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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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

创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它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必创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根据必创科技与北京卓立汉光仪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立汉光”）股东签署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卓立汉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之业绩补偿协议》，必创科技拟通过向卓立汉光股东以发行股份（向卓立汉光

股东合计直接发行 17,559,893 股股票，其中向丁良成直接发行 5,863,660 股股票，

向北京卓益发行 2,401,655 股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向卓立汉光实际控制人丁良

成直接发行 31 万张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所持有的卓立汉

光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及可

转换债券转股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0.00%增至 6.91%；如考虑可转换债券转股，不考虑

募集配套资金，假设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按照初始转股价格将全部可转换债券转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

例将由 0.00%增至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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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可转换债券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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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丁良成和北京卓益 

北京卓益 指 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必创科技、公司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卓立汉光 指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丁良成等 40 名交

易对方 
指 

丁良成、北京金先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卓益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大明、胡水石、张志涛、

丁岳、路亮、帅斌、董磊、张恒、邵文挺、赵怡然、姜

明杰、赵士国、常崧、陈平、张建学、苏秋城、肖成学、

吴军红、吴京航、张亮、陈兴海、严晨、叶磊、税先念、

霍纪岗、吴春报、邹翔、赵松倩、于洋、黄蓓、张瑞宝、

杜勉珂、仲红林、张义伟、任放、李春旺、冯帅 

本次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本

次重组 
指 

必创科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上市公司、必创科技、公司 指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卓立汉光 指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丁良成 

1、基本情况 

姓名 丁良成 曾用名 -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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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无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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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京卓益 

1、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丁良成 

出资额 2024.0549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01AA4L7C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环科中路 16 号 24 幢 2 层 202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8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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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8-02-01 至 2048-01-31 

2、主要合伙人情况 



 

 

序号 名称 合伙人身份 出资额（万元） 出资额占比 

1 丁良成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 
45.57 2.25% 

2 
北京卓慧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63.74 47.61% 

3 姜明杰 有限合伙人 165.00 8.15% 

4 张志涛 有限合伙人 82.50 4.08% 

5 邵文挺 有限合伙人 82.50 4.08% 

6 路亮 有限合伙人 66.00 3.26% 

7 崔文博 有限合伙人 49.50 2.45% 

8 邹翔 有限合伙人 49.50 2.45% 

9 韩莉 有限合伙人 49.50 2.45% 

10 张建学 有限合伙人 49.50 2.45% 

11 冯帅 有限合伙人 49.50 2.45% 

12 赵士国 有限合伙人 41.25 2.04% 

13 杜勉珂 有限合伙人 33.00 1.63% 

14 任放 有限合伙人 33.00 1.63% 

15 续金旭 有限合伙人 33.00 1.63% 

16 白强 有限合伙人 33.00 1.63% 

17 刘春翠 有限合伙人 33.00 1.63% 

18 仲红林 有限合伙人 24.75 1.22% 

19 梅盼 有限合伙人 24.75 1.22% 

20 李敏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1 李春旺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2 舒一军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3 吴春报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4 佟飞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5 严晨 有限合伙人 16.50 0.82% 

26 霍纪岗 有限合伙人 8.25 0.41% 

27 赵松倩 有限合伙人 8.25 0.41% 

合计 2,024.05 100.00% 

3、企业负责人情况 

北京卓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丁良成，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一、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情况”之“（一）丁良成”。 

https://www.qichacha.com/pl_pdc2624ac521e68969b927aaf0c50406.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64802ff4f67054812111876f85cd62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64802ff4f67054812111876f85cd62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9d01450e5fb561dc5535910346bcc7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5cfc8bd5d2216f7ebb072b8610cf59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c83d50597d2f5c7ac4c40fb06142c8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001f5c983a42f12bde36a43f556076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37c82f73f47028aff5fc315ad16ef1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3f09c85b2bfb595693d089e1f63bf4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9dd39b7e73a61a165e27adb7582ede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cfb8ea8902f760ccd1b50071e7880a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d5bb31d12465a42ece62924fdad76f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427ea5660d23c9a4f99d7f9d11cfb1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100d260baa2865650ca71fc1f5f764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5981f6e20329acaff44cdba3e3812d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616aaafe0741114be47e33debc3037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68c540e1110d5029ba43dba0a2cb92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e29096fee8a90661ac454e278c6a22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1fbe52af16708759257934191eb245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40c1a1ecfb1e5434317775c7d616cc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27ca8205a1ca8c85bd27d864fe66f2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50dec4c566799b13c36aa805bdfc6a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6a64218bd06ba3c783a61aa07fe6c8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82931edf38e021e1b594d964285472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831a72197c29d10b5caf306fbd6117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d7b007ce01039cbb30aaff37bf4256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2115f7533c0e11796cf0f32d458a9f5.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79caed926254dddffd74aee947ac016.html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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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卓益无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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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卓益之

