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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业务全

部为正常的经营性往来，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

化定价的原则，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安迪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一、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安迪苏”）于

2018年3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7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三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宋立

新、周国民、Jean Falgoux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

发表了书面意见，具体如下：  

1、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合理，

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2、同意将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 

（二）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审议通过的 2017年度关联交易额度为 1.2 亿元，经审

计 2017 年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为 0.92 亿元（2016 年为 0.78 亿元），其中产品

采购商品及服务实际发生额为 0.82亿元（2016 年为 0.68亿元），销售商品及提供

服务实际发生额为 0.1 亿元（2016 年为 0.097 亿元）。预计 2018 年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最多将不超过 0.5亿元，与 2017年相比减少大约 0.4亿元，主要原因是：

为了提高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甲醇的采购由通过关联公司采购转为直接采购。 

 

2017年实际发生明细表如下：               单位：千元 

关联单位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17 年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66,996 

兰州蓝星清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6,687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格 1,787 

上海蓝星清洗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939 

连云港连宇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45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489 

Elkem Silicones France 

SAS( 原 -Bluestar Silicones 

France SAS)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641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租赁 市场价格 648 

GDEM Conseil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016 

购买商品及服务合计   81,648 

Elkem Silicones France 销售商品/提 市场价格 10,496 



SAS( 原 -Bluestar Silicones 

France SAS) 

供服务 

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合计 
  

10,496 

关联交易合计 
  

92,144 

（详见公司年度报告报表附注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预估发生明细表如下：               单位：千元 

关联单位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18 年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价格 8,500 

上海蓝星清洗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600 

连云港连宇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000 

兰州蓝星清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8,000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600 

Elkem Silicones France 

SAS( 原 -Bluestar Silicones 

France SAS)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700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租赁 市场价格 800 

GDEM Conseil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000 

Elkem Silicones France 

SAS( 原 -Bluestar Silicones 

France SAS)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1,000 

关联交易合计   40,200 

 

二、关联方介绍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茹成军，注册资本为 43390.94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危险

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化工新材料的生产、销

售；自营和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各种化工设备、管道容器及成

套装置的清洗服务。 

上海蓝星清洗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焦永涛，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化学清洗

工程，管道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及以上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水处理设备

及器材，水处理剂、化学清洗产品、精细化工产品、纺织原料（除棉花），燃料油

（非化学危险品）、建材、汽车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

原料及产品（危险品经营见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的批发。 

连云港连宇建设监理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董入文，注册资本为 600万元，主营业务范围：工程建设监

理、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及服务。 

兰州蓝星清洗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连文涛，注册资本为 2088.48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清洗剂、

餐具洗涤剂、水处理药剂、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品）、水处理设备的研究、

开发、制配、销售；清洗、保洁、水处理、防腐技术的研发、服务、施工、咨询；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的承包；化工装置维修技改；化工防腐蚀项目；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的的安装；石英石的销售；木炭、木醋液及木炭副产品的批发零售；甲醇（仅

限工业用途）（以上允许储存）、甲苯、丙酮、苯、苯酚、苯酐、二甲苯、乙醇、溶

剂油（闭杯闪点≤60 摄氏度）、氨水、电石、乙烯、乙酸乙酯、苯乙烯、甲醛溶液、

氢氧化钠、乙酸、对二甲苯的批发（以上不允许储存），房屋、设备租赁，压力表、

二等铂电阻温度计、工业用廉金属热电偶、标准水银温度计、压力变送器的检测检

定。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王寿根，注册资本为 9500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膜分离技

术开发,分离膜及器制造、销售,水处理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技术服务,水处理设备

评价咨询,环境评价咨询,分离膜性能检测、水质检测(凭资质证书经营),基础工程、

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的施工,水处理工程安装调试,水处理配件的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经营进出口业务。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郝志刚，注册资本为 1816886.9029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

研究、开发化工新材料、化学清洗、防腐、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工产品；研究、制

造、应用反渗透膜及其装备；推广转让技术，承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自动化工

程设计、应用、服务；自营及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化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咨询服务、房屋出租。 

Elkem Silicones France SAS (原-Bluestar Silicones France SAS) ： 

企业法定代表人：M Frederic JACQUIN，注册资本为 185,683,380 欧元，主营

业务范围：化工品，尤其是硅系列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主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合营公司，前期同类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2016年总资产为 3,776亿元；净资产为 718亿元；营业收入为 3,001亿元；

净利润为 25亿元。 

GDEM Conseil 

企业法定代表人：Gérard Deman ，注册资本为 1,450欧元，主营业务范围：

商业及管理咨询。该关联方为本公司董事长控制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标的物为综合服务和产品购销。 



2、交易价格的确定： 

①综合服务：本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设备清洗服务、物流装卸服务，项目咨

询服务以及服务租赁等，该等服务以行业同类业务市场价为基础，根据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细则见下），经各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各方签订的具体劳务、服务及

租赁合同等确定。 

a、如国家有关部门已有强制性定价应当执行该定价标准； 

b、如没有政府定价的，应当参照交易发生地第三方提供类似服务地正常、

公平之价格； 

c、如无第三方价格可参考，则参照供应方提供服务地实际成本加 5%利

润； 

d、先前供应方就有关服务收取的费用。  

②产品购销：本公司从关联方采购本公司生产所需部分原材料以及向关联方销

售硫产品的价格依据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细则如下） 

a、国家规定的价格的，应当根据该价格执行； 

b、有可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的，应当根据该价格标准执行； 

c、若无可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时，应当参照所在地的市场价格执行。 

3、适用范围：交易对方化工集团下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不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全资企业或控股企业，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不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全资企业或控股企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能持续满足本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

的各项服务，并且有利于本公司的原料采购和货物销售；该关联交易是必要的，交

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于严

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有积极影响。本公司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宋立新、周国民、Jean Falgoux 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

严格遵循了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遵循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要求，遵守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本次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

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

此，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有积极影响。本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我们一

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该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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