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迪苏 600299 蓝星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新华

电话 010-61958799

传真 010-61958805

电子信箱 investor-service@adisseo.com

1.6�利润分配预案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002,795,622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528,651,062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集团累计未分配利润为4,915,155,558元；截至2015年12月

31日，本集团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466,803,025元；然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承

接蓝星新材账面累计亏损585,630,735元，该累计亏损将由境外子公司分红弥补。

公司在满足公司章程、 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指引和政策规定 的分红条件后即适时提

出利润分配预案。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安迪苏是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动物营养添加剂的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具有超过75

年生产和研发经验，主要产品包括蛋氨酸、维生素、酶制剂等动物营养添加剂。 安迪苏凭借

丰富的产品组合、完善的销售平台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向全球140多个国家超过2,500

名客户提供创新动物营养添加剂解决方案。

安迪苏产品分为三类：功能性产品（包括蛋氨酸、维生素、硫酸铵和硫酸钠）、特种产品

（酶制剂、过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和有机硒添加剂）和其他产品（二硫化碳、硫酸和粉末加工

服务等）。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913,081,

071

32,712,243,

163

18,202,365,

487

-45%

34,729,370,

597

20,007,159,

140

营业收入

15,173,331,

658

19,464,593,

278

9,544,437,

406

-22%

16,795,023,

564

8,262,539,

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28,651,

062

1,475,377,

366

243,494,511 4% (294,201,696)

(1,138,608,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9,638,679

(1,008,239,

323)

(1,008,239,

323)

126%

(1,239,410,

696)

(1,239,410,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189,335,

115

7,634,951,

766

994,642,669 33%

7,366,089,

420

763,574,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55,802,

311

2,471,293,

869

166,584,845 44%

1,973,774,

150

423,910,941

期末总股本

2,681,901,

273

2,630,049,

422

522,707,560 0%

2,630,049,

422

522,707,560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8 0.56 0.47 -2% (0.11) (2.18)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8 0.56 0.47 -2% (0.11) (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60 19.38 27.50 -9% (3.92) (85.50)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556,052,015 4,393,776,082 3,277,438,155 2,946,065,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161,979 43,114,331 698,690,891 302,683,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4,743,544) (531,081,432) 697,984,677 297,478,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099,128 796,793,573 1,163,244,755 559,664,855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1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蓝星（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2,389,387,160 89.09 2,107,341,862 冻结 57,682,676

国有法

人

泰达宏利基金－

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

向增发300号资

产管理计划

9,629,629 0.36 9,629,629 未知 未知

陈黎春 8,415,229 0.31 未知 未知

君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8,185,337 0.31 未知 未知

葛卫东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广西铁路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国机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平安

大华金达稳盈3

号资产管理计划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中国电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张绍波 5,185,185 0.19 5,185,185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同为中国化工集

团公司之子公司；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主营业务由原蓝星新材的化工新材料业

务成功转型为安迪苏动物营养添加剂业务。

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根据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资产交割协议， 本公司获得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

（“安迪苏营养集团” ）85%普通股股权，并将置出资产全部相关权利及义务转移给中国蓝

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此，本公司自2015年7月27日起不再合并置出资产。 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部分置出股权尚有程序性转让工作未能完成。 公司判断，尚未完成的

程序性工作对公司完成置出资产转让并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重组后，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安迪苏主营业务 （即研发、 生产和销售动物营养添加

剂），主要产品变更为安迪苏主要产品，包括功能性产品，特种产品以及其他动物营养添加

剂。

2015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尽管2015年前6个月蓝星新材业务产生了799,522,770.21元的净亏损，本集团凭借安

迪苏动物营养添加剂业务实现的2,802,318,392元的净利润，最终实现2,002,795,622元

的年度净利润。

2015年，安迪苏在安全和绩效方面均获得了卓越的成果：

?安全是安迪苏的重中之重，集团实行严格的安全政策，并以零事故为目标。报告期内，

安迪苏TRIR低至1.8次，为历史最好水平。

?与去年相比，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达到45%（以相同的欧元/人民币汇率来计算，若以当

期的欧元/人民币汇率计算，增幅则为23%），净利润增长超过一倍，这是由于：

o受市场供求关系驱动，蛋氨酸价格在2015年由于市场供应短缺而达到超乎寻常的高

位。

o外部因素正面影响，包括汇率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下降。

2016年展望

?安全仍是我们第一要务。 2016年，公司力争实现零事故目标，并进一步改善安全绩

效。

?2015年蛋氨酸价格上涨受到市场供应短缺显著影响。 由于近年来宣告的新增产能终

于在一系列迟延后得以向市场释放，市场供求关系趋于平衡，蛋氨酸价格将如预期走低。因

此，对功能性产品进行主动价格管理成为我们实现经营目标的关键。

在过去几年里，安迪苏开发出了一些新产品，例如：2014年发布Selisseo?� (一种含有

硒元素的特种产品)，2015年发布Advance?（一种新型酶产品）。安迪苏将继续向工厂投资

以扩大产能；将继续为研发创新投资，旨在每年能够向市场投入一项新产品。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安迪苏产品主要在动物饲料营养添加剂市场销售，该市场主要受全球肉食消费量驱

