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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2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风险提示的公告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2017年6月29日，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高新”）、嘉业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石化”）、四川石达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四川奥克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克石达”）签署的《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通过增

资获得奥克石达 51%的股权；并收购成都高新持有奥克石达15%股权。前述投

资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奥克石达 66%的股权。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7年6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7月17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 

根据《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成都高新和嘉业

石化保证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由其负责解除奥克石达对成都高新、四川石达

油气发展有限公司和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的担保，即奥克石达不再承担对成都

高新、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和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 

    公司与成都高新、嘉业石化签署《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

让协议》之日，奥克石达与成都高新、嘉业石化及其关联企业的担保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授信银

行 
授信主体 敞口金额 担保主体 担保金额 

1 
华夏银

行 

成都金石达高

新技术有限公

司 

12,600 

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 

12,600 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 

2 平安银 成都金石达高 6,500 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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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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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新技术有限公

司 

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石达油气

发展有限公司 
6,000 

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24,000 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 

3 
恒丰银

行 

南充石达化工

有限公司 
6,000 

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6,000 
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祥成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克石达对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授

信的担保已经解除。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的3000万元授信于近

日被平安银行宣告逾期；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的授信及南充

石达化工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的授信也将于近期到期，并且存在债务人无法如期

偿还债务的风险。 

虽然公司于2018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包括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对外提供

的上述担保，并拟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但股东大会能否审批通过仍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成都金石

达高新技

术有限公

司 

10000 陈兵 

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天

府大道北段 20

号高新国际广

场 B 座 8 楼 812

号 

陈兵持有其

100%股权 

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

术、新材料与应用技术的研发及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项目投资；销售：石油

制品（不含成品油及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

品（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五金交电；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以上经营

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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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

（仅限票据交易，不得存放实物和样

品；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核定的

范围内和有效期内经营） 

南充石达

化工有限
8000 李维存 

南充市嘉陵区

河西镇河西大

成都高新持

有其 96%股

批发、零售（限票据交易）:石油液化气、

MTBE（甲基叔丁基醚）、工业异辛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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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道一段 199 号 权 芳烃、轻质循环油、溶剂油、燃料油、

甲醇、硫酸、二甲苯、苯、烯烃、碳四。

（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的经

营范围和有效期限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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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石达

油气发展

有限公司 

500 陈兵 

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天

府大道北段 20

号高新国际广

场 B 座 8 楼 

陈 兵 持 有

36.80% 股

权、肖杰持

有 32.2%股

权，尹显芝

持有 23%股

权，周玉萍

持有 8%股

权 

销售：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及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前置审批或许可

的项目）、煤炭、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

设备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机械设备（不含品牌汽车）、仪器仪表、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

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

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含

危险化学品批发，仅限票据交易不得存

放实物或样品)(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核准的范围在有效期内经营） 

2、被担保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成都金石达高新

技术有限公司 
73,073.73 51,489.51 21,584.22 70.46% 164,426.54 666.30 

南充石达化工有

限公司 
67,625.29 55,684.77 11,940.52 82.34% 82,675.03 132.82 

四川石达油气发

展有限公司 
63,985.41 21,761.00 42,224.41 34.01% 142,060.32 459.87 

三、对外担保具体情况 

截至目前，奥克石达实际的对外担保及实际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公司 担保对象 
最高担保

额（万元） 
银行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类型 到期日 

奥克石达 
南充石达化工有

限公司 
6,000 恒丰银行 6,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5 月 26 日 

奥克石达 
四川石达油气发

展有限公司 
24,000 平安银行 

3,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5 月 9 日 

1,5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11 月 3 日 

奥克石达 
成都金石达高新

技术有限公司 
28,000 平安银行 6,5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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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近日被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宣告授

信逾期，尚有3000万元授信本金及相应利息未归还，造成授信逾期。 

南充石达化工有限公司及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银行授信及贷款

也存在无法按期偿还的可能性，相应的担保逾期风险较高。 

五、对外担保逾期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1、上述对外担保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面临授信

银行的诉讼并履行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2、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对奥克石达增资之前已发生，根据《四川石达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前，

成都高新和嘉业石化保证解除前述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已取得四川奥克石达51%控制权，第一笔增资款1.2亿元已

实际支付，第二笔增资款8,400万元暂未支付，拟收购成都高新15%股权的交易亦

尚未实施，即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尚未支付。因此对于上述对外担保逾期，本

公司承担的风险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4、对成都高新及其相关方提供担保的主体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

如果奥克石达最终承担担保责任，可能会对奥克石达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但不会影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正常运营。奥克石达在西南地区的主要业务

也可以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及西藏奥克化学销售有限公

司承接，虽然可能对公司盈利产生不利影响，但不会对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产生

重大影响。 

六、后期安排 

后续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措施，逐步推进解决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问题： 

1、督促相关债务人尽快偿还上述逾期授信，同时督促成都高新和嘉业石化

尽快履行解除相关担保的承诺； 

2、在成都高新及嘉业石化所持有奥克石达49%的股权解除质押并可以自由

转让的条件下，尽快推进公司继续收购奥克石达股权事宜；在《四川石达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原则下，公司不排除进一步以合理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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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收购成都高新和嘉业石化持有奥克石达剩余部分股权的可能。上述股权转让款

将优先用于偿还相关债务人的债务，并解除奥克石达相应的对外担保； 

3、在最大限度降低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最高对外担保额度并且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不排除与债权人、债务人就担保条件达成一致，并由公司控股子公

司奥克石达继续为成都高新相关方继续提供担保或财务支持的可能性； 

4、如果成都高新及其相关方不履行相关承诺及偿债义务，公司控股子公司

奥克石达也未能与成都高新及其相关方就担保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奥克石达

承担担保责任的，不排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对违约方提起诉讼，维

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奥克石达的合法权益。 

5、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银行）及相关方协商沟通，争取妥善处理上述担

保事项。 

6、公司会根据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