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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发行人、公司、盖娅互娱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发行人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股票

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 
发行人根据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股票发行方案》发行股票的行为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1月 13日 

深圳盖娅 深圳市盖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盖娅互娱控股股东 

主办券商、东方花旗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国枫律师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业务细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发行业务指引第 3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3

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

与格式（试行）》  

《发行业务指引第 4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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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总计1,953.125万股，融资额

62,500万元。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为32元。 

(三)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发行业务细则》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

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公司

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盖娅互娱于2015年8月6日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司股票发行前的在册股

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盖娅互娱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中盖娅互娱截至股权登记日的

在册股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四) 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 12名，全部为新增股东，认购情况具体如

下：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股东类型 认购方式 

1 
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300,000 233,6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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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缘 5,000,000 160,000,000 自然人投资者 货币 

3 
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62,500 50,0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4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937,500 30,0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5 

北京天和思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和 3号新三

板股权投资基金 

937,500 30,0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6 
海宁国安精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1,250 25,0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7 余乾虎 625,000 20,000,000 自然人投资者 货币 

8 谢如栋 625,000 20,000,000 自然人投资者 货币 

9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立正新

三板一号投资基金 

620,000 19,84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10 
上海立正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5,000 14,56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11 伍定军 375,000 12,000,000 自然人投资者 货币 

1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312,500 10,000,000 机构投资者 货币 

合计  19,531,250 625,000,000   

（1）机构投资者 

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八菱投

资”），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八菱科技，证券代码：002592）投资设立的并购基金。八菱

投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87691053，成立于2015年10月16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黄田生，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

合伙企业，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以

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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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厚扬启航”），

系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编号： S65758）。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427606，成立于2015年6月10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厚

扬景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普惠路456号，

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

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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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图教

育”），系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众公司，证券简称：

华 图 教 育 ， 证 券 代 码 ： 830858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8747546060P，成立于2003年2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易定宏，

注册资本为12,300万元，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二

层），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

围：组织文化交流；出版策划；编辑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企

业形象设计；销售文化用品、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

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 ；销

售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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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和思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和3号新三板股权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天和3号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编号为：SD7513）。北京天和思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天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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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514422635，成立于2012年7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钟军，

注册资本为14,706万元，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内东街中里9-17

号楼2617房间，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投资顾问；财务咨

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

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教育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市场调查；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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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国安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安

精进”），系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编号：SD804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481MA28A2B32T，成立于2015年11月17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北京精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浙江省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经都二

路2号经编大楼1层118室，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股权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均不含证券、期货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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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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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立正新三板一号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立正新三板一号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编号：S26791）。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

立正新三板一号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310104000593949，成立于2014年9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林勤，住所

为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1500号2幢E513室，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

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

机信息、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电子设备、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产品（除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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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立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正投资”），

系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1117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647994877，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为杨

清芬，住所为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 559号 S-301室，类型为有限合伙

企业，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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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股份”），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证券简称：万盛股份，证券简称：603010。

营业执照注册号331082000015279，成立于2000年7月17日，法定代表

人为高献国，注册资本为1亿元，住所为浙江省临海市城关两水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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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安全生产许可类化工

产品（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2月17日）阻

燃剂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高新技术的研发、转让。分级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化学原

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三大道2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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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资者 

黄缘女士，出生于1969年6月，身份证号45010519690623****，

中国籍，住所为广西省南宁市西乡塘区，无境外居留权。 

伍定军先生，出生于1972年5月，身份证号43250219720520****，

中国籍，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无境外居留权。 

余乾虎先生，出生于1979年5月，身份证号33260219790503****，

中国籍，住所为浙江省临海市，无境外居留权。 

谢如栋先生，出生于1981年10月，身份证号33021919811026****，

中国籍，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无境外居留权。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

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深圳盖娅持有公司66.2369%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王彦直直接持有公司22.7004%股份，通过深圳盖娅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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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69%股份，共持有、控制公司88.9373%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深圳盖娅持有公司57.3168%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王彦直直接持有公司19.6434%股份，通过深圳盖娅持有公司

57.3168%股份，共持有、控制公司76.9601%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

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

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

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

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深圳盖娅 83,127,250 66.2369% 2,564,750 

2 王彦直 28,489,000 22.7004% 21,631,500 

3 姜洪文 7,705,000 6.1394% 0 

4 张淑娟 4,640,000 3.6972% 0 

5 白书锋 500,000 0.3984% 3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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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旗盛世 495,000 0.3944% 0 

7 张颖 375,000 0.2988% 375,000 

8 刘小勇 168,750 0.1345% 168,750 

合计  125,500,000 100.0000% 25,077,500 

2. 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深圳盖娅 83,127,250 57.3168% 2,564,750 

2 王彦直 28,489,000 19.6434% 21,631,500 

3 姜洪文 7,705,000 5.3126% 0 

4 
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00,000 

5.0334% 0 

5 黄缘 5,000,000 3.4475% 0 

6 张淑娟 4,640,000 3.1993% 0 

7 
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62,500 

1.0774% 0 

8 

北京天和思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天和3号

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 

937,500 

0.6464% 0 

9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37,500 

0.6464% 0 

10 
海宁国安精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1,250 

0.5387% 0 

合计  140,480,000 96.8619% 24,196,250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

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

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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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87,420,000  69.6574% 87,420,000 60.276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核心员工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其它 13,002,500  10.3606% 32,533,750  22.432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00,422,500  80.0179% 119,953,750  82.7089%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3,623,750  2.8875% 3,623,750  2.498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20,572,500  16.3924% 20,572,500  14.1849% 

3、核心员工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其它 881,250  0.7022% 881,250  0.607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5,077,500  19.9821% 25,077,500  17.2911% 

