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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038        证券简称：信维科技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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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龙、王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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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刘云龙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2年 8月 21日 

实缴出资 5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3号 37006室 

邮编 100085 

所属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主要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

据处理；计算机维修；销售软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通讯

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公告编号：2019-026 

2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5135890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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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刘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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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面向电信、广电、电力等行业提供测

试维护设备、光纤传 感仪器、运维管

理系统等产品和解决方案，业务范围

涵盖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与

系统集成。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3号 37008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权益变动前占 20.02%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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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9-026 

3 
 

姓名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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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面向电信、广电、电力等行业提供测

试维护设备、光纤传 感仪器、运维管

理系统等产品和解决方案，业务范围

涵盖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与

系统集成。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3号 37008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权益变动前占 11.61%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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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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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龙持有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70%的股份。王勇持有北京卓

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30%的股

份。刘云龙和王勇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的协议，承诺双方在

股东大会、董事会相关决议中表决意见

一致，协议有效期限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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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刘云龙为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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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龙、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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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5）年自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2023）年（3）

月（19）日；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云龙 

股份名称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19年 10月 21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3,938,078

股，占比

39.86% 

直接持股 12,022,728股，占比 20.02% 

间接持股 3,460,993股，占比 5.76%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8,454,357股，占

比 14.08%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692,726 股，占比 16.1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4,020,078

股，占比

40.00% 

直接持股 12,022,728股，占比 20.02% 

间接持股 3,518,393股，占比 5.86%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8,478,957股，占

比 14.12% 

所持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74,726 股，占比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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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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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勇 

股份名称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19年 10月 21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3,938,078

股，占比

39.86% 

直接持股 6,971,074股，占比 11.61% 

间接持股 1,483,283股，占比 2.47%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483,721股，

占比 25.78%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692,726 股，占比 16.1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4,020,078

股，占比

40.00% 

直接持股 6,971,074股，占比 11.61% 

间接持股 1,507,883股，占比 2.51%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541,121股，

占比 25.88%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74,726 股，占比 16.2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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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19-026 

6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19年 10月 21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3,938,078

股，占比

39.86% 

直接持股 4,944,276股，占比 8.2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8,993,802股，

占比 31.63%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692,726 股，占比 16.1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4,020,078

股，占比

40.00% 

直接持股 5,026,276股，占比 8.3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8,993,802股，

占比 31.63%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74,726 股，占比 16.2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45,352 股，占比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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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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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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公司股东刘云龙和王勇签署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且为实

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993,802 股，持股比例

31.63%，通过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4,944,276股，持股比例 8.23%，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3,938,078 股，持股比例 39.86%。本次北京卓

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做市转让增持 82,000

股，刘云龙、王勇、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拥有权益比例从 39.86%变为 40.00%。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信息披露人自愿增持。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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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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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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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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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本次权益变动进行了如实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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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和营业执照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云龙、王勇、北京卓实创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019 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