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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28日，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提
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为优化公司整体融资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根据各子公司及相关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预测，提
出公司2019年度财务资助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务概述
1、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借款额度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与公司的关系

提供财务资助
的最高额度

1

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00.00

2

上海悉浦奥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0,000.00

3

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000.00

吉林奥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000.00

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000.00

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500.00

7

格尔木阳光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500.00

8

上海奥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合 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的控股资子公司
公司的合营子公司

1,000.00
15,000.00
1,000.00
101,000.00

4
5
6

9
10

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

辽宁奥克
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2、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向各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将用于其日常生产经营或项目建设，财务资
助期限与各子公司协商确定。其中：公司向合营公司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的财务资助将以委托贷款的形式开展，将要求其他股东南京扬子石化实业总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等比例的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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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为各公司可获得财务资助的最高余额，可以循环
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从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以后额度即行恢复。
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总裁或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决定提供财务
资助的具体事宜，期限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3、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资金占用费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亦可上浮但上浮最高不超过银行同
期基准贷款利率的 40%。
4、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仪征市扬州化学工业园区沿江路3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批发（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
目经营）；环氧乙烷衍生品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销售（以上均不
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切割液、聚羧酸减水剂、碳酸酯合成应用技
术研发及技术转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73,620.08 万元，净资产为 110,265.94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249,904.62 万
元，净利润为 22,939.62 万元。
2、上海悉浦奥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5号B座702-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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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董振鹏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批发、不带储
存设施）经营品名详见许可证（除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橡胶原料及制品、木材及制品、针纺织原料及制品（除棉花）、食用农产品、矿
产品（除专控）、贵金属、有色金属、金属材料（以上除稀炭金属）、塑料、建
筑材料、机电产品及设备、五金交电、日用品、文体用品、工艺品、装饰材料的
销售，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道路货
物运输代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悉浦奥进出口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海悉浦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为21,317.77万元，净资产为2,535.8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153,788.24万元，
净利润为770.03万元。
3、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化学工业区化工大道128号
法定代表人：王树博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不含国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品经营（票面）
（易燃液体：丙烯酸、乙二醇乙醚；易燃固体：苊；易燃气体：氨；加压气体：
二氯二氟甲烷；皮肤腐蚀/刺激：2-氨基乙醇；急性毒性-经口：2-巯基乙醇、巯
基乙酸、2-巯基丙酸）（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在核定
的期限内方可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28,069.27
万元，净资产为14,021.2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87,309.32万元，净利润为
2,720.76万元。
4、吉林奥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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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大街980号
法定代表人：朱宗将
经营范围：醇醚制造；聚醚（不含危险化学品）、聚羧酸减水剂（不含危险
化学品）、表面活性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销售及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奥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吉林奥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1,079.03万元，净资产为6,010.91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20,535.73万元，净
利润为235.15万元。
5、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茂名石化工业区一区北片E-03（西）
法定代表人：朱宗将
经营范围：生产：聚乙二醇系列、聚羧酸系减水剂、聚羧酸系减水剂聚醚、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系列、脂肪酸酯聚醚系列、醇胺聚醚系列、聚醚多元醇、表面
活性剂（以上项目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批发（无仓储）：环氧
乙烷、环氧丙烷、、甲醇、乙醇、2-丙烯-1-醇（烯丙醇）、苯乙烯[稳定的]、2丁烯-1-醇（丁烯醇）、氢氟酸、磷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以上许可经营项
目按照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销售：脂肪醇、乙二
醇、二乙二醇、乳酸及其他不属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化工产品和化工原
料；化工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28,341.94
万元，净资产为20,931.0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98,810.82万元，净利润为
3,871.95万元。
6、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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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阜宁县陈集镇陈闸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陈述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照明设备、风力发电机
组与送变器、太阳能发电系统设计、研发、销售、安装；光伏电力技术开发、设
计、咨询服务；羊饲养；内陆养殖（除水产苗种）；谷物、牧草、水果种植。（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为 10,041.97 万元，净资产为 3,022.58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94.99 万元，
净利润为 1,189.80 万元。
7、格尔木阳光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出口 7 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陈述
经营范围：光伏并网电站建设及运营（以上项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
可经营）。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及光伏电站相关设备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格尔木阳光能源电力有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格尔木阳光能源电力有限公
司的总资产为 23,624.87 万元，净资产为 11,764.89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2,715.50 万元，净利润为-153.63 万元。
8、上海奥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 725、728 室
法定代表人：董振鹏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
化工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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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成立。
9、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40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隆丰镇石化北路东段 718 号
法定代表人：董振鹏
经营范围：研发油脂化学品、石油制品；表面活性剂、造纸化学品、油田化
学品、生物工程化学品、日化产品专用化学品、金属表面处理剂、皮革化学品、
塑料助剂、橡胶助剂、选矿药剂、高分子聚合物添加剂、合成洗涤剂、化妆品的
制造、技术推广及销售本公司产品，销售石油制品、专用化学产品【包括正己烷、
石脑油（有效期至 2019 年 7 月 7 日）】；自有房屋的租赁。（以上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
外，涉及许可证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87.75%股权，嘉业石化有限公司
持有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2.25%股权。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
总资产为 76,771.78 万元，净资产为 30,050.00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3,057.49 万元，净利润为 1,633.04 万元。
10、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开发土地 2A-4-1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童志武
经营范围：环氧乙烷衍生化学品（聚乙二醇系列产品、聚乙二醇单甲醚）的
生产、研发和销售，并提供相关工程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50%股权，南京扬子石化实业总公司持
有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50%股权。南京扬子石化实业总公司将按持股比例
提供等比例的财务资助。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3,726.66 万元，净资产为
16,551.02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42,655.61 万元，净利润为 880.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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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各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所需，2019年度公司合计提供
总额不超过101,000万元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对象除合营公司南京扬子奥克化
学有限公司外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另一
股东将按持股比例提供等比例的财务资助，财务风险可控，可有效提高公司整体
的资金使用率。前述财务资助收取合理的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关于2019年度为相关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
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合规，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2019年度提供财务资助额
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公司在保证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合
计不超过101,000万元的财务资助，除合营公司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外其
余资助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南京扬子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另一股
东将按持股比例提供等比例的财务资助；前述财务资助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14,711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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