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6 2020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20-019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五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年 8月 28日发出，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人。 会议的
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 8
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于 2020年 9月 1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调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郑欣淳女士 2020年 8月 28日任职已届满六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公司《章
程》等规定，独立董事郑欣淳女士将不能继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鉴于此，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查通过，董事会决定提名张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郑欣淳女士任期届满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相关规定，
郑欣淳女士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之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
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张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1；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 3；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4。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独立董事候选人人选尚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

过，董事会决定提名蒋磊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候选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5；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6。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

过，董事会决定自 2020年 9月 1日起聘任蒋磊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候选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5；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6。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日

附件 1：
张鹏先生简历
张鹏，男，48岁，国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士，美国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 曾任商务部亚洲司副处级干部。 现任美国笛卡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阿灵
顿汽车零部件（安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潍柴西港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欣闻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杉识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法定代表人、上海鹏爽投资管理咨询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上海碗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深圳市车镇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人、江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监。

附件 2：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要求，在本人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就下列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符合有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候选
人符合有关任职条件，同意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郑欣淳、冯渊、戴志文
二 O 二 O 年九月一日

附件 3：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张鹏先生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
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

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

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九月一日

附件 4：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鹏，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

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鹏

二 O 二 O 年九月一日
附件 5：

蒋磊峰先生简历
蒋磊峰，男，41岁，国籍：中国，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拥有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

（ACCA）资格。 历任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高级财务控制经理，帝亚吉欧洋酒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高级绩效管理经理，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商务财务总监，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 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附件 6：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要求，在本人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就下列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同意自 2020年 9月 1日起聘任蒋磊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蒋磊峰先
生为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郑欣淳、冯渊、戴志文
二 O 二 O 年九月一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20-020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 Atul Chhaparwal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因 Atul Chhaparwal先
生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三人，在公司选举出新任监事前，Atul Chhaparwal 先生
将继续履行公司监事职务。

本公司对 Atul Chhaparwal先生在担任公司领导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20-021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年 8月 31日发出，送达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 会议的
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 3
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于 2020年 9月 1日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决定提名陈岱立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同本届监事会，候选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3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二 O 年九月二日

附件：
陈岱立女士简历
陈岱立，女，49岁，国籍: 中国。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并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和国际内部审计

师专业证书。 历任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副总裁暨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恒力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国石油公司亚太区全球供应链业务总监、伦敦总部高级商务顾
问、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 现任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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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2020年 3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告的《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0-18号）。
因公司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人民币 3.88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北京京能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5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1,153,3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4618%，购
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062 元/股， 购买的最低价为人民币 2.77 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1,451,222.95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
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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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北京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2020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0年 9月 8日（星期二）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樊俊杰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
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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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0,901,134股
发行价格:30.85元/股
（二）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29,821.00 148,999,977.85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91,734.00 70,699,993.90 6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0,761.00 64,499,976.85 6

4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20,745.00 49,999,983.25 6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4,116.00 42,699,978.60 6

6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1,134,521.00 34,999,972.85 6

7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9,692.00 32,999,998.20 6

8 平安证券 -平安人寿权益委托投资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72,447.00 29,999,989.95 6

9 凌超 648,298.00 19,999,993.30 6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48,298.00 19,999,993.30 6

11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648,298.00 19,999,993.30 6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产品 648,298.00 19,999,993.30 6

1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648,298.00 19,999,993.30 6

14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弘唯基石华
德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8,298.00 19,999,993.30 6

15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8,298.00 19,999,993.30 6

16 邹瀚枢 648,298.00 19,999,993.30 6

17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13.00 9,900,166.05 6

合计 20,901,134.00 644,799,983.90 -

（三） 预计上市时间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格尔软件”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新增股本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 12月 22日， 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2020年 1月
8日，发行人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2月 14日公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决定》（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等规定，公司对本次发行方案予以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发行对象、发行数量、
发行底价、限售期安排。 2020年 3月 11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议案。 2020年 3月 27日，发行人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 6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次发行的申请。
2020年 7月 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328号），核准本次发行。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得

了证监会的核准，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20,901,134股
3、发行价格：30.85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4,799,983.90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8,844,116.58元（不含税）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0年 8 月 20 日，17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获配的全额资金汇入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6913号），截至 2020年 8月 20日 16:00止，中信证券累计收到格
尔软件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为人民币 644,799,983.90元。

截至 2020年 8月 21日， 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0）第 6894号），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止，格尔软件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 20,901,134
股，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0.8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644,799,983.9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844,116.58（不含税）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35,955,867.32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20,901,134.00 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615,054,733.32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承销商）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8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和格
尔软件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缴款通知书》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
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的相关规定。

格尔软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法律顾问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并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及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
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东大会决议以及《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本次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 30.85元/股，发行股份 20,901,13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4,799,983.90元。本

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29,821.00 148,999,977.85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91,734.00 70,699,993.90 6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0,761.00 64,499,976.85 6

4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20,745.00 49,999,983.25 6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4,116.00 42,699,978.60 6

6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
投资基金 1,134,521.00 34,999,972.85 6

7 南方天辰（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天辰景丞价值精选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9,692.00 32,999,998.20 6

8 平安证券 -平安人寿权益委托投资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72,447.00 29,999,989.95 6

9 凌超 648,298.00 19,999,993.30 6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48,298.00 19,999,993.30 6

11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648,298.00 19,999,993.30 6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产品 648,298.00 19,999,993.30 6

1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型投资账户 648,298.00 19,999,993.30 6

