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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8-080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39,427,68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398,034,348

的 9.9056% ；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0 月 12 日。 

3、鉴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洋环科”）个别股东

未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及时提供资料，致使

尚洋环科 2017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以下简称“回购

注销事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尚未办理完成，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对方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股东的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宜待回购注销事宜办理完成后进行办理。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对方朱林生等 49 名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微新技术”）股东严

格履行作出的承诺事项，相关股份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

39,427,689 股将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起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朱

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4 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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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司向朱林生等 49 名博微新技术股东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8,700,125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2.45 元），向成都尚青等 9 名尚洋

环科股东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301,202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

股发行价格 12.45 元），同时支付现金收购博微新技术 100%股权和尚洋环科 100%

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发行新股数量为 94,001,327 股，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并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2、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1）公司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相应补偿股份 1,683,659 股事宜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办理完成，公司股本总额由

402,998,675 股调整为 401,315,016 股。 

2）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关于对宁波理工环境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18 号）（以下简称“《决

定书》”）进行整改，对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进行调整并回购注销相应的追加补偿股份 471,840 股。同时，回购注销尚洋环科

2016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 2,808,828 股。公司股本总额由 401,315,016

股调整为 398,034,348 股。 

3）公司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相应补偿股份 1,372,143 股。 

由于尚洋环科个别股东未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要求及时提供资料，致使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尚未办理完成。 

待上述事项办理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398,034,348 股调整为 396,662,205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本次发行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所持股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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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锁定的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对方朱林生等 49 名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

司股东（高能投资除外）作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承诺人 主要内容 

宁波博联众达

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

（简称“博联众

达”） 

一、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合伙企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

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后，本合伙企业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解除限售。 

二、锁定期内，本合伙企业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事宜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

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

外。 

陈鹍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74.6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

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5,917,284 股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

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监测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101,671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步解除限售： 

（1）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石钶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27.8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

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4,331,208 股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

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监测股份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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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1,464,070 股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

逐步解除限售： 

（1）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江帆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44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交

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4,880,234 股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监测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439,221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步解除限售： 

（1）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廖成慧 
一、本人在 2014 年通过受让取得的博微新技术 10 万元出资额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认购取得的 338,906股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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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本人因

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理工监测股份解除限售。 

二、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其他共计 732,034 股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

步解除限售： 

（1）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

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述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上述股份数量的 40%。 

三、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朱林生等 44 名

博微新技术自

然人股东 

一、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1）理工监测通过本次交易向本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

数量的 30%； 

（2）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

30%； 

（3）审计机构对博微新技术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 40%。 

二、锁定期内，本人如因理工监测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事宜

而增持的理工监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但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

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已经完成，未出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形。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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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 主要内容 

朱林生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等关联方未从事与理工监测、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在作为理工监测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等关联方将避免以任何形式从事任何与理工监测、博微新

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

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理工监测、博

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

活动。 

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理工监测、博微

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营业务

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承

诺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理工监测、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监测、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未出

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人 主要内容 

朱林生 

本人在作为理工监测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理工监测、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股东优势地位损害理工监测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理工监测、博微新技术、尚洋环科

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4、交易对方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博微新技术除高能投资之外的全体股东承诺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2016 年度

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08 亿元、1.30 亿元和 1.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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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述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应按照

《利润补偿协议》向公司进行补偿。 

1、盈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不能实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上市公司在每年年

报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内，计算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应补偿的金额，具体补偿方式为

先由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补偿，若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标的资产交易对

方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中股份

补偿方式应先以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标的资产交易

对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以其后续年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

标的资产交易对方在补偿前先将标的资产交易对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划转至理

工监测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

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现金补偿方式根据计算确定的补偿金

额由交易对方转账至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资金账户。 

2、盈利承诺期内，每年应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业

绩承诺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总价格-

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

比例）。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

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在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

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

向回购专户中存放的全部锁定股份并予以注销。 

4、标的资产的交易对方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

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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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0%以上时，当年不进行补偿，低于 90%时，触发补偿条件；当承诺补偿期限到期

时，如果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利润数总和，需要按照前述业绩补偿计算

公式进行补偿，已经在以前年度进行补偿的净利润差额，不再重复计算。 

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标的资产

交割日当年），即利润补偿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已经完成，未出现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

2881 号），博微新技术 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909.44 万元，完成了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

4273 号），博微新技术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4,468.22 万元，累计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5,377.66 万元。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

3481 号），江西博微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9,574.99 万元，累计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44,952.65 万元。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5、关于任职期及竞业限制的承诺 

1）博微新技术任职要求及竞业限制 

（1）任职期限 

①为保证博微新技术持续稳定地开展生产经营，博联众达承诺，保证除杜红

林外的全体合伙人自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结束之日起，仍需至少在

博微新技术任职三十六个月，并与博微新技术签订合适期限的《劳动合同》，且

在博微新技术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的前提下，不得在承诺期

内单方解除与博微新技术的《劳动合同》。 

②为保证博微新技术持续稳定地开展生产经营，朱林生、万慧建、何贺、欧



 

