均有所增长。

其中，紫光国微前三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84 亿元，同比上涨

清华紫光债务“告急”：
投资者为何对紫光国产芯片没信心

国泰港龙停运，
世界级机群正在“抛弃”国泰航空？
日前，国泰航空正式披露企业重组方案，此次重组能否助其
飞出阴霾？

VISION   02 >> ATTENTION  05  >>

百度收购 YY 真的利好双方吗

百度和YY母公司欢聚时代，一个疯狂买，一个疯狂卖？
到底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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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压顶 多元化乏力 
“亚健康”的雅居乐能否破局
“华南五虎”之一的雅居乐业绩高速增长的背后，追求规模快
跑而埋下的“隐患”也正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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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积极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

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要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整体推进、督促落

实上，力求见行动、见实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

济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

险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抓好学习

培训，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领导带头学、创新方式学；抓好宣传引导，

深入开展集中宣讲，全面宣传会议精神，统筹运用宣传资源，推动全会精神进

企业、进班组、进职工；抓好重大问题研究，聚焦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开展调研、

加强研讨，更好推进国资央企“十四五”规划编制；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稳增

长、抓改革、促创新、强党建、防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十三五”

收好官、“十四五”开好局做出国资央企重要贡献。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

长，国资委党委委员陈超英主持会议；国资委党委委员出席会议。

国资委副秘书长，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国资委各厅局、巡视组、直属事

业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在本企业分会场

参加会议。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国资委党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视频会国资委党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视频会
推进四大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进四大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11 月 3 日，国资委党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视频会，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中央企业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强调，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新时代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

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会议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

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更好推进国资央企“十四五”规划编制。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

就，全面把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部署要求，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胸怀“两个大局”，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迈向新征程，坚定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要准确理解全会对国资国企工作做出的新部署新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坚

定不移搞好国有企业。

会议强调，要对照《建议》对企业和行业提出的新要求率先抓好贯彻落实，

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实行高

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领域结合企业实际，

加大工作力度。

要全面贯彻落实《建议》专门对国资国企做出的重要部署。要充分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国有

国资委：本届进博会
央企交易团意向
成交金额将超上届

■  作者  张宁

11 月 5 日是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首个开放日，东航签下 2 项航空大单，总金额超过 11 亿

美元，也完成了本届进博会民航业第一单。

11 月 4 日，进博会开幕的这一天，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在

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本届进博会中央企业交易团意向成交金

额将超过上届进博会水平。

据任洪斌介绍，在前两届进博会上中央企业累计签订了

386 个合同 / 协议，意向成交金额总计 311.3 亿美元。截至 10 月

31 日，第一届进博会上签订的合同 / 协议执行率达到 90%。第

二届执行率接近 90%，预计到今年年底第二届的执行率将会超

过第一届的执行率。

任洪斌表示，初步摸底，中央企业参会期间将与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签署意向采购协议，技术装备类、医疗健康类、

服务贸易类比第二届有所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洲、非洲、

南美洲发展中国家意向采购金额会增长一倍以上。

他说，中央企业将借助进博会平台与外国企业、民营企业

成多类型、多维度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提升我国“两链”稳

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做出积极贡献。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将中央企业的自身技术，生产、渠道等

优势转化为稳链、补链、强链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

球公共属性，为满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

贡献。

事实上，在备战进博会的过程中，中央企业就充分参与，

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国机集团作为中央企业，主动担当作为，深度参与进博会，

连续三届成为进博会官方组展机构，出色地完成了技术装备展

区的部分招展招商工作和服务保障工作，助力进博会越办越好。

国机集团去年还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作

协议，未来将长期深度参与进博会各项工作。

国网上海电力确立了“六零三确保”的进博会保电目标，

即：电网设备零缺陷、重要负荷零闪动、供电服务零投诉、安

保反恐零事件、人员工作零差错、网络信息安全零漏洞；确保

场馆供电万无一失、城市基础设施供电万无一失、全市生产生

活用电万无一失，并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打造“双‘N-3’”

的超高电力保障标准。

中国移动围绕“1+5+4+3+18”（即一个核心、五个枢纽、

四条高铁线、三条地铁线、十八条主干道），开展全程全网的

综合通信保障工作，在核心重保区域实现“七双网络、双层架

构”（即双系统、双天馈、双路由、双机房、双设备、双时钟、

双电源），并进一步完善“5G+ 智慧展会”应用体系，针对展

会线上场景加强高并发应用业务、现场直播应用的专项保障，

助力第三届进博会“网络升级、服务升级、展会升级”。

据悉，中国移动在第二届进博会覆盖重点区域的基础上实

现 5G 全覆盖，网络容量较去年提升约 1.5 倍。5G 测试终端数

据显示，上下行峰值速率分别较去年提升 228% 和 200%。

在运输保障方面，为进一步服务好进博会，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为进博会服务保障车辆开设绿色通道，并在加油站设立志

愿者服务点，提供道路指引、车辆救援等服务。

中国航油则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精心备战，以“绝对保障、

万无一失”为目标，坚决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管控目标，切实为进博会供油保障工作筑牢安全

防线。

作为连续两届进博会的组展商之一，招商局集团将继续携

海外港口及园区企业亮相第三届进博会。与前两届不同，此次

招商局集团将通过两个展位，展现更多“一带一路”参展企业

的风采。

资料显示，首届进博会，共有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

洽谈采购。第二届进博会，共有181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参会，

38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5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711.3 亿美元，比首届增长 23%。

第三届进博会，总展览面积扩大近 3 万平方米；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参展，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 14%；数百项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