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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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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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08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帅

张玮敏、姜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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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 69830086

021- 69830086

电子信箱

oxiranchem@126.com

oxiranchem@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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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985,823,003.12

3,337,063,964.41

-1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879,913.70

125,319,097.84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7,724,905.96

116,209,799.81

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8,977,766.16

233,586,084.43

22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2

0.18

8.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52

0.18

8.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4.36%

0.0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5,033,306,648.88

上年度末
5,603,949,062.4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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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95,131,855.13

3,082,981,614.07

-2.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9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奥克控股集团
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38%

363,386,955

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0%

32,695,9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6,033,400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
益足”天天薪
人民币理财计
划

其他

0.88%

6,021,452

罗林骥

境内自然人

0.83%

5,651,100

邹荣联

境内自然人

0.64%

4,386,5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7%

3,206,178

王桂柱

境内自然人

0.44%

3,025,418

徐国勇

境内自然人

0.42%

2,840,460

冯晓明

境内自然人

0.39%

2,667,2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22,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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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邹荣联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45,300，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41,200，合计持有 4,386,500 股；公司股东王桂柱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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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418 股，合计持有 3,025,418 股；公司股东徐国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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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0,460 股，合计
持有 2,840,4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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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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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在国际贸易形式复杂多变，外汇市场急剧变化，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公司坚持新
时代“文化引领、产业整合、高端转化、卓越绩效、敏捷共创”的经营管理方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防范安全、环保、财
务等各类风险，强化四个要点，四个创新，坚定信心、勇于创新、聚焦实业、做精主业。报告期内，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化工行业整体低迷等不利因素，特别是环氧乙烷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公司战略布局优势和产业链优势持续发力，
实现投资增效、管理增效和创新增效，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实现了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公司发展转入弱周期持续
增长阶段。报告期，在环氧乙烷的市场价格和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减水剂聚醚单体产品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6%。
（一）主要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产品总销量38.53万吨，同比增长27.84%；因贸易业务量减少，营业总收入298,582.30万元，同比
下降10.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87.99万元，同比增长6.03%。其中：减水剂聚醚单体的销量31.77万吨，同
比增长32.54%，营业收入240,608.17万元，同比增长8.84%。