总股本 125,500,000  100.0000% 145,031,250  100.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2人，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0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62,500万元，其中，货币

资金将增加62,500万元；所有者权益将增加62,500万元，其中，股本

增加1,953.125万股，资本公积增加60,546.875万元（未考虑发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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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移动游戏研发、运营

业务。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股票发

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彦直。 

本次股票发行后，深圳盖娅持有公司57.3168%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王彦直直接持有公司19.6434%股份，通过深圳盖娅持有公司

57.3168%股份，共持有、控制公司76.9601%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王彦直 董事长、总经理 28,489,000 22.7004% 28,489,000 19.6434% 

2 杨卓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0 0.0000% 

3 焦洋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0 0.0000% 

4 刘滨 董事、董事会秘书 0 0.0000% 0 0.0000% 

5 赵诚 董事 0 0.0000% 0 0.0000% 

6 曾庆勇 监事会主席 0 0.0000% 0 0.0000% 

7 赵磊 监事 0 0.0000% 0 0.0000% 

8 王晓婷 职工监事 0 0.0000% 0 0.0000% 

9 李涛 财务总监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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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昆 副总经理 0 0.0000% 0 0.0000% 

11 安安 副总经理 0 0.0000% 0 0.0000% 

12 孙健 副总经理 0 0.0000% 0 0.0000% 

合计 28,489,000 22.7004% 28,489,000 19.6434%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4年度 

每股收益 0.06 -0.71 -0.14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26% -93.14% -0.56%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47 0.76 25.63 

资产负债率 19.82% 44.51% 0.48% 

流动比率（倍） 3.51 1.53 205.89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本次股票发行不作自愿锁定之安

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 盖娅互娱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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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

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 盖娅互娱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四) 盖娅互娱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 盖娅互娱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

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

在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八)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

股份支付》进行会计处理。 

(十)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的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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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

序。 

(十一)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股权代持情

况。 

(十二)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的情

况，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以及《关

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的通

知》的规定。 

(十三) 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对赌安排真实、合法、有

效。 

(十四) 经主办券商对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转系统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未被

股转系统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实质条

件。据此，主办券商认为，盖娅互娱被股转系统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

情形不会对其本次定向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

实质性法律障碍。综上,盖娅互娱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不存在应

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盖娅互娱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根据《发行业务细则》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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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的规定，本次发行应当按照规定向股转系统履行备案程序。 

（二）盖娅互娱本次发行的非自然人认购对象均为依法设立且有

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及合伙企业，自然人认购对象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国安精进的私募基金备案尚未办

理完毕外，其余认购对象均具有认购定向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盖娅互娱本次发行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会议

的议事程序、表决内容、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结果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股票发行方案》一致，本次发行的认购金已全部缴付到位。盖娅

互娱本次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发行的法律文件系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签署，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本次发行不涉及安排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不存在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故不存在资

产有重大瑕疵、需办理资产过户或因资产瑕疵导致不能过户的情形。 

（七）盖娅互娱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对补充协议中的对赌条款补充发表意

见 

在《补充协议》的上述特殊约定中，深圳盖娅、王彦直就盖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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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2016年净利润和市值向认购对象作出承诺，并针对该承诺所作出的

股权回购及回购价格安排，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盖娅互娱特定

股东之间基于股权投资关系而做出的关于投资估值调整的选择性约

定，属于具有“对赌”性质的安排；在触发上述特殊约定中涉及的股

权回购安排时，本次发行12名认购对象有权选择行使权利，亦有权选

择不行使权利。但该等安排不涉及损害盖娅互娱以及盖娅互娱其他股

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补充协议》中的上述内容有效。 

深圳盖娅及王彦直与本次发行12名认购对象所签署的《补充协

议》中关于2016年内启动盖娅互娱与A股上市公司以重组的方式实现

上市的内容，系深圳盖娅、王彦直与12名认购对象就具有“对赌”性

质的安排履行条件的约定，而不构成具有“对赌”性质安排的组成部

分。 

深圳盖娅、王彦直在其与八菱投资、黄缘分别签署的《补充协议》

中关于后续资产注入的计划，系深圳盖娅、王彦直为解决同业竞争、

规范关联交易、增强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独立性

而作出计划，不属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盖娅互

娱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成功与否不影响深圳盖娅、王彦直择机实施上

述资产注入计划。 

深圳盖娅及王彦直与国安精进所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国安

精进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与深圳盖娅、王彦直一同向A股上市公司出售

全部或部分盖娅互娱股份的内容，系基于国安精进向深圳盖娅、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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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所提出的参与盖娅互娱前述上市计划的意愿，并在相关当事人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加入《补充协议》中，不构成“对赌”性质安排的组成

部分。 

深圳盖娅、王彦直与认购对象之间的特殊约定不违反《公司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深圳盖娅、王彦直在《补充协议》中关于盖娅互娱未来市值作出

承诺不构成操纵股价的行为。 

（九）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上述发行

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行为。 

（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深圳盖娅及王彦直与国安精所达成的

《补充协议》的约定，不存在侵害公众公司利益及其他第三方合法权

益的情形，合法、有效，深圳盖娅及王彦直为履行《补充协议》的约

定而出具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

有效。 

（十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经本所律师对照《公司法》、《证

券法》、《业务规则》、《管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转系统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未被股转系统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盖娅互娱被股转系统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不会对

其本次定向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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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首次披露后，未涉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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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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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王彦直：           杨卓：         焦洋： 

 

 

赵诚：            刘滨： 

 

 

全体监事签名： 

赵磊：            曾庆勇：        王晓婷：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王彦直：           刘滨：         李涛： 

 

 

杨卓：            焦洋：         丁昆： 

 

 

孙健：            安安：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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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票发行方案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三）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