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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7-02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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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2,535,855,23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太阳纸业 股票代码 002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庞传顺（曾用名：庞福成） 王涛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 1 号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 1 号 

电话 0537-7928715 0537-7928715 

电子信箱 pangfucheng@sunpaper.cn wangtao@sun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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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从事机制纸、纸制品、木浆、纸板的生产和销售。 

近年来，公司按照暨定的“四三三”发展规划，稳步实施太阳纸业的“调结构、转方式”，报告期内，规划中的三大产业（产

业用纸、生物质新材料、快速消费品）已经初具雏形。太阳纸业依托“四三三”发展战略对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结构化的调整，

主要产品如下： 

纸产品方面：包括非涂布文化用纸、铜版纸、牛皮箱板纸、淋膜原纸、静电复印纸、工业原纸等； 

生物质新材料方面：包括溶解浆、木糖（醇）等； 

快消品类产品方面：包括生活用纸、儿童纸尿裤等。 

产品产能方面：2017年，公司的浆纸年生产能力将达到452万吨，其中铜版纸90万吨、非涂布文化用纸100万吨、溶解浆

50万吨、化机浆70万吨、生活用纸12万吨、牛皮箱板纸80万吨、淋膜原纸30万吨、静电复印纸10万吨、工业原纸10万吨等。 

报告期内，公司邹城年产35万吨天然纤维素项目的全面达产，公司成为目前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溶解浆供应商；公司

30万吨轻型纸改扩建项目于2015年9月份投产，在2016年完全达产，使公司非涂布文化用纸生产能力超过100万吨，进一步提

升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与日本制纸Crecia股份公司签署纸尿裤

生意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公司正式在中国市场推出Suyappy (舒芽奇)系列儿童纸尿裤，Suyappy (舒芽奇)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

均属于太阳纸业。 

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造纸制浆行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行业内主要的纸、浆产品基本都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

公司受益于主要产品市场景气度的稳步提升，加之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及新产品品类开拓，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同时

发挥规模优势积极进行成本管控，公司在2016年度的经营业绩获得较大提升。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55亿元，同比增长33.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7亿元，同比增长

58.52%；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01.94亿元，比期初增加4.76亿元，增长2.42%；年末资产负债率为58.70%，比去年同期下降3.8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相关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造纸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综合性纸、浆产品供应商，公司主要产品

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位置，相关产品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运行情况如下： 

（1）2016年我国造纸行业生产和市场总体走势 

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结合造纸工业生产和纸张市场走势分析，2016年国内造纸工业生产和市场总体态势： 

1）我国造纸行业在2016年总体生产运行整体情况基本保持平稳态势，产销基本保持平衡；但大中小型企业的生产运行

情况越来越分化，总体来说，大中型企业生产运行基本正常、良好，部分中小型企业生产运行困难增多。2016年全年纸及纸

板生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将会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不会很大。 

2）产品市场继续分化，市场价格有涨有落。产品集中度较高的产品，市场信心恢复较快，产品价格2016年有所提高，

而产品集中度较差的产品，市场竞争和产品价格战还是较为激烈。 

3）2016年，我国造纸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利税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将好于上年，鉴于产品生产成本的波动及

需求端增长乏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造纸行业在2016年度总体尚未完全走出困境，市场信心仍需恢复。 

4）造纸制浆行业属资金密集型产业，2016年度，企业负债目前仍然较高，由于多数产品市场价位相对低迷，企业盈利

空间收窄，加上部分银行等金融部门对造纸行业认识等问题，使得部分企业资金链收紧，生产运行困难的企业增多。 

5）由于今年国内纸及纸板生产总量增加，而原生浆生产量又在减少，必然会形成全年商品纸浆和废纸原料进口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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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6）由于电子媒体的发展及其对平面媒体的冲击，使得传统书写印刷类用纸品种需求增长放缓，尤其是报刊新闻用纸下

降幅度明显，生产量将会继续降低。 

7）2016年，由于燃煤及运输费用上涨，汇率变化等因素，行业内企业生产成本整体上升，尤其对过去依靠公路运输又

超载超限的企业，会因运费问题而影响销售。 

8）由于经济发展需求的拉动，加上网购和新兴物流兴起，今年国内包装用纸及纸板的生产和消费量会增长。 

（2）2017年国内造纸工业生产和市场总体态势 

1）由于2017年国家会继续奉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会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为配套行业的造纸产业生产和消