动。 在该市场中，本公司主要服务家禽饲料市场，特别是蛋氨酸市场。 该市场规模每年由于

禽肉消费增加以及禽类养殖行业的持续工业化而保持增长。

?汇率影响：安迪苏销售覆盖众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以美元计价，部分以欧元或人民

币计价。而在成本方面，安迪苏主要工厂位于欧洲和中国，而大部分原材料的采购以欧元及

美元计价。

?原油价格：安迪苏使用的部分原材料是石油衍生产品。

行业趋势

受全球“大趋势”的积极影响，预计动物饲料添加剂行业将在未来几年显著增长。该行

业增长将主要受到肉类工业化生产、全球人口增长和财富创造的驱动。 新兴市场的正在经

历该转变趋势，因为新兴市场消费者的膳食偏好将转向富含蛋白质的膳食。

公司相信，为客户提供的多种产品组合可以强化公司对于客户的重要地位，并使得我

们的产品及服务有别于竞争对手。 由于本公司可提供多种饲料营养添加剂，我们可以为客

户提供配方建议等增值服务，并就其饲料营养添加剂使用比例等决策提供建议。

本行业还具有准入壁垒高的特点，主要准入壁垒包括：高科技专有技术、监管许可和授

权、国家和地区环境及卫生安全法规要求、获得关键中间体原料能力，以及提升蛋氨酸和维

生素生产能力所需的巨额资本投入。

我们预计，2016年消费者对禽类产品的需求仍将保持强劲。

2015年，蛋氨酸供应短缺推动市场价格走高。 然而，竞争对手宣告的新增产能在遭遇

一些延误后最终向市场释放，这使得蛋氨酸供需更趋于平衡，导致市场价格如我们所预期

走低。

根据欧洲权威机构Feedinfo的报告数据，市场价格从2015年中期开始下行，这将对公

司2016年财务数据造成重大影响。 但我们也预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更为有利的原材料

价格（基于较低国际原油价格水平）将一定程度上弥补价格下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根据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资产交割协议， 本公司获得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

（“安迪苏营养集团” ）85%普通股股权，并将置出资产全部相关权利及义务转移给中国蓝

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此，本公司自2015年7月27日期不再合并置出资产。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编号：临

2016-007

号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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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4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星

大厦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公司3名独立董事参加

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蓝星安迪苏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Gerard�

Deman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5年年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参照公

司2015年的实际运营情况，公司编制了《2016年财务预算报告》。

参照公司过去数年的财务指标，本着审慎性的原则，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目标为108.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目标为15.88亿元（依照欧元/人民币7.2的汇率水平来

预测）。

特别提示：本预算为公司内部管理控制考核指标，不代表公司2016年盈利预测，能否

实现取决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大壮、杨芳回避表决，其他有表决权的5名董事

请进行表决。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2015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

002,795,622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28,651,062元。 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本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6,386,803,025元。 然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

公司母公司账面累计亏损585,630,735元。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拟定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待公司收

到境外控股子公司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累计未分配利润转正，即公

司在满足分红条件后即适时提出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内部制度的议案

8.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进

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

制度》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8.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

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修改。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9、关于聘任王鹏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和董事长的提名，提议聘任王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见附

件）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董事会对《2015年度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审查和核实，确认该报告的编制程序合法、内容准确，公司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要求。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2015年期间，公司全力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暂时无法进行全面的内控建设，根据2012年8月14日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

的《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财办会

[2012]30号）要求，公司属于“具体实施特殊情况”的第一种情况，具体规定为：“主板上市

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借壳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建立健全内控体系的，

原则上应在相关交易完成后的下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和审计报告。 ”因此，本年度暂时不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审计报告。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1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会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决议的建议，结合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状况，董事会提议：续聘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6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授权董事会届时根据

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内容和工作量等因素，决定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费用事宜。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关于续订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董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公司投保年

度保费约为人民币268,693.37元的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不超过美元

20,000,000元。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王鹏先生简历

王鹏，32岁，2006年取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及金融学双学士。 2006至2014年期

间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任审计部门经理，2014年至今在中国蓝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本部担任主任助理。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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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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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公告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4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

星大厦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裴桂华主持。

参加会议的监事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8条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

司《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公告的《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2015年度我们作为蓝星安

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公司管理层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对公司

财务进行管理，并对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发表意见，具体请见《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

002,795,622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28,651,062元。 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本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6,386,803,025元。 然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

司母公司账面累计亏损585,630,735元。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拟定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待公司收到

境外控股子公司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累计未分配利润转正后立即进

行利润分配。

监事会意见：

1)公司刚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制度都在建设中，包括分红制度，同意公司2015年度

