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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3－01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划转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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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韶关浪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浪奇”）是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州浪奇”）的全资子公司（由公司直接持股

100%）。由于韶关浪奇尚持有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浪奇”）

0.71%的股权及持有辽宁浪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浪奇”）0.73%的

股权，为理顺股权结构，公司拟将韶关浪奇持有的上述股权划转至广州浪奇直接

持有，完成划转后，南沙浪奇和辽宁浪奇将成为公司直接持股 100%的子公司。

同时，公司将母公司日化板块相关的资产和所持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奇宁化工”）49%股权划转至南沙浪奇。 

2、本次划转资产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资产划转概述 

为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拟对韶关浪奇持有的

南沙浪奇和辽宁浪奇股权进行划转，完成后南沙浪奇和辽宁浪奇将成为公司直接

持股 100%的子公司。同时，公司将日化板块相关资产和奇宁化工 49%股权无偿

划转至南沙浪奇。本次划转有利于理顺公司架构，整合内部资源，进一步促进和

提升公司业务发展和协同。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划转资产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本次划转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划转资产在母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不涉及关联

方，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划转各方（划入方及划出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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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浪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864500 

注册资本：1,835,468,461.00 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赵璧秋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 

经营范围：口腔清洁用品制造；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包装材料的销售；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监控

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化肥

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香精及香料批发；汽车租

赁；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批发；清洁用品批发；婴儿用品批发；其他非危险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

术进出口；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商品信息咨询

服务；食品添加剂批发；机械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

检测服务；其他合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妆品制造；

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日用杂品综合零售；化工产品零售

（危险化学品除外）；香料、香精制造；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

品油、易制毒化学品）；预包装食品批发；农药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二）南沙浪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94499916 

注册资本：56,2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炼军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三路 8 号 

经营范围：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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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纸和纸板容器制造；食品用洗涤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

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

用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广告设计、代理；市场营销策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家电零售；室内卫生杀虫剂销售；纸制品销售；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生产；食品用洗涤剂生产；货物进出口；危险

化学品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股东及出资比例：广州浪奇持股 99.29%，韶关浪奇持股 0.71%。 

（三）韶关浪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韶关浪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00617450423X 

注册资本：8,3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邝志毅 

住所：广东省韶关市南郊五公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

危险性体育运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比例：广州浪奇持股 100% 

（四）划转各方的关系 

本次划转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间的划转。 

三、资产划转主要安排  

（一）划转日化板块相关资产至南沙浪奇的主要安排 

1、公司拟将日化板块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应收账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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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按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账面净值 1,959.86 万元（数据未经

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数据为准）划转至南沙浪奇，划转期间（基准日至交

割日）发生的资产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予以划转。 

2、划转涉及的人员根据南沙浪奇岗位需要，聘用拟划转日化板块资产的相

关人员，员工用工方式不变，工龄连续计算，与南沙浪奇签订劳动合同。 

（二）划转子公司股权的主要安排  

1、划转奇宁化工 49%股权至南沙浪奇的主要安排 

（1）公司将所持奇宁化工 49%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未经审

计账面净值 0 万元划转至南沙浪奇（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数据为

准），划转期间（基准日至交割日）发生的资产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予以划转。 

（2）划转不涉及子公司员工合同主体变更事宜  

（3）股权划转以基准日账面净值划转，划入方无需向划出方支付任何价款。  

2、划转南沙浪奇 0.71%股权至公司的主要安排 

（1）韶关浪奇将所持南沙浪奇 0.71%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未经审计账面净值 400 万元划转至广州浪奇（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

的数据为准），划转期间（基准日至交割日）发生的资产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

予以划转。完成划转后，南沙浪奇将成为由公司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2）划转不涉及子公司员工合同主体变更事宜。 

（3）股权划转以基准日账面净值划转，划入方无需向划出方支付任何价款。  

3、划转辽宁浪奇 0.73%股权至公司的主要安排 

（1）韶关浪奇将所持辽宁浪奇 0.73%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未经审计账面净值 110 万元划转至广州浪奇（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

的数据为准），划转期间（基准日至交割日）发生的资产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

予以划转。完成划转后，辽宁浪奇将成为由公司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2）划转不涉及子公司员工合同主体变更事宜。 

（3）股权划转以基准日账面净值划转，划入方无需向划出方支付任何价款。 

4、上述股权划转前后股权结构 

划转前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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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后股权结构： 

 

四、划转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母公司划转至南沙浪奇日化板块相关资产情况 

截至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划转所涉母公司日化板块相关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 1,959.86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经审计的数据为准），具

体构成如下：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固定资产 349,348.41 

无形资产 70,9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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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存货 737,675.02 

应收账款 13,732,577.79 

其他应收款 4,708,041.38 

本次划转涉及的资产不存在抵、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诉讼、仲裁等权属

纠纷，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二）拟划转股权涉及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划转涉及的股权不存在抵、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诉讼、仲裁等权属

纠纷，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其基本情况如下： 

1、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795542988B 

注册资本：10,8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FRANKI ANTHONY DASS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二路 9 号 

经营范围：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食品添加剂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广州浪奇持股 49%，GOLDEN HOPE OVERSEAS 

CAPITAL 持股 49%，上海尤文化工有限公司持股 2%。 

2、南沙浪奇 

南沙浪奇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二、划转各方（划入方及划出方）基本情

况”之“（二）南沙浪奇基本情况”所述 

3、辽宁浪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22051778840H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钟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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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铁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洗涤剂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妆品生产，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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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纸和纸板容器

制造，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广州浪奇持股 99.27%，韶关浪奇持股 0.73%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划转系公司内部资源整合，属于内部生产经营资产调整，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划转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因市场、行业等因素可

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市场、行业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发挥整体

优势，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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