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98

■ 2018年3月24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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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319

公司简称：亚星化学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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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

段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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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星化学 6003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青 张莎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

321号

电话 0536-8591006 0536-8591189

电子信箱 liwq319@163.com wfzhangsha@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7年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氯化聚乙烯、烧碱、ADC发泡剂、水合肼的生产及销

售，此外公司还从事蒸汽和电力生产及销售。氯化聚乙烯的主要用途是PVC塑料优良

的抗冲击改性剂，也是综合性能良好的合成橡胶，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领域，已广泛

用于电缆、电线、胶管、胶布、橡塑制品、密封材料、阻燃运输带、防水卷材、薄膜和种种

异型材等制品。 烧碱的主要用途是用于造纸、肥皂、染料、人造丝、制铝、石油精制、棉

织品整理、煤焦油产物的提纯，以及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及机械工业等方面。 ADC发

泡剂的主要用途是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酰胺、 ABC�及特种

橡胶等合成材料，广泛用于拖鞋、鞋底、鞋垫、塑料壁纸、天花板、地板革、人造革、绝

热、隔音材料等发泡。 水合肼的主要用途是合成AC、D1PA、TSH等发泡剂；也用作锅

炉和反应釜的脱氧和脱二氧化碳的清洗处理剂；在医药工业中用于生产抗结核、抗糖

尿病的药物；在农药工业中用于生产除草剂、植物生长调和剂和杀菌、杀虫、杀鼠药；

此外它还可用于生产火箭燃料、重氮燃料、橡胶助剂等。

烧碱、水合肼、ADC发泡剂的经营模式是直接对客户销售，氯化聚乙烯的经营模

式是采用对客户直接销售、经销商、电子商务平台等混合模式销售。

2017年公司继续进行内部挖潜、实行精细化管理、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改技措，狠

抓节能降耗，使得主导产品的制造成本大幅度降低，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还

在安全、环保方面进行投入，为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分产品详

述如下：

1、经过多年的行业竞争，国内部分中小CPE生产厂家逐步退出市场，同时受主要

原料阶段性短缺、二三线房地产复苏等因素影响，自2017年春节后，公司CPE产品一

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产品价格节节攀高。 至4月下旬，国内外原料供应恢复正常，

同时国家环保政策的趋严， 环保部的严厉督查， 对下游产品的部分生产单位影响较

大，纷纷限产、停产，同期国家抑制房地产政策的密集出台，对型材、管材等建材市场

也产生较大影响，CPE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再次显现， 各厂家纷纷下调产品价格，此

阶段公司产品毛利走低。 9月国家环保督察组进驻山东，区域内部分CPE生产厂家纷

纷被停产、限产，但公司未受影响正常运转。同时，严格的环保督查使各耗氯企业纷纷

停产、限产，使液氯严重供大于求，价格急剧下滑，为避免液氯的滞销给环境治理带来

压力，政府出台了大额的液氯补贴政策，作为CPE原料之一的液氯进一步拉低了生产

成本，行业整体毛利率再次抬升。

2017年公司装置满负荷生产,产量、销量同比大幅提升。 在营销方面，公司通过

细分市场、差异化竞争、一户一策等系列灵活策略拓展市场，公司CPE市场占有率达

30%以上（非官方或行业统计数据，仅为公司根据市场反馈信息自行统计数据）；产

品质量继续保持稳定，品牌效应逐步显现，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公司在CPE系列产

品开发、新领域应用方面不断突破和尝试，高附加产品的品种及市场份额逐年提升；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日益趋紧及准入门槛的进一步提高， 预计CPE行业将持续面临整

顿，公司将发挥在安全、环保、规模、品牌等传统优势，在行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2、2017年上半年受下游需求增长的影响，烧碱行业整体形势喜人，年内烧碱价

格屡创新高。公司制备烧碱同时也产生大量氯气，下半年随着国家环保政策和督查力

度日益趋严，烧碱和氯气的下游市场整顿力度加大，烧碱市场形势开始下滑，另外电

煤价格的一路高企，导致烧碱生产成本上升，综上，下半年以来烧碱产品毛利逐步回

归下降。截止目前，公司烧碱产能达到12万吨/年，氯气自用（主要用于CPE加工），公

司积极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节生产负荷，合理控制库存。

3、2017年，水合肼、ADC发泡剂市场前期延续2016年价格高企行情，产销两旺，

盈利能力强，随着各企业产能的逐步发挥，市场逐步趋于饱和，国家环保政策和督查

力度日益趋严对公司形成双刃剑，一方面本行业内借助环保压力可以实现“良币驱

逐劣币” 效应，能够迅速提升自身盈利能力，但另一方面，公司产品下游也由于承受

环保压力，需求出现萎缩，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公司水合肼装置全年满负荷生产，ADC装置根据市场及订单情况， 自由组织生