不进行分红；

2)根据《公司章程》第154条中分红条款规定，2015年度未分配利润为负，不满足分红

的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分红；

3)鉴于上述原因，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未有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存在。

4)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2015年期间，公司全力推进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暂时无法进行全面的内控建设，根据2012年8月14日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

的 《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财办会

[2012]30号）要求，公司属于“具体实施特殊情况”的第一种情况，具体规定为：“主板上市

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借壳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建立健全内控体系的，

原则上应在相关交易完成后的下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和审计报告。 ”因此，本年度暂时不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审计报告。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对《2015年度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审查和核实，确认该报告的编制程序合法、内容准确，公司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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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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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2015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和利润分配方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2,

002,795,622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28,651,062元。 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本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6,386,803,025元。 然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

司母公司账面累计亏损585,630,735元。

基于以上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公司拟定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待公司收到境外控股子公司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的利

润分配、累计未分配利润转正，即公司在满足分红条件后即适时提出利润分配预案。

二、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1.《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中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第154条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报表可

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在本年度将发生重大投资（重大投资是指

投资额超过五亿元）、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八十，以及经公司董事会和公司股东

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不予分配的其它情况。 ”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

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

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2.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尽管本公司在合并层面盈利，但公司母公司账面累积亏损，不具有《公司章程》第154条规

定的现金分红的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提议201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一向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完成重大资产重

组，截至报告期日，各项制度（包括利润分配制度）均在积极建设及完善过程中。同时，公司

的境外控股子公司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3月31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和

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向其普通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蓝星安迪苏股份有

限公司就2015年度利润进行分红， 股利金额总计为1.85亿欧元， 其中归属本公司金额为

1.5725亿欧元。 至此，截至2016年3月31日，母公司层面的累积未分配亏损已被完全弥补。

据此，公司董事会表示将适时向股东大会提交分红预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定2015年度不进行分红。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尽管本公司在合并

层面盈利，但公司母公司账面累积亏损，不具有《公司章程》第154条规定的现金分红的条

件；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制度（包括利润分配制度）正在建设

完善过程中；考虑到公司合并层面尚未分配的利润，公司拟在收到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

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累积未分配利润转正后即公司在满足分红条件后即适时提出利润分配

预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分红。

我们认为，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合规合法，未有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情形，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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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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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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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考虑到预计未来

日常关联交易大幅减少，董事一致同意2016年度不再与中国化工续签《经营服务协议》，

而是根据需要与相关关联方分别签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服务协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安迪苏第六届董事会第4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考虑到预计未来

日常关联交易大幅减少，董事一致同意2016年度不再与中国化工续签《经营服务协议》，

而是根据需要与相关关联方签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分别签署协议。 本次董事会两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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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经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年度关联交易额度为16.03亿元，经审计2015年

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为7.47亿元（2014年为13.36亿元），其中产品购销实际发生额7.32

亿元（2014年为11.98亿元），综合服务实际发生额0.15亿元（2014年为1.37亿元）。 预计

2016年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最多不超过0.95亿元， 显著下降的原因为公司于2015年10月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经营业务发生显著改变。

2015年实际发生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关联单位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15年12月31日

甘肃蓝星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201,073,186

安徽玉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51,186,829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35,711,460

蓝星有机硅投资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12,255,710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42,536,645

无锡蓝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格 6,980,000

甘肃蓝星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类服务 市场价格 4,316,992

其他 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3,724,869

购买商品及劳务合计 407,785,691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6,275,459

蓝星有机硅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2,348,103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3,698,318

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2,882,013

沁阳长怀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7,866,629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3,577,574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1,444,199

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197,020

Bluestar�Silicones�France�SAS 提供服务 市场价格 10,417,733

其他 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市场价格 40,440,966

销售商品及输出劳务合计 339,148,014

关联交易合计 746,933,705

（详见公司年度报告报表附注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预估发生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关联单位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16年

南京蓝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 市场价格 67,383,000

甘肃蓝星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类服务 市场价格 9,858,000

Bluestar�Silicones�France�SAS 提供服务 市场价格 16,800,000

关联交易合计 94,041,000

二、关联方介绍

化工集团： 全称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任建新， 注册资本为1,101,

002.5968万元，主营业务范围：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化学矿、塑料、轮胎、橡胶制品、膜设备、

化工装备的生产与销售；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林产品、

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化工装备、化学清洗、防腐、石油化工、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设

计和施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设备租赁。

关联关系： 化工集团持有蓝星集团63.58％股份， 蓝星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

89.09%的股份。

中国化工集团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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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的水、电、蒸汽、冷量、氮气、污水处理及交通

工具等延续发生的供应和服务。本公司向化工集团提供的蒸汽、电、冷量、氮气、污水处理及

交通工具等延续发生的供应和服务，保证本公司使用之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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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从化工集团采购本公司生产所需部分原材料，销售PBT、环氧树

脂、双酚A、有机硅系列产品等。 参照交易当时的下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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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易结算方式：现金支付方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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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部分能

源与后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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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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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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