 9 

阳强、肖树红、廖成慧、刘国承诺自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结束之日

起，仍需至少在博微新技术任职三十六个月，并与博微新技术签订合适期限的《劳

动合同》，且在博微新技术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劳动合同》的前提下，

不得在承诺期内单方解除与博微新技术的《劳动合同》。 

③存在以下情形，不视为朱林生、万慧建、何贺、欧阳强、肖树红、廖成慧、

刘国及博联众达除杜红林外的全体合伙人违反任职期限承诺： 

上述各方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死亡而当然与

理工监测或博微新技术终止劳动关系的； 

理工监测或博微新技术无劳动合同约定的理由解聘上述各方； 

因博微新技术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或《劳动合同》的情形而导致该相关人员

离职的。 

（2）竞业限制 

①朱林生、万慧建、何贺、欧阳强、肖树红、廖成慧、刘国在博微新技术工

作期间及离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受聘或

经营于任何与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业务有直接或

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公司及业务，即不能到与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

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生产、开发、经营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或有竞争关系的

其他用人单位兼职或全职；也不能自行或以任何第三者的名义设立、投资或控股

与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有任何竞争关系或利益冲

突的同类企业或经营单位，或从事与博微新技术有竞争关系的业务；并承诺严守

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秘密，不泄露其所知悉或掌

握的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的商业秘密。 

②博联众达除杜红林外的全体合伙人，在博微新技术工作期间及离职之日起

二十四个月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受聘或经营于任何与理工监

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

之公司及业务，即不能到与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

生产、开发、经营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或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或

全职；也不能自行或以任何第三者的名义设立、投资或控股与理工监测及其控股

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有任何竞争关系或利益冲突的同类企业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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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从事与博微新技术有竞争关系的业务；并承诺严守理工监测及其控股子

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秘密，不泄露其所知悉或掌握的理工监测及其控

股子公司、博微新技术及其下属公司的商业秘密。 

③朱林生、万慧建、何贺、欧阳强、肖树红、廖成慧、刘国及博联众达除杜

红林外的全体合伙人，从本协议生效日起至从博微新技术离职二十四个月内，不

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劝喻、拉拢、雇佣）导致博微新技术或其他

经营团队成员离开博微新技术，也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与离开博微新技术的经

营团队成员合作或投资与博微新技术有相同或竞争关系的业务，更不得雇佣博微

新技术经营团队成员（包括离职人员）。 

④朱林生、万慧建、何贺、欧阳强、肖树红、廖成慧、刘国及博联众达除杜

红林外的全体合伙人，不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侵占、受贿、舞弊、

盗窃、挪用等不当或不法手段和方式）损害或侵害博微新技术利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任职期及竞业限制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未出现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6、特定情况下股份锁定的承诺 

交易对方博联众达、朱林生等 48名博微新技术自然人股东承诺：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

司/本企业/本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

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本企业/本人的

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

公司/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

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

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二）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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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 年 10 月 12 日；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39,427,68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9056% ；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49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朱林生 8,011,176 8,011,176 
现为公司董事，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901,640 股。 

2 陈鹍 5,957,953 5,957,953  

3 石钶 4,916,836 4,916,836  

4 江帆 5,055,923 5,055,923  

5 万慧建 1,602,343 1,602,343  

6 何贺 1,361,043 1,361,043  

7 欧阳强 1,220,058 1,220,058 
现为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为 3,050,146 股。 

8 徐冬花 544,960 544,960  

9 于永宏 488,024 488,024  

10 廖成慧 631,720 631,720  

11 刘国 341,617 341,617  

12 肖树红 292,813 292,813  

13 胡海萍 195,209 195,209  

14 潘逸凡 195,209 195,209  

15 陈潜 185,448 185,448  

16 勒中放 175,689 175,689  

17 庄赣萍 175,689 175,689  

18 吴师谦 175,689 175,689  

19 魏珍 175,689 175,689  

20 芦运琪 175,689 17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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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玉珍 175,689 175,689  

22 方雪根 175,689 175,689  

23 应裕莲 175,689 175,689  

24 勒中坚 175,689 175,689  

25 胡梦平 175,689 175,689  

26 陈勇 175,689 175,689  

27 陈庆凤 175,689 175,689  

28 张宇 175,689 175,689  

29 李丕同 175,689 175,689  

30 陈建中 175,689 175,689  

31 孙新 97,605 97,605  

32 皮瑞龙 97,605 97,605  

33 尚雪俊 97,605 97,605  

34 许丽清 97,605 97,605  

35 李仲逸 97,605 97,605  

36 刘涓 97,605 97,605  

37 姜庆宽 87,844 87,844  

38 黄而康 87,844 87,844  

39 姜妙龙 87,844 87,844  

40 任金祥 87,844 87,844  

41 伍伟琨 87,844 87,844  

42 刘国强 87,844 87,844  

43 龙元辉 58,562 58,562  

44 刘淑琴 58,562 58,562  

45 黄海平 29,281 29,281  

46 曾祥敏 29,281 29,281  

47 邱前安 29,281 29,281  

48 王柳根 29,281 29,281  

49 
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445,080 4,445,080 

 

合计  39,427,689 39,427,689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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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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