产，产能利用率大约70%左右。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520,827,566.45 1,709,865,108.20 -11.06 2,022,842,409.11

营业收入 1,949,780,674.15 1,457,437,578.68 33.78 1,311,503,40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614,627.08 26,781,674.57 -0.62 -331,753,09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813,147.38 -144,751,225.58 不适用 -329,825,46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622,536.88 7,349,479.52 343.88 -155,534,99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424,043.17 50,950,254.13 67.66 29,391,423.19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8 0.08 0 -1.05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8 0.08 0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8.84 -18.84

增加147.68个百分

点

-3,010.76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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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90,375.05 476,429,285.65 488,426,303.14 515,734,7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7,314.13 7,237,407.35 448,477.15 18,721,42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79,183.99 7,101,984.4 3,959,558.77 13,572,42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400,125.47 -50,573,003.38 129,051,322.14 73,345,849.8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一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说明：第一季度为公司产品的

销售淡季，且受春节因素影响，收入偏少，同时赊销额比重较大，而支出相对较多，导

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数。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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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4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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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 41,653,962 41,653,962 13.2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0 40,000,000 12.67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41,653,962 32,822,719 10.4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 15,832,797 5.02 0 无 0

国有法

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云霞9期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63,351 4,863,351 1.54 0 无 未知

上海聚维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4,443,500 4,443,500 1.41 0 无 未知

王燕燕 4,442,701 4,442,701 1.41 0 无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润之信18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4,350,731 4,350,731 1.38 0 无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睿盈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4,335,290 4,335,290 1.37 0 无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协信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403,012 2,403,012 0.76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4位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均不是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

为《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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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 主导产品CPE：

产量（吨） 销量（吨）

2016 2017 同比增减 2016 2017 同比增减

128246 146804 14.47% 129392 158190 22.26%

2、 其他产品

烧碱产量（吨） 水合肼产量（吨） ADC发泡剂产量（吨）

2016 2017 同比增减 2016 2017 同比增减 2016 2017 同比增减

115313 116522 1.05% 11395 11575 1.58% 7885 8992 14.04%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根据财会【2017】30号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公司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

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 该项目应根据在损益类科目新

设置的“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处置损失，以“-”号填列。

（二）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2017年修订）》

（财会 【2017】15号），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已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无需进行列示项目调整；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即2017年6月12日）

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将自2017年1月1日起收到的与企业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项目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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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及子公司潍坊亚星贸易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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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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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报告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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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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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7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氯化聚乙烯 42,692.9 43,245.3 33,761.34

水合肼 2,697.79 1,846.59 5,012.89

发泡剂 1,706.25 1,715.25 2,808.72

32%烧碱 95,633.2 72,877.18 7,491.21

注：水合肼和32%烧碱部分产品公司内部自用。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17年第四季度，受环保督查及趋严的环保政策影响，许多氯化聚乙烯生产企

业限产、停产，同时由于液氯价格下滑等因素，使CPE生产成本大幅下降，CPE盈利较

好；烧碱市场行情下滑，外加煤价格一路高企，烧碱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水合肼

市场一直维持价格高位运行；发泡剂市场价格年末逐渐走低。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低压聚乙烯、工业盐及煤。 2017年第四季度低压聚乙烯的价

格较为稳定；煤炭价格延续本年度行情仍在高位运行；工业盐价格较第三季度有所上

涨。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600319

编号：临

2018-017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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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03月12日发出关于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定于2018年03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

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韩海滨先生主持，会议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二、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三、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四、批准《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五、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27,

149,318.60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133,905,391.45元，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1,

106,756,072.85元,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详细审阅了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六、通过《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拟向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2017年度财务审计费和内控

审计费共计50万元，上述审计业务所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用均由公司承担。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七、通过《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年，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的日常货运代理服务累计发

生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800万元。（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8-019《关于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的日常货运代理服务事项发表事前认

可：本人收悉并认真阅读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征询意见函》，并调查了相关资料，认为本公司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要，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制定合理，利于降低公

