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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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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8,708,434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周五）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能环境”或“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 

（一）限售股核准情况 

2020 年 6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核准北京高能时代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065 号），核准高能环境向柯朋发行 18,981,018 股股份、向宋

建强发行 12,742,477 股股份、向谭承锋发行 7,972,24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

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70,000,000 元。 

（二）限售股登记情况 

由于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由 10.01 元/股调整为 9.94 元/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

数量由 39,695,742 股调整为 39,975,291 股。 



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数为 39,975,291 股，均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柯朋、宋建强和谭承锋，根

据公司与上述发行对象签署的相关协议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函，柯朋、宋建强和

谭承锋所持股份在实现上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4 个月和 36 个月后分 3 期解锁，每期可解锁比例分别为 30%、30%和 40%。 

具体的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期数 锁定条件 可解锁股份 

第一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 年度湖北高能鹏富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高能鹏富矿业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以下简称“高能鹏富”）/靖远高

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原名称为“靖远宏达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以下简称“靖远高

能”）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经

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

（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

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3

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如

有） 

第二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1 年度高能鹏富/靖

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

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

（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

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3

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如

有） 

第三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2 年度高能鹏富/靖

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

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

（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

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4

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如

有）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2-262 号）和《关于靖



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2-

261 号），高能鹏富及靖远高能 2021 年度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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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8,474.32 万元和 7,460.78 万元，超过业绩承诺，

2021 年度交易业绩承诺完成。 

本次可解禁限售股为柯朋、宋建强和谭承锋取得的股份总数的 30%，受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7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影响，柯朋、宋建强和谭承锋取得的尚未解锁的限售股份总数

变为 43,653,020 股，本次解禁限售股数量为 18,708,434 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

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周五），具体解禁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持股及限售情况 
本次可解锁股

份数 
解锁比例 

柯朋 

锁定 12 个月：7,454,727股（已解锁）； 

锁定 24 个月：8,945,674股； 

锁定 36 个月：11,927,567股。 

8,945,674股 30% 

宋建强 

锁定 12 个月：5,004,562股（已解锁）； 

锁定 24 个月：6,005,474股； 

锁定 36 个月：8,007,304股。 

6,005,474股 30% 

谭承锋 

锁定 12 个月：3,131,072股（已解锁）； 

锁定 24 个月：3,757,286股； 

锁定 36 个月：5,009,715股。 

3,757,286股 30% 

注：上表锁定 12 个月的股份为 2021年 7 月 22日当日解锁数量，锁定 24 个月和 36 个

月的股份为考虑了 2021年利润分配转增股本影响后的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发行前的 754,517,541 股

变更为 794,492,832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高能时代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2、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发行前的

794,492,832 股变更为 806,290,876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

能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 

3、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646,600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806,290,876 股变更为 805,644,276 股，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2）。 

4、2020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899,374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805,644,276 股变更为

806,543,650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146）。 

5、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3,130,215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806,543,650 股变更为

809,673,865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6、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2,331,295 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 809,673,865 股变更为 812,005,160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3）。 

7、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司股份由于自主行权新增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840,183 股，故公司股份总数由 812,005,160 股增加至

812,845,343 股；2021 年 6 月 7 日，公司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812,845,343 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回购股份 531,000

股后，即以 812,314,34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56,862,004.01 元；每股转增股份 0.30 股，共计转增股份

243,694,303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812,845,343 股变更为 1,056,539,646 股，详情请

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由 39,975,291 股调

整为 51,967,878 股。 

8、2021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589,205 股，公司

股份总数由 1,056,539,646 股变更为 1,057,128,851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0）。 

9、202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1,013,757 股；首

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4,352,017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1,057,128,851 股变更为 1,062,494,625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10、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 234,000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1,062,494,625 股变更为 1,062,260,625 股，详情

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88）。 



11、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1,778,981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1,062,260,625 股变更为 1,064,039,606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12、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1,448,463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1,064,039,606 股变更为 1,065,488,069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13、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股份由于自主行权新增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412,918 股，故公司股份总数由 1,065,488,069 股增加至

1,065,900,987 股；2022 年 6 月 17 日，公司根据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的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公

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065,900,987 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回购股份

531,000 股后，即以 1,065,369,987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4,575,899.09 元；每股转增股份 0.20 股，共计转增

