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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洪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宗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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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054,095,462.06 26,056,278,387.07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111,769,669.76 10,324,675,275.71 17.3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36,205,466.75 12.51% 16,109,855,339.71 1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3,384,278.19 14.82% 1,801,585,341.23 3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0,014,675.26 15.56% 1,781,074,057.65 3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94,860,419.20 11.54% 3,274,731,035.62 8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10.00% 0.69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10.00% 0.67 2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0.70% 16.06% 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72,106.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369,376.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753,497.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0,485.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81,220.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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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511,283.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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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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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4% 1,227,355,684 0 质押 312,756,1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3.97% 102,999,85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1% 39,143,325 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20,801,72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77% 19,999,95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0.71% 18,379,802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

资产品 
其他 0.61% 15,809,523 0   

天风证券－兴业－天风证券天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15,558,872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13,808,50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3,725,50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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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27,355,684 人民币普通股 1,227,355,6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02,999,859 人民币普通股 102,999,8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143,325 人民币普通股 39,143,325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0,801,724 人民币普通股 20,801,72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9,999,957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95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8,379,802 人民币普通股 18,379,80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品 15,809,523 人民币普通股 15,809,523 

天风证券－兴业－天风证券天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558,872 人民币普通股 15,558,87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3,808,505 人民币普通股 13,808,5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725,501 人民币普通股 13,725,5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和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同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

基金；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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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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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本报告期 期初/上年同期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元） 金额（元） 

货币资金  1,680,049,965.32 2,437,288,933.72 -31.07% 原因为2017年末收到的募集资金本期使用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699,006,814.17 487,271,287.66 43.45% 主要原因为购买原材料支付的货款增加。 

存货  2,158,897,824.85 1,524,904,751.81 41.58% 主要原因为老挝子公司投入运营存货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20,381,188.24 37,818,567.02 -46.11% 主要原因为融资租赁保证金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14,439,018.38 286,088,716.98 44.86% 主要原因为未来期间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固定资产  16,614,534,575.79 10,882,470,757.05 52.67% 主要原因为在建工程老挝化学浆生产线、20万吨高档

特种纸项目、80万吨高档板纸改建及其配套工程等项

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271,306,375.50 3,454,160,340.80 -92.15% 

商誉 37,752,970.32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末完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影响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08,646,466.92 203,338,032.48 -46.57% 主要原因为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减少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12,856,259.20 -100.00% 
主要原因为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完毕，原变动损益已

列入投资损失中。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6,432,149,741.41 3,218,223,570.37 99.87% 

主要原因为公司通过应付票据融资方式支付货款增

加。 其中：应付票

据  
3,789,000,000.00 1,175,000,000.00 222.47% 

应付职工薪酬  67,279,970.96 41,701,833.57 61.34% 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971,057,307.43 1,928,954,741.93 -49.66% 
主要原因为重分类2016年2月发行3年期，中期票据10

亿元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 55,230,539.44 -10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应支付融资租赁租金重分类到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132,391,247.21 -37,089,839.94 456.95% 

主要原因是本期人民币对美元相对年初持续贬值,以

后期间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同期

增加。 

              

管理费用  
402,151,608.53 302,508,779.32 32.94% 

主要原因为股权激励成本摊销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139,970,306.02 102,944,461.21 35.97% 本期研发支出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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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22,435,577.72 48,527,083.30 -53.77%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09,435.16 7,614,020.57 -93.31% 
主要原因为本期受汇率影响，远期结售汇损失较上年

增加，致使投资收益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772,106.94 -1,345,683.32 42.62% 
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比去年同期增

加。 

营业外收入  27,703,533.89 19,908,026.18 39.16%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政府扶持资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3,550,438.76 15,397,728.31 -76.94% 主要原因为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604,035,900.52 439,260,697.73 37.51% 

主要原因是本年造纸行业整体行情较好，公司新上项

目正式生产，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明显增加，加之本

期市场行情较好部分产品价格同比提高致使收入增

长，同时致使产品销售成本也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但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成本的增长幅度，故利润总额

增长致使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7,821,295,212.37 15,311,114,940.65 16.39% 

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而经营活动现金销售商品流入高于购买商

品支出较多，致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4,546,564,176.75 13,565,527,200.17 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74,731,035.62 1,745,587,740.48 87.60%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320,220.00 30,505,777.81 -85.84% 

主要原因是本期比去年同期收到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减少，本期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支出基本相

当，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2,449,731,229.85 2,433,853,469.43 0.6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45,411,009.85 -2,403,347,691.62 -1.75%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9,840,614,355.06 8,266,071,510.93 19.05% 