司进出口业务的物流货运成本，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有损

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董事

会注意，关联董事应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核， 认为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同时利于降低公司进出口业务的物流货运成本，节约资金，没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对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韩海滨先生进行了回避。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八、通过《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年，公司拟接受关联法人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集团” ）

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向亚星集团购买商品、 租赁土地等业务的累计发生金额预计不超

过人民币82万元；公司拟向亚星集团销售产品、水、动力电、蒸汽等及出租土地等业务

的累计发生金额预计不超过5,028万元。（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8-019《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 本人

收悉并认真阅读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征

询意见函》，并调查了相关资料，认为本公司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要，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制定合理，交易数量核定方法准

确，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有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董事会注意，关联董事应回避该

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核， 认为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定价政策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对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曹希波先生进行了回避。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九、通过《关于变更向股东借款方式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关联方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星集团” ）申请 4,500�万元委托贷款额度。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受到额度限制，公司拟将借款方

式由委托贷款变更为直接向其进行借款，借款的其他条件均不改变，具体如下：

1、出借方：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4,500万元；

3、借款期限：自借款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一年；

4、借款利率：按年利率6%计息，如银行同期利率调整，该贷款利率同比例调整；

5、抵押担保：公司以自有资产（净值90,055,735.21元）热电设备为本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借款方式的事项进行了认真

的审核，认为公司变更借款方式有利于增强公司筹措资金的灵活性，缓解公司的融资

压力，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变更向股东借款方式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对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曹希波先生进行了回避。

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综合授信及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与各银行协商，公司2018年度拟向各银行申请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1.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国际或国内贸易融资等信用业务。 经部分银行与公司协商协商，公司需向

部分银行提供综合授信抵押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各银行综合授信情况

序号 行 别 申请金额（亿元）

1 中国银行 5.5

2 农业银行 2.5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0.5

4 潍坊银行 1.22

5 民生银行 0.4

6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合 计 11.12

（二）、提供综合授信抵押担保情况

1、以公司现有三处土地 [潍国用(2010)第C054号]154,4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潍国用(2010)第C052号]156,49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全部附着房产，[潍国用

(2010）第C036号]126,5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全部附着房产，以及位于潍坊市

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19,693.0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潍国用[2012]第A008号）,以及公司现有的净值2.043亿元的机器设备资产为公司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城东支行申请不超过5.5亿元的人民币短期授信提供抵

押担保。

2、 以公司现有的资产净值0.501亿元的机器设备为公司向潍坊银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0.5亿元提供抵押担保。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一、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确认2017年度高管薪酬的提案》

董事会决定对公司高管团队2017年度薪酬予以确认， 具体发放数额详见《2017

年年度报告》相关章节。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如下：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关于确认2017年度高管薪酬的提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高管团队全面超额完成了2017年度公司制定的各项任务指标，公司高管团

队为指标的顺利完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公司高管的薪酬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

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二、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30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 按照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一） 根据财会[2017]30号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公司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

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 该项目应根据在损益类科目新

设置的“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处置损失，以“-”号填列。

（二）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已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无需进行列示项目调整；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即2017年6月12日）期间

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将自2017年1月1日起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项目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三、通过《关于计提2017年度辞退福利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内退制度》规定，2017年度达到内退条件的职工陆续申请并办理

了内退手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此部分人员需要计提辞

退福利。

公司聘请韬睿惠悦咨询公司进行了精算，根据精算报告，同意计提职工辞退福利

235.49万元。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四、批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五、批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六、批准《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2017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七、批准《董事会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 《公司董事会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的专项说明》），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瑞华事务所对本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真实客观的反

映了本公司2017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 希望董事会和管

理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有效化解风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护

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七、八、十四项议案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待定。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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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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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03月12日发出关于

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定于2018年3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到3名。 监事会主席吴青松先生主持

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认为：

（1）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

规定；

（2）2017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本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三、同意《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度的财产状

况和经营业绩，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四、同意《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27,

149,318.60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133,905,391.45元，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1,

106,756,072.85元，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同意《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批准《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

明〉的意见》（详见http://www.sse.com.cn）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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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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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

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措施手段，对公司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不会使

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在董事会前将《关于预计

2018年度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征询了公司独立董事，并经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后，提交2018年3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韩海滨先生回避表决《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曹希波先生回避表决《关于预计2018年度与潍坊亚星集团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核， 认为公司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定价政策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表所列：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与关联方关