14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弘唯基石华德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8,298.00 19,999,993.30 6

15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8,298.00 19,999,993.30 6

16 邹瀚枢 648,298.00 19,999,993.30 6

17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13.00 9,900,166.05 6

合计 20,901,134.00 644,799,983.90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 20,901,134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股数。 发行对

象总数为 17 名，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并均在 111 名特定对象发送认购邀请书
名单内。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30.8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44,799,983.90元。发行对象的基本情
况如下：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42891(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注册资金： 13,244.2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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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金： 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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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楼 09-14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注册资金： 1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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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号裕惠大厦 A座 17层
法定代表人： 陈永红
注册资金： 3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888XG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产权经纪。

5、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注册资金： 1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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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宏海公路 4588号 6号楼 315-3室(上海三星经济小区)
法定代表人： 邓跃辉
注册资金： 1,2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XADL8C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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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号院 3号科研办公楼 6层
法定代表人： 陈明
注册资金：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80225592U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8、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 B座第 22-25层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注册资金： 1,38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00234534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的其他业务。

9、凌超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身份证号：320525************
10、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28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金： 436,866.786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
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
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
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
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
其他顾问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
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 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
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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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浦东新区浦三路 48号 102室
法定代表人： 张志辉
注册资金：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31611684E

经营范围： 对环保产业及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的投资，资产委托管理（非金融业务），及以上经
营项目的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

1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号 26F07、F08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金：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
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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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厦门路 21号 4楼 45号

法定代表人： 张维

注册资金：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083653217K

经营范围：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
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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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 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 88楼 01

法定代表人： WANG�YIPING

注册资金： 1,866.666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1123833L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
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仅限公司自用）。

15、邹瀚枢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身份证号：810000************
16、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1102室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金： 60,06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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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
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 限售
条件股 份数
量（股）

1 孔令钢 境内自然人 25,067,885 14.56 0
2 陆海天 境内自然人 17,307,329 10.05 0
3 上海格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37,760 9.84 0
4 上海展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39,212 5.66 0
5 杨文山 境内自然人 8,615,154 5.00 0
6 陈宁生 境内自然人 8,548,400 4.96 0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均衡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70,045 1.78 0

8 马晓娜 境内自然人 2,465,656 1.43 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信息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85,491 1.27 0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2,128,110 1.24 0
合计 - 96,065,042 55.79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测算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股） 持 股 比 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孔令钢 境内自然人 25,067,885 12.98 0
2 陆海天 境内自然人 17,307,329 8.96 0
3 上海格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37,760 8.77 0
4 上海展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39,212 5.04 0
5 杨文山 境内自然人 8,615,154 4.46 0
6 陈宁生 境内自然人 8,548,400 4.43 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59,177 2.05 388,980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均衡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18,345 1.93 648,300

9 马晓娜 境内自然人 2,265,656 1.17 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信息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85,491 1.13 0

合计 - 98,344,409 50.93 1,037,280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
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20,901,13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0,901,134 20,901,134 10.8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2,200,560 100.00 0 172,200,560 89.18
合计 172,200,560 100.00 20,901,134 193,101,694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孔令钢先生、陆海天先生，本次发行未对公司控
制权产生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得到提升，

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下一代数字信任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智联网

安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共三个项目。 募投项目与公司当前主营业务方向
一致，有利于公司抢占市场，同时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为公司实现中长期战略
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

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
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苗涛、丁旭东
项目协办人： 许佳伟
项目组成员： 刘剑峰、邬溪羽、邵珩、成锴威、王升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号中建大厦 22层
电话： 021-20262200
传真： 021-20262344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顾功耘
经办律师 王立、杨继伟、王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
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三）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晓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董毅强、李波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号 7楼
电话： 021-52920000
传真： 021-52921369
（六）验资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晓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董毅强、李波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号 7楼
电话： 021-52920000
传真： 021-52921369

七、上网公告及备查附件
1、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

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保荐书；
3、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5、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

性之法律意见书；
6、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6894号；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8、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0-058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公司总股本

增加， 进而导致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杨文山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降至 5%以下， 不触及要约收
购。 公司已收到杨文山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现将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新增 20,901,134
股的登记托管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9月 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从 172,200,560 股增加至 193,101,694 股， 导致公司股东杨文山所持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 5.0030%被动下降至 4.461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杨文山 8,615,154 5.0030% 8,615,154 4.4615%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杨文山先生持股数量不变，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 5.0030%被动下

降至 4.4615%，不再是公司 5%以上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杨文山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质押、冻结、表决权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 日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格尔软件
股票代码： 60323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文山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299弄 5号 601室

股份变动性质：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签署日期 二〇二〇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在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杨文山
格尔软件、公司、上市公司 指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杨文山先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到 5%以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杨文山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杨文山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06XXXXXXXX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299弄 5号 601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致其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比例低于 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增加或减少其所持有的格尔软件股份的计划。 若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8,615,154 股， 占权益变动前总股本的

5.003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461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方式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杨文山 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 8,615,154 5.0030% 8,615,154 4.4615%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没有变化， 但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至 5%以下。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格尔软件 8,615,15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非公开发
行后）4.461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质押、冻结、
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格尔软件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
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299弄 5号 601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文山

签署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 299
弄 5号 601室

股票简称 格尔软件 股票代码 6032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杨文山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A股
杨文山持股数量： 8,615,154股
持股比例： 5.003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A股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比例： 0.5415%��
变动后数量： 8,615,154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4.461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2020年 8月 31日
方式：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文山
签署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