股份 213,073,997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1,065,900,987 股变更为 1,278,974,984 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未解锁的限售股份数量

由 36,377,517 股调整为 43,653,020 股。 

14、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共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406,304 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 1,278,974,984 股变更为 1,279,381,288 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2-06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279,381,28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50,145,35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229,235,938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柯朋、宋建

强、谭承锋 

减少及规范关

联交易 

1、本人及本人关联方将尽可能控制并减少与高能环境及其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高能环境股东之

地位谋求高能环境或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

或本人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高

能环境股东之地位谋求与高能环境或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

优先权利。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按照高能环境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相关审批程序。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

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高能环境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高能环境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2、如因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

高能环境或其子公司造成的损失，本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避免同业竞争 

1、本人以及本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目前不拥

有及经营任何在商业上与上市公司、高能鹏富/靖远高能所

从事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业务有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业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未经上市

公司同意，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置

及资源化利用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亦

不会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的其他企业或实体；如在上述期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

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从事的固

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

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形

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

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3、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的承诺，如因本人违反上述

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柯朋、宋建

强、谭承锋 

股份锁定及质

押安排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2、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的可实现性，前述

12个月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按照

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分期进行解锁。具体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

下： 

期数 锁定条件 可解锁股份 

第 

一 

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12个

月后，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年度高

能鹏富/靖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

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

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晚满

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本人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股

份总数 *30%

扣除应补偿股

份数（如有） 

第 

二 

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24个

月后，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1年度高

能鹏富/靖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

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

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晚满

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本人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股

份总数 *30%

扣除应补偿股

份数（如有） 

第 

三 

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36个

月后，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2年度高

能鹏富/靖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且已

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

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晚满

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本人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股

份总数 *40%

扣除应补偿股

份数（如有） 

3、如果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何一个年度结束后，高能鹏富/靖

远高能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80%，则本

人作为补偿义务人持有的扣除股份补偿后剩余锁定的股份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限售期自动延长12个月并按照下一限售期间锁定股份进行

处理。 

4、本人进一步承诺并同意，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本人以通

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的，应保证本人

届时持有的未质押股份的比例不低于对应当年可解锁股份

的比例，以确保本人拥有充足的股份履行潜在股份补偿义

务。且在签署正式质押协议前10个工作日内需向上市公司提

出书面申请并附拟签署的质押协议文本（质押协议中应明确

规定：质权人知悉相关股份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质权人

同意该等股份优先用于业绩补偿，且在业绩承诺期内或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质权人处置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质

押股份数量减去尚未解锁的股份数量），待取得上市公司董

事长签署的书面同意函后，方可签署质押协议。质押协议签

署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人应将质押协议原件报备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有权根据高能鹏富/靖远高能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要求本人降低股权质押的比例。 

5、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由于上市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

诺。 

6、若本人上述股份锁定及质押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

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7、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人违反本承诺函相关条

款的，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柯朋、宋建

强、谭承锋 

服务期限和竞

业禁止 

一、关于服务期限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本人将继续在高能鹏富/靖远高能

任职，确保高能鹏富/靖远高能实现承诺利润。 

二、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1、在本次交易前，除高能鹏富/靖远高能外，本人未从事与

高能鹏富/靖远高能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未在

与高能鹏富/靖远高能有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的

单位工作或任职，包括但不限于：以投资、合作、承包、租

赁、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上述业务，或者直接到上述单位任

职；并承诺今后所有兼职行为、对外投资行为必须经高能鹏

富/靖远高能董事会批准。 

2、在高能鹏富/靖远高能任职期间以及本人离职之后两年

内，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

参照现行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负有竞业禁止义务；未经高能环境同意，本人及本人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可能与高能鹏富/靖

远高能业务相同、相似或相竞争的活动，也不会直接或间接

在与高能鹏富/靖远高能业务相同、相似或相竞争的企业中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任职或拥有权益。 

本人违反前述承诺的，应当将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的经营

利润、工资、报酬等全部收益上缴高能环境，前述赔偿仍不

能弥补高能环境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的，本人将赔偿高能环境

遭受的损失。 

柯朋、宋建

强、谭承锋 

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平等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保证上

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保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规范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