2019年上半年环氧乙烷价格大幅波动、持续下滑

聚醚单体营业收入同比近三年持续增长

聚醚单体销量同比近三年保持稳健高速增长

聚醚单体毛利率同比近三年稳步提升

（二）投资增效
依照公司的战略规划要求及“文化聚人”的和谐发展理念，2017年公司收购四川奥克51%股权；2018年因四川奥克为少
数股东的担保逾期，经多方协商与酝酿，采用债转股方式，以1.34亿元债权交换四川奥克36.75%股权，对四川奥克的控股比
例增加至87.75%。平稳解决四川奥克逾期担保风险，帮助四川奥克少数股东渡过难关，实现四川奥克经营控制权的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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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四川奥克产销两旺，实现净利润3,714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259万元。进一步验证公司战略制胜、文化聚法
人、投资增效等策略的优越性。
（三）管理增效
1、安环管理：规范防范，优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安全生产环保达标、安环目标指标稳步实现、全年无安全责任事故。公司在安环管理方面坚持“一
二三四五”的基本原则，即“一个生命力、二条命、三条线、四个责任、五个到位”。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全员履责、持续改进”的方针，以“安全是生命、质量是健康”为宗旨，树立“零事故、零伤害、零污染”的管理目标，对
标壳牌学习杜邦，将HSE意识、行为、规范固化，塑造“安全环保是习惯”的奥克HSE文化。公司严格履行“政策设计、监督
稽核、管理改进、支持服务”的管理职责职能，统一、提高各子公司安环工作标准要求，对各子公司进行全方位安全、环保
检查和审核，组织HSE体系交叉内审，通过推行HSE任务清单、开展杜邦安全培训、召开安环经理研讨会等形式提升管理，统
一组织开展项目三同时审查、统筹集中开展装置反应风险研究测试与评估等工作。
2、财务管理：资金集中，存贷双降。
报告期，公司在资金管理方面挖潜增效，启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继续对应收账款进行分类优化管理等，大幅提升资金
周转效率；同时使用富余资金主动压缩银行贷款4.5亿元，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贷款利息支出等。同时通过贷款利
率比价的方式，将原部分上浮利率融资，调整至贷款基准利率水平；报告期，公司累计利息费用为2,646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33%。
3、市场营销：以客户为中心，创新营销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与同行业重点客户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报告期，公司对福建科之杰、成都三三科技等战
略大客户密切走访交流，达成年度购销协议；充分利用公司全国战略布局优势，重点推广液体料产品，降低产品成本，提升
产品应用的便利性和客户使用体验，客户满意度大幅提升；公司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设立五大销售型
公司，创新销售模式，为销售回笼资金的归集，和资金池业务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报告期内，
盈利能力更高的7系列产品、液体料产品和碳五系列产品的比例分别占23%、 37%、41%；公司坚持“增量降款”的经营策略，
现款现货的销售比例达62%，同时，超期应收账款同比大幅降低达61%。
4、生产管理：提产扩能，降本增效。
报告期，公司坚持“弥补短板、提质提量、降本增效、绿色发展”的原则，全面整合“产、供、销”资源，做到信息共
享，及时调整，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推动“最少生产成本、最低运输费用，最佳产品性能”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提升生产管
理为计划协同、能源集约、设备运行优化服务，追求卓越绩效，实现要素管理，加强要素资源的集中统筹和整合，通过检修
扩能，装置负荷显著提升，能耗大幅下降。报告期，公司环氧乙烷装置负荷在行业整体开工率低迷的状态下，保持100%以上
的负荷运行，实现了装置“安稳长满优”的优质运行。在技改增效方面，辽阳生产基地以检修为契机对装置进行换热系统油
改水效能改造，投产后投料效率提升约30%；广东生产基地实施四线扩能改造，将原来小反应器更换成较大的反应器，提升
单位时间的产量；吉林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利旧设备，实施二期项目建设，预计下半年投产后可整体增加10万吨产能；此外，
公司各生产基地逐步启动65项节能改造项目，为持续的降本增效奠定基础。
5、卓越管理：管理升级，卓越导入。
重点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提效，借助上海平台引进驱动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稀缺人才，培养梦三队候选梯队，贯彻落
实青管班培养计划，健全共创共享的报酬体系，重点建立卓越绩效体系，进一步激活主体经营活力，充分激发人才引领创新
和驱动发展的作用，联合党政工研究并构建新型的员工关系，通过“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促进员工满意度、敬
业度的提高，为公司实现从优秀迈向卓越提供战略性支撑。
（四）创新增效：科技创新 突破瓶颈。
公司坚持贯彻“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高端化”的开发经营原则，以“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为指导，采用“统
筹、规范、共享、融合”科技运行管理模式，为科技创新与成果快速转化提供沃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
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与大连理工大学的环氧丙烷相关的合作项目、与中山大学的乙烯衍生新材料相关合作
项目进展顺利，取得重大进展。在扬州市政府的支持下，公司与清华大学杨万泰院士团队在已有的充分、良好的合作基础上，
双方将进一步深入合作，共同参与建设新材料产业研究院，共同推进公司在差别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产业的研发和发展，
拓展以高端差别化的乙烯共聚衍生物产品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工作。日化表活应用性能检测平台基本建成，有力的支撑了
FMEE产品未来的推广和系列化FMEE产品的开发，此外，日化表活应用技术平台的建设将为公司未来在其他品种表面活性剂产
品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技术平台。中试的低催化剂PEG产品已向客户提供，验证性能。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
展，公司在扬州召开了“化工产业发展暨产业链规划会议”。会议聚焦“十四五”，科学谋划奥克中长期及“十四五”发展战
略规划，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及实现可持续发展。2019年7月1日，2万吨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再次投料开车，整体运
行达到预期效果，为推进产业化示范项目“2万吨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的持续优化与高效运行，为提质扩能，实
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环氧乙烷和乙二醇工艺节能改进以及环氧乙烷产业链的新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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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的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奥克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建民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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