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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3-00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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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吴志雄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9,181,4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0.48%。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押后累计被质押股份

总数为 162,205,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7.82%，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27.46%。 

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春梅女士合计共持有公司 239,191,82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9%（徐春梅女士持有公司 10,3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8%，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吴志雄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 162,205,000 股，占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7.8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7.4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志

雄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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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股数 15,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3 年 1 月 18 日 

质押到期日 2029 年 1 月 17 日 

质权人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4%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生产经营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等情况。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2023 年 1 月 19 日，吴志雄先生将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 11,910,000 股中的 290,000 股（公告编号：2021-067、

2022-09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解质股数 29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5% 

解质时间 2023 年 1 月 19 日 

持股数量 239,181,429 

持股比例 40.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2,2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2.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15% 

（2）2023 年 1 月 19 日，吴志雄先生将其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在中泰证券



3 

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 18,100,000股中的 340,000股（公告编号：2021-07、2022-074、

2022-09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解质股数 34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 

解质时间 2023 年 1 月 19 日 

持股数量 239,181,429 

持股比例 40.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1,86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1.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09% 

（3）2023 年 1 月 20 日，吴志雄先生将其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 18,410,000 股中的 9,655,000 股（公告编号：2020-127、

2021-077、2022-096）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手

续。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解质股数 9,655,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3% 

解质时间 2023 年 1 月 20 日 

持股数量 239,181,429 

持股比例 40.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62,205,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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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46% 

上述解除质押股份目前没有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将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及解

除质押

前累计

质押数

量 

本次质

押及解

除质押

后累计

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吴志雄 239,181,429 40.4848% 
157,490, 

000 
162,205,

000 
67.82% 27.46% 0 0 0 0 

徐春梅 10,398 0.001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39,191,827 40.4865% 
157,490, 

000 

162,205,

000 
67.81% 27.46%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吴志雄先生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75,685,000 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31.6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81%，对应融资余额 31,300 万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43,230,000 股（不含本次

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8.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2%，对应融

资余额 20,747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

源主要包括自有资产、投资收益及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吴志雄先生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2、吴志雄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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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志雄先生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

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吴志雄先生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

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本次股权质押事

项不存在影响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