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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578        证券简称：泡泡玛特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

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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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宁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5年 10月 29 日 

实缴出资 859.7399万元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3号

楼 3单元 25层 3单元 132902 

邮编 100083 

所属行业 投资管理 

主要业务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 资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1HT899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企业名称 天津葩趣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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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宁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7年 7月 7日 

实缴出资 1826.7301万元 

住所 

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 105号 

读者新媒体大厦第三层办公室 A区 

311 房间（TG第 316号） 

邮编 300000 

所属行业 投资管理 

主要业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TDCW3F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王宁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泡泡玛特是集潮流商品零售、艺术家 

经纪、新媒体娱乐化平台和大型展会 

举办于一体的 IP综合运营服务集团。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3号 

楼 25层 3单元 132901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泡泡玛特 47.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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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王宁持有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37.90%股份，持有天津葩趣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65.70%股份 

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王宁在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天津葩趣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王宁、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葩趣科

技中心 （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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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名称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69,214,485

股，占比

59.9487% 

直接持股 10,045,399股，占比 8.7006%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9,169,086

股，占比 51.2481%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69,061股，占比

20.500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69,951,731

股，占比

60.5872% 

直接持股 10,045,399股，占比 8.7006%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9,906,332

股，占比 51.8866%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06,307股，占比

21.139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天津葩趣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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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69,214,485

股，占比

59.9487% 

直接持股 4,335,097股，占比 3.754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4,879,388

股，占比 56.193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69,061股，占比

20.500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69,951,731

股，占比

60.5872% 

直接持股 5,072,343股，占比 4.393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4,879,388

股，占比 56.193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06,307股，占比

21.139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宁 

股份名称 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69,214,485

股，占比

直接持股 54,833,989股，占比 47.493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4,38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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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487% 股，占比 12.4554%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69,061股，占比

20.500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69,951,731

股，占比

60.5872% 

直接持股 54,833,989股，占比 47.493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117,742

股，占比 13.093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406,307股，占比

21.139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545,424股，占比

39.4482%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计划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2017年 1 月 25日，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权益变动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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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 

2019年 3 月 18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葩趣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变动方式，增持挂牌公

司 737,246 股。增持后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比例从

59.9487%变为 60.5872%。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的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葩趣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自愿增

持，并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盘后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宁、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葩趣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无涉及的相关协议、行政划转或变更、法院裁定等文件。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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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宁身份证复印件、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 

照、天津葩趣科技中心（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宁、北京泡泡玛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葩趣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2019年 3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