费同时也会受到拉动。因此，我们认为2017年国内制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生产和消费将会延续2016年的态势，生产和消费总

量会有小幅增长，行业生产和运行整体会继续保持平稳。 

2）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需求的拉动，2017年，国内纸张产品市场竞争虽然存在，但更会趋向平淡，多数产品

市场需求会呈现逐步回升态势，产品价格总体水平表现会好于2016年度。 

3）通过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洗礼，行业内部分产品产能存在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问题会得到一定改善，多

数产品正在形成新的市场平衡。 

4）互联网在行业中会得到更多的应用，尤其在生产和营销模式上会不断创新。企业通过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实现

产、供、销最优配置，向客户提供快速便捷、质优价低的服务。 

5）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及各生产企业基础情况差异，预计2017年行业内企业分化问题还会继续，并

且可能会加重和扩大。部分负债高的企业会因现金流和融资方面问题处境艰难，有的将会被迫停产退出。 

6）由于部分地区对造纸产业的结构性、政策性调整力度加大，会改变一些原有的区域产品结构和区域供给形势，形成

新的竞争态势。 

7）“绿色造纸”理念在行业已基本形成共识。经过多年努力，行业整体形象已有所提高，环保问题已得到改善，成绩斐

然，但压力仍然较大。随着环保政策和制度更加严格、系统、完善，会倒逼企业加大投入，而抬高生产成本。 

8）2017年，随着排污许可证制度在造纸行业全面实施，加上环保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环保政策会更加

趋严，将会进一步提升造纸行业的准入门槛，彻底淘汰劣势造纸企业，有利于优秀造纸公司的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4,455,491,144.90 10,825,123,852.75 33.54% 10,457,882,04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6,761,818.09 666,655,393.13 58.52% 468,814,56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4,537,367.47 742,755,954.48 40.63% 456,902,39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5,803,428.09 685,429,314.18 310.81% 2,608,087,57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7 55.56%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7 55.5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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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2% 10.34% 3.78% 8.9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0,194,190,156.80 19,717,853,492.20 2.42% 16,293,255,20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63,352,648.01 6,985,960,997.40 13.99% 5,421,298,817.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92,916,603.90 3,666,667,412.69 3,641,134,089.60 4,254,773,0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858,394.40 210,706,760.93 304,658,161.94 399,538,50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284,527.26 208,916,479.69 303,390,110.34 393,946,25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423,178.95 1,112,513,695.24 674,320,728.37 600,545,825.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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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4,3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0,9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0% 1,227,355,684 0 质押 733,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瑞哲泰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9% 190,0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

信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27,615,766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3% 26,202,82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92% 23,418,531 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2% 23,314,413 0   

平安资产－邮储银行－如意 10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83% 21,000,097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收益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16,055,792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

产品 
其他 0.62% 15,809,523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0.49% 12,385,3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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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太阳 01 112371 2019 年 03 月 31 日 100,000 4.7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债券信用等级：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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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索引：《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于2016年6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70% 62.50% -3.8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4.17% 18.62% 5.55% 

利息保障倍数 3.71 2.78 33.4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度，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效果，造纸行业也受益匪浅，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科技创

新、淘汰落后产能等一系列举措，正在重塑行业新秩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太阳纸业始终坚持“崇信尚新，守正出奇”的企

业精神，按照“四三三”的战略要求，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推进创新研发，努力为人们提供更加差异化、高档化、贴近市场的

好产品，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克服严峻挑战，实现了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55亿元，同比增长33.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7亿元，同比增长

58.52%；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01.94亿元，比期初增加4.76亿元，增长2.42%；年末资产负债率为58.70%，比去年同期下降3.80%。

圆满完成了年度经营任务。 

（二）坚持创新驱动，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优势。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公司坚持“守正出奇”“改善就是创新”“换个方向争第一”“双手

改变命运”的发展理念，努力在多个方面创新突破，取得了丰硕成果。研发出柔白双胶、高松厚度面碗淋膜原纸、无荧光烟

包铜版纸、高松厚度铜版纸、液晶玻璃衬纸、白牛皮纸、水转印原纸等一批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轻

