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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2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8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克股份 股票代码 3000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帅 张君、裴静 

电话 021-69830086 021-698300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国家会展中心 B

办公楼 728室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国家会展中心 B

办公楼 728室 

电子信箱 oxiranchem@126.com oxiranchem@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18,733,978.94 3,116,538,221.72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772,219.73 83,465,458.98 -4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5,377,898.72 69,739,978.21 -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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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252,569.17 182,606,860.56 -76.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2.60% 下降 1.1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588,170,583.77 6,763,326,789.61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85,951,823.60 3,449,480,545.49 -4.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35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奥克控股

集团股份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89% 359,698,573 0 质押 44,380,000 

广东德美

精细化工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1% 32,695,900 0   

徐国勇 
境内自然

人 
0.53% 3,588,760 0   

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

四组合 

其他 0.37% 2,492,654 0   

王春林 
境内自然

人 
0.33% 2,224,300 0   

梁世娟 
境内自然

人 
0.31% 2,123,237 0   

张党文 
境内自然

人 
0.30% 2,056,700 0   

王桂柱 
境内自然

人 
0.29% 1,995,218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9% 1,940,508 0   

彭玉香 
境内自然

人 
0.25% 1,674,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徐国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2,0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76,760 股，合计持有 3,588,760 股；公司股东张党文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728,10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8,600

股，合计持有 2,056,7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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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根据公司于 2015年 7月 25 日与上海德努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陈业钢先生三方签署的《关于上海东硕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7%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业钢累计欠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款、股权价值减值补偿款及相应的

违约金合计 175,745,194.98 元。鉴于公司多次与陈业钢协商未果，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2 年 6月，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截至目前，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2、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洋浦环氧乙烷下游衍生物项目投资协议》。截至目前，海南洋浦项目正在开

工建设中，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22 年 4 月，公司参与摘牌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投资新设项目，公司以现金出资 24,950 万元人民币

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60%股权。截至目前，相关事项正在

办理中，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参股公司苏州华一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材料并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

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5、公司参股公司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引进战略投资者，目前公司持有武汉吉和昌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36.49%股权；2022年 7 月，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

简称“湖北证监局”）提交上市辅导备案材料，并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获得湖北证监局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上市辅导备案的提示性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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