金。 

柯朋、宋建

强、谭承锋 

不存在内幕 

交易 

1、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本次交

易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

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2、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将自愿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及

上市公司股东造成的损失。 

宋建强、谭承

锋 
标的资产权属 

1、本人已经依法对靖远高能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

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本人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2、本人合法持有靖远高能股权，有权将所持股权进行处置。

本人所持有的靖远高能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安排、不

存在股份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股权未设定任何

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

查封、拍卖本人持有靖远高能股权之情形；本人保证此种状

况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高能环境名下之日，相关股权的过户

不存在法律障碍。 

3、截至本承诺出具日，靖远高能不存在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前，本人保证靖远高能正常、有序、

合法经营；保证未经高能环境书面同意，靖远高能不进行与

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

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靖远高能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

之行为。 

4、本人保证靖远高能及本人不存在限制本人转让靖远高能

股权的任何情形。 

5、除已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靖远高能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形。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柯朋 标的资产权属 

1、本人已经依法对高能鹏富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

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本人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2、本人合法持有高能鹏富股权，有权将所持股权进行处置。

本人所持有的高能鹏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安排、不

存在股份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除本人所持高能鹏富

股权质押给高能环境外，该股权未设定其他任何抵押、质押

等他项权利，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

本人持有高能鹏富股权之情形；本人承诺质押给高能环境的

股权在基于本次交易将该股权过户给高能环境之前，须应高

能环境的要求配合高能环境解除质押登记，本人保证所持高

能鹏富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至该股权登记至高能环境之前，不

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保证股权过户不存在法律

障碍。 

3、截至本承诺出具日，高能鹏富不存在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前，本人保证高能鹏富正常、有序、

合法经营；保证未经高能环境书面同意，高能鹏富不进行与

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

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高能鹏富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

之行为。 

4、除本人所持高能鹏富股权质押给高能环境外，本人保证高

能鹏富及本人不存在限制本人转让高能鹏富股权的其他情

形。 

5、除已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高能鹏富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形。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柯朋 
诚信与合法合

规情况 

1、本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固定居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协议及履行协议项

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即本人不涉及因涉嫌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

尚未结案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3、2015年2月3日，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

下陆刑初字第0016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本人犯环境污

染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已缴纳）。除此之外，

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案件。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4、本人曾因对外提供担保而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被

执行人，具体情况如下： 

历史被执行人 

序

号 
案号 立案日期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 

（元） 

1 
(2019)鄂0281

执1845号 

2019-07-

16 

大冶市人

民法院 
11,560,491 

2 
(2018)鄂0281

执347号 

2018-01-

18 

大冶市人

民法院 
2,422,990 

历史失信被执行人 

序

号 
案号 发布日期 执行法院 

1 

(2018) 鄂

0281 执 347

号 

2018-02-05 大冶市人民法院 

上述执行案件中，本人被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被执行人均系

未按期履行担保义务所致，目前上述案件均已执行完毕并结

案。除上述被执行情况外，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其他重大

失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的情况等。 

5、本人符合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条件，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作为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 

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不存在重大遗漏。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宋建强、谭承

锋 

诚信与合法合

规情况 

1、本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固定居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拥有与上市公司签署协议及履行协议项

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即本人不涉及因涉嫌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

尚未结案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3、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案

件。 

4、本人最近五年诚信状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包



承诺方 承诺事项摘要 主要承诺内容 

括但不限于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5、本人符合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条件，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作为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 

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不存在重大遗漏。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柯朋、宋建强和谭承锋

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约定。 

柯朋、宋建强和谭承锋所持的上市公司股份解锁后，转让该等股份时将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

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8,708,434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周五）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柯朋 20,873,241 1.63 8,945,674 11,927,567 

2 宋建强 14,012,778 1.10 6,005,474 8,007,304 

3 谭承锋 8,767,001 0.69 3,757,286 5,009,715 

合计 43,653,020 3.41 18,708,434 24,944,586 

五、股本变动结构情况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0,145,350 -18,708,434 31,436,91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50,145,350 -18,708,434 31,436,916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A 股 1,229,235,938 +18,708,434 1,247,944,3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229,235,938 +18,708,434 1,247,944,372 

总股本 1,279,381,288 0 1,279,381,288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

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高能环境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发行前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高能环境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