型文化纸的高灰分、白泥的循环利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溶解浆水解液木糖研发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2016

年度，公司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林业产业创新奖一项，公司完成20余项专利申请，其中国际发明专利3项。报告期

内，公司创新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强化过程管控，提升了公司基础管理效能。 

2016年，公司把“补短板、提效率、降成本”作为工作主线，实现了全要素的降本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主要生产机台吨纸成本在报告期内都实现了较大幅下降，例如：公司35万吨天然纤维素项目每天节约用水量1,500

多立方；公司自制化学机械浆产量同比增加了16万吨。 

2、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公司制造管理中心通过科学调度，实现了水、电、汽的高效利用；公司物流事业部2016年全年

节约成本8,000多万；财务部门积极调整公司财务结构，灵活运用金融机构融资，通过努力，年内降低财务费用4,500多万元。 

3、公司 “两化融合”工作持续推进，初步形成了信息化、大数据的集团管控系统；另外，公司基建、热电、原料检验、

大宗物资、内控、审计等各项工作都有新亮点、新起色。 

（四）着眼结构调整，增强了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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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利润为中心，以市场导向，着眼产品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了“四三三”发展战略。文化用纸、铜版

纸、特种纸、生活用纸、箱板纸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2016年内，公司舒芽奇品牌纸尿裤系列产品逐步

推行市场；公司35万吨天然纤维素项目和50万吨低克重牛皮箱板纸项目在2016年分别实现了成功达产和顺利投产，生产的溶

解浆和箱板纸等产品迅速打开了市场并实现了产销两旺；2016年四季度，公司启动了老挝年产30万吨化学浆项目，预计该项

目将于2018年的二季度竣工投产。 

（五）努力固本强基，抓好了“三大生命工程”。 

在安全方面，公司严格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法》，依法依规，强化管控，推进了安全各项措施的落地，公司消防保卫

部门及时发现杜绝了多起安全隐患，挽回了公司损失。 

在环保方面，公司在2016年内完成了热电联产项目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成为济宁首批超低排放改造验收合格达标的企

业，公司废水、废气、废渣各项指标均达到排放要求。 

在质量方面，公司严控工艺标准，加强产品检测和过程控制，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客户满意度再上新台阶。 

（六）完善管理机制，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逐步建立了职能部门专业职级管理体系，拓宽了员工晋升渠道，实施了职能部门绩效考核，引导职能部门进一步向

专业管理部门转型升级。2016年，公司开展了10期金牌班组长管理技能培训，组织了“技术尖子”“技术骨干”“优秀班组”评选

等活动，举办了“太阳杯”职工技能比武、秋季运动会等活动。启动了企业文化管理咨询。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

干部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非涂布文化用纸 5,260,689,005.72 4,041,133,343.53 23.18% 43.95% 42.60% 0.73% 

铜版纸 2,947,692,115.07 2,313,353,245.94 21.52% -8.23% -9.69% 1.27% 

电及蒸汽 633,866,001.21 398,884,497.58 37.07% -16.76% 8.88% -14.82% 

化机浆 950,964,009.51 739,342,914.19 22.25% 17.43% 30.11% -7.57% 

溶解浆 2,614,125,574.06 2,136,522,390.42 18.27% 191.60% 165.86% 7.91% 

生活用纸 729,143,414.12 624,348,829.47 14.37% 19.24% 16.94% 1.69% 

淋膜原纸 675,561,818.09 547,259,874.04 18.99% -4.98% -5.97% 0.85% 

牛卡纸 506,274,129.87 396,236,550.27 21.73% 0.00% 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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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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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2月3日，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的规定，将“营

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将自2016年5

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2016

年5月1日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且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近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6年5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的企业会计准则，

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

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4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章纸业”）吸收合

并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悦纸业”），吸收合并后天章纸业存续，注册资本变为9,914.00万美元，投资总额为

23,525.00万美元。其中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7,435.5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75.00%；百安国际有限公司出资

2,478.5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25.00%。合并完成后，天章纸业存续经营，永悦纸业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2016年7月18日

经济宁市商务局济商务审字[2016]79号《关于同意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的批复》，随文换

发商外资资审字[2003]0062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本次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兖州永悦纸

业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2016年4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山东圣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后本公司注册资本不变，本次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山东圣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独立

法人资格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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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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