执行事务合伙人，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必创科技拟通过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卓立汉光股权引起的。 

为完善产业布局，拓展上市公司业务体系以及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必

创科技拟通过向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在内的卓立汉

光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卓立汉光 100%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和

可转换债券以外，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继续增加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必创科技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未持有必

创科技股份。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和可转换债券转股的情况下，本次权益变动

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103,849,000 股增加至 121,454,923 股，其中信息披露义务

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获得上市公司增发的 8,286,981 股股份，持有

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0.00%增至 6.82%。如考虑可转换债券转股，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假设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按照初始转股价格将全部可转换债券转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103,849,000 股增加至 122,809,226 股，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获得上市公司增发的

9,641,284 股股份，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0.00%增至 7.8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发行新股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必创科技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丁良成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在本次权益变动中取得的

股份和可转换债券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总额（元） 

股份对价 

（元） 

定向可转

债对价

（元） 

现金对价 

（元） 

直接发

行股份

数（股） 

发行定

向可转

债数量

（张） 

定向可转债

按照初始转

股价格转股

后的股份数

量（股） 

1 丁良成 236,530,000 134,571,000 31,000,000 70,959,000 5,879,030 310,000 1,354,303 

2 

北京卓益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740,000 55,118,000 - 23,622,000 2,407,951 - - 

合计 315,270,000 189,689,000 31,000,000 94,581,000 8,286,981 310,000 1,354,303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1、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之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如下表：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9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交易日均价 25.50 22.95 

定价基准日前 60 交易日均价 26.48 23.83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交易日均价 27.06 24.35 

上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 22.95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

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

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019 年 5 月 20 日，必创科技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人民币（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6,120,000.00 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实施完毕，必创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按照上述调整办法相应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22.89 元/股。 

2、发行可转债的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发行股份部分的定价基准确定，即

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发行股份部分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即 22.95 元/股，经交易双方商定，确定为 22.95 元/股。 

必创科技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

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实施完毕，本次发行可

转换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参照发行股份部分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即初始转股价

格不低于 22.89 元/股。 

对于本次交易中定向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交易各方约定了转股价格向上/向

下修正条款、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提前回售条款等特殊安排，具体内容参见必

创科技 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告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提请投资者注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上市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初

始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补偿安排详见必创科技 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告的《北

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四）股份、可转换债券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的股份及可转换债券锁定期安排详见必创科技 2019 年 8月 14日公

告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最近

一年及一起内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六）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为使标的公司全面融入上市公司企业文化，并激励经营团队的经营热情，各

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当年，上市公司向标的公司交易对方进行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为实施该次股权激励所确认的管理费用总额为 3,000 万元。除此之外，

如未来上市公司拟进行其他股权激励，亦将标的公司的核心经营团队纳入股权激

励范围。 

（七）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详见必创科技

2019 年 8 月 14 日 披 露 的 信 永 中 和 出 具 的 卓 立汉 光 《 审 计 报 告 》

（XYZH/2019BJA120186 号）和华亚正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

报字[2019]第 A05-0010 号）。 

四、本次权益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一）已履行的程序 

1、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2、2019 年 8 月 12 日，标的公司股东之北京金先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召开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2019 年 8 月 12 日，标的公司股东之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4、2019 年 8 月 13 日，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5、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正式方案等相关议案。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以取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为前提，未取得前述核准前不得实施。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出具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未有买卖必创科技股票的

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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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良成身份证复印件、北京卓益营业执照； 

2、必创科技与卓立汉光全体股东签订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

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必创科技与卓立

汉光全体股东签订的《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之业绩补偿协议》、《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3、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1、置备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 1 号汇众 2 号楼 710 室； 

2、联系电话：010-82784200； 

3、联系人：胡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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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良成 

 

 

2019 年 8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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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             

丁良成 

  

  

  

2019 年 8 月 14 日 



 

 

 

附表: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必创科技 股票代码 30046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丁良成、北京卓益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丁良成：北京市西城区

********* 

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市通

州区环科中路 16 号 24 幢 2

层 202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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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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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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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变动数量：9,641,284 股          变动比例：7.85%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债券转股的情况下，本次权益变动后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103,849,000 股增加至 121,454,923 股，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丁

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获得上市公司增发的 8,286,981 股股份，持有上市公

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0.00%增至 6.82%。如考虑定向可转换债券转股，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假设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按照初始转股价格将全部可转换债券转股，本次

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103,849,000 股增加至 122,809,226 股，其中信息披

露义务人丁良成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卓益获得上市公司增发的 9,641,284 股股份，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 0.00%增至 7.8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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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 对公司 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丁良成 

 

 

2019 年 8 月 14 日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卓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 

                         丁良成 

  

  

  

201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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