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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2          证券简称：博世科        公告编号：2023-002 

债券代码：123010          债券简称：博世转债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柳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世科”）与

柳州市人民政府经友好协商，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柳州市

环保产业发展、水污染防治、土壤修复和治理、城市智慧环卫等领域，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2、本框架协议为双方初步洽谈结果，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以正式签署

的协议或相关文件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框架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柳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就柳州市环保产业发展、水污染防治、土壤

修复和治理、城市智慧环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提高柳州市环

保治理项目的效率、建设标准和运营水平，助力柳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

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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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柳州市人民政府 

2、性质：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3、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柳州市人民政府无类似交易情况。 

5、履约能力分析：柳州市人民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具备充分的履约

能力。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柳州市人民政府 

乙方：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双方合作成立以院士团队为代表的创新平台，以创新联合体、院士搭桥

项目或创新研究院等为载体，搭建新型技术服务及人才平台，在环保新产品研发、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规划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在环

保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开展技术攻关，积极开展各类环保项目和工程的技术服务，

提高柳州市环保产业健康发展水平。 

2、乙方发挥在产业链前端的专业优势，助力柳州发展，为柳州市整体环境

规划、重大项目环境保护方面提供规划、环评、设计等全过程咨询服务；为柳州

市生态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及人居环境健康等领域提供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发

挥乙方在制浆造纸领域的技术和平台优势，帮助甲方引进国内知名制浆造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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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盘活柳州造纸行业企业，助力柳州造纸企业的整合和提质。 

3、开展环保装备业务推广合作，助力柳州智慧环卫一体化发展。以甲方在

商用车整车及产业配套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为基础，乙方充分发挥在环保技术创

新、环卫装备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方面的优势，加强与市内龙头车企的合作，将

柳州的工业创新与乙方的科技创新充分融合，共同打造广西本土强势环卫车辆品

牌。乙方将与甲方合作，在柳州市进行相关环卫车辆生产；甲方将支持乙方环卫

装备及设备的推广应用。 

4、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合作。乙方加强与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及广西柳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针对柳州市的大型污染地块修

复治理进行技术攻坚，依托乙方先进治理技术与专业大型设备制造优势，在柳州

市建设环保装备制造基地，共同打造土壤修复中心，推进柳州市土壤污染防治产

业及平台的发展，满足柳州市产业升级及土地开发再利用的需求。 

乙方充分发挥自身在土壤修复、矿山修复等领域核心专利优势，优先为柳州

市污染场地的调查评估、修复治理、生态恢复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甲方支持乙方

开展大型污染场地综合治理及矿山修复等项目。 

（三）合作机制 

1、甲方支持乙方就环保项目技术咨询、治理方案编制等领域与柳州市政府

相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就具体项目的合作模式进行深度洽谈，以实现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的目标。 

2、乙方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的组合优势和技术创新、技

术整合、资源共享平台优势，为柳州市提供“一站式”环保服务，确保环保治理

项目高效率、高标准建设和运营。 

3、自本协议订立之日起，甲方成立工作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具体项目工作

的开展。乙方组建专门工作团队，常驻柳州市，做好技术服务、落实推动项目合

作的具体事宜，确保相关项目尽快申报资金、落地建设、产生效益，推动柳州市

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四）保密条款 



                                         博览世界 科技为先 

  

 

各方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各方就合作过程

中获得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信息、用户资料等商业秘密及其他涉密事项负

有保密义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向其他方披露，但为履行本协议、相关后续协

议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披露和甲方依法依规向有关机关报告、接受审议、监

察等情况除外。 

（五）其他约定 

1、本协议确定的内容是阐述初步合作意向、目标和条件的框架性文件，不

替代具体项目协议，可作为具体项目协议的原则性指引，并不构成协议双方互相

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 

2、本协议涉及的所有事项应符合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规定，在政府职权范

围内且符合各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依法需要履行招投标、

政府采购等程序的，应按法定程序予以确定和落实。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或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经

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书面补充或修改，本协议的任何补充和修改均构成本

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本协议自协议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5、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当事人以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为指导，就具体合作事

宜进一步协商并另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各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以实际签订的

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为准。 

6、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不影响合作期间各方所签订的各项具体合作协议

的法律效力。 

7、本协议一式肆份，合作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柳州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国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和核心

零部件配套生产基地，本次公司与柳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有利于公司在柳州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配套环保技术服务、制浆造纸、智慧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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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治理、水污染防治、环保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业

务机会，有助于充分挖掘和发挥公司在纸浆漂白二氧化氯制备和新能源废旧电池

回收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优势和装备制造能力，推进项目的尽快落地实施。本协议

的签署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初步洽谈结果，具体合作项目以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公司将

根据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主要情况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的

执行情况 

是否和

预期存

在差异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公司与重庆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旨在遵守互惠共赢的战略目标基础

之上在土壤修复、固废处置等领域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切实推进渝桂两地

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履行中 否 

2020 年 4

月 15 日 

《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

暨<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履行进展的

公告》 

2020 年 8

月 3 日 

《关于<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进展的

公告》 

公司与广西环保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旨在遵守互惠共赢

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通过股权投

资、业务深度合作等方式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2020 年 8 月，广西环保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认购公

司公开增发股票成为公司国有战略

股东。 

履行中 否 

2021 年 1

月 27 日 

《关于与四川发

展环境投资集团

公司与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旨在
履行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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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 

遵守互惠共赢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

在环境综合治理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提升双方竞争力，共同实现跨越式发

展之愿景。 

2022 年 3

月 18 日 

《关于与南宁市

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公司与南宁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就南宁生活垃圾焚烧、智慧环卫、

固废处理、水环境治理、环保装备制

造、土壤修复治理、环保技术服务等

领域开展项目合作，全面提高南宁环

保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标准和

水平，持续推动绿城品质升级，助力

南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履行中 否 

2022 年 8

月 10 日 

《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公司与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签署

《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整合优势资源，共同推

进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内的深

度合作，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

资回报。 

履行中 否 

2022 年 8

月 19 日 

《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公司与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整合优势资源，共同推

进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内的深

度合作，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

资回报。 

履行中 否 

2022 年 9

月 5 日 

《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公司与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领域建立广泛

的合作。 

履行中 否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关于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 >的公

告》 

公司与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签署

《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拟在新能源电池回收领域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该

领域产教融合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深度合作。 

履行中 否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公 司 与 PT.YONG QING 

INDUSTRY(INDONESIA)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退役锂离

子电池和电池废料的回收及再生利

用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国内

外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向清洁、低

碳、高效和合理的再循环生产方式转

变。 

履行中 否 

2022 年 11 《关于签署<合作 公司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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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 框架协议 >的公

告》 

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

公司签署了《新能源电池材料回收利

用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新能源

电池回收领域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共同推进该领域产教融合和科技

创新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上述框架协议的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除此之外，最近三年公司不

存在其他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环投集团”）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国控”）

及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签订《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双飞、

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广州环投集团拟将所持博世科52,198,764

股、占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博世科总股本 10.34%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

宁国国控，本次权益变动前，广州环投集团拟通过大宗交易或二级市场减持博世

科 3,500,000 股股份，减持后其持股比例将下降至 29.98%。同日，广州环投集团

与宁国国控签署了《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广州环投集团

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99,155,880 股、占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总股

本的 19.64%的表决权在约定期限内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宁国国控行使。本次

交易完成后，宁国国控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国国控的实际控制人宁国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环投集团所持

股份不存在解除限售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事项，公司未收到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计划的通知，不存在未来三个

月内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所持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形。 



                                         博览世界 科技为先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7、本协议一式肆份，合作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七、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