系

上年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医疗服务

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33万元 32万元

向关联方购买

商品

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20万元 1万元

本期公司环保车间从亚星

集团采购的双氧水用量减

少

向关联方租赁

土地

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47万元 47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水、动力

电、蒸汽等

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4,000万元 3,770万元

向关联方出租

土地

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0 28万元 2017年度未列入预算

合计 4,100万元 3,878万元

注：2017年公司与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未发生交易。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18年度， 预计公司与关联法人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列：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 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 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货运

代理服务

山 东 成 泰

物 流 有 限

公司

2,800

万元

50.91 0 0 0

2017年未与山东成

泰物流有限公司发生

交易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医疗

服务

潍 坊 亚 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30万元 100 0 32万元 100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

潍 坊 亚 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5万元 100 0 1万元 100

向关联方租

赁土地

潍 坊 亚 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47万元 100 0 47万元 100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 水、

动力电、蒸汽

等

潍 坊 亚 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5,000

万元

100 699万元

3,770

万元

100

亚星集团及其子公司

2018年度在市场营

销方面提出更高要

求， 因此我公司对亚

星集团的销售量增

加。

向关联方出

租土地

潍 坊 亚 星

集 团 有 限

公司

28万元 100 0 28万元 100

合计

7,910

万元

699万元

3,878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山东成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物流” ）

成泰物流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成泰物流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斌

注册地址：昌邑滨海（下营）经济开发区（山东成泰化工有限公司院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要股东：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

营业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国内国际集装

箱运输，无船承运业务。 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私人物品和过境货物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包括：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相关

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 国际国内多式联运，集装箱货运场站业务；国际贸

易；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自有汽车、厂房、仓库租赁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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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成泰物流总资产83,520.88万元；净资产70,886.19万元，

2017年度成泰物流营业收入90,953.82万元；净利润16,681.02万元。

2、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集团” ）

亚星集团持有公司15,832,797股，比例5.02%

法定代表人：曹希波

注册地址：潍坊市奎文区鸢飞路8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1989年09月1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3,878.4548万元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氯化聚乙烯、烧碱、盐酸、液氯、废硫酸、氢气、水合肼、

ADC发泡剂、化工设备、化工机械及其它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的

国内批发；检验焊接汽瓶；化工新技术、新材料的科研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以下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压力容器（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器）；汽车普通货

运、危险品货物运输（仅限2类3项、4类3项、8类）及货物专用运输（罐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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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主要股东：潍坊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亚星集团45.39%股份，潍坊亚星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亚星集团43.61%股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成泰物流日常关联交易

2017年公司与成泰物流未发生交易，2018年公司与成泰物流发生货运代理的日

常交易累计总金额预计将不超过2,800万元。

（二）公司与亚星集团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接受亚星集团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向亚星集团购买商品、租赁土地等业务：

（1）接受医疗服务业务，本类关联交易2017年实际发生32万元，预计2018年约

发生30万元。

（2）购买商品业务，本类关联交易2017年实际发生1万元，预计2018年约发生5

万元。

（3）租赁土地业务，本类关联交易2017年实际发生47万元，预计2018年约发生

47万元。

2、公司向亚星集团销售产品、水、动力电、蒸汽等及出租土地等业务：

（1）销售产品、水、动力电、蒸汽等业务，本类关联交易2017年实际发生3,770万

元，预计2018年约发生5,000万元。

（2）出租土地业务，本类关联交易2017年实际发生28万元，预计2018年约发生

28万元。

四、以上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a.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b.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

规定,则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具体如下：

1、接受成泰物流提供的货运代理服务：依据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与对非关

联方的交易价格和政策一致，无重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情况。

2、接受亚星集团提供的医疗服务：由亚星集团按照行业规定计价，并依据乙方职

员实际发生的费用额确定交易额。

3、向亚星集团购买商品等：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

4、向亚星集团租赁土地：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考虑摊销、税金等因素合理确定。

5、向亚星集团销售产品、水、动力电、蒸汽等：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当地主管

部门核定的价格并结合亚星集团的实际成本确定交易价格。

6、向亚星集团出租土地：根据公平交易的原则，考虑摊销、税金等因素合理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泰物流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其合作将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进

一步降低公司物流货运成本，节约资金，为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带来正面影响，且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与亚星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公

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措施手段，有利于保证销售市场的稳定、维护原有

客户。 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对公司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