主要是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低于筹资活动到

期偿还现金流出，致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1,941,079,734.47 7,523,656,468.25 58.71%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00,465,379.41 742,415,042.68 -382.9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272,659,056.96 

83,341,809.37 

 
-1627.04% 主要是筹资活动到期偿还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进展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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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396号），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396号）。 

4、2017年9月1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147次发审委会议对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公司于2017年11

月8日获得核准发行批文。 

5、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债券的简称为“太阳转债”、债券代码为“128029”，

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上市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17年12月22日至2022年12月22日；债券转

股期的起止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至2022年12月22日。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亿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和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

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等其他发行费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117,859.00万元，前述资金已于2017年12月28日汇至公司指

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公司于2018年1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17,859.00万

元。 

7、根据相关规定和《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自2018年6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太阳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2日，太阳转债的转股

价格于2018年6月22日起由原来的 8.85元/股调整为8.75元/股。 

8、截至2018年6月29日，太阳转债尚有1,199,922,700元（11,999,227张）挂牌交易。2018年第二季度，太阳转债因转股

减少77,300元（773张），转股数量为8,829股，剩余可转债余额1,199,922,700元（11,999,227张）。 

9、截至2018年9月28日，太阳转债尚有1,199,871,200元（11,998,712张）挂牌交易。2018年第三季度，太阳转债因转股

减少51,500元（515张），转股数量为5,879股，剩余可转债余额1,199,871,200元（11,998,712张）。 

(二）子公司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减资事宜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减

资的议案》。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章纸业”）是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安国际”)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本次减资是百安国际将其在天章纸业拥有的25.0%的股权，合计出资美元1,767万元

的注册资本全部减持。本次减资完成后天章纸业将成为太阳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美元5,301万元，企业性

质变更为内资公司。2018年8月10日，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相关减资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

变更后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25421072Y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66号 

5、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6、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叁仟贰佰壹拾陆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6日 

8、营业期限：2000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25日 

9、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双面胶版纸、彩色打印纸、低定量涂布纸、铜版纸等高档信息用纸；生产销售激光打印纸等纸

和纸制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化学机械浆，造纸用农产品的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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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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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公司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减资事宜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减资的

议案》。太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有限”）是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安国际”)

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本次减资是百安国际将其在太阳有限拥有的25%的股权，合计出资美元312.25万元的注册资

本全部减持。本次减资完成后太阳有限将成为太阳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美元936.75万元，企业性质变更为

内资公司。2018年7月13日，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相关减资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变更后相关信

息如下： 

1、名称：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13614056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66号 

5、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6、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伍佰壹拾万壹仟伍佰肆拾捌元玖角肆分 

7、成立日期：1993年02月08日 

8、营业期限：1993年02月08日至2043年02月08日 

9、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铜版纸及其制品；生产、销售纸及系列产品。安全技术、安全文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及职业

卫生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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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事宜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济宁市兖州区旭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东投资”）持有的济宁市兖州区银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泉化工”）、济宁福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利达化工”）各75%的股权。公司与旭东投资于2018

年4月24日就银泉化工、福利达化工股权转让事项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旭东投资目前是一家致力于对外投资、企业投资管理等业务的投资类企业，本次转让股权事项符合该公司的发展经营方

向；银泉化工和福利达化工两家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过氧化氢（双氧水），主要客户为太阳纸业及其子公司，过氧化氢是太阳

纸业木浆生产使用的主要化工助剂；公司本次收购有利于优化整合资源、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保证公司产业链的不断延伸，

有利于对生产成本的管控，完善公司产业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银泉化工、福利达化工已分别办理完毕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银泉化工、福利达化工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分别持有前述两家公司75%的股权。 

银泉化工、福利达化工工商登记变更后相关信息如下： 

济宁市兖州区银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0619900019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安阳路中段 

4、法定代表人：陈军 

5、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3年01月31日 

7、营业期限：2013年01月31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过氧化氢的生产、销售；氧化钙及其相关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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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福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76601954130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济宁市鱼台县张黄镇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陈军 

5、注册资本：贰仟零贰拾伍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7年05月09日 

7、营业期限：2007年05月09日至2057年05月08日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造纸用精细化工产品（国家禁止和限制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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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事宜 

2018 年 01 月 09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2018 年 06 月 27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太阳转债”开始转股

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7 月 03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18 年二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2018 年 10 月 09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18 年三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公司子公司太阳纸业有

限公司减资事宜 
2018 年 07 月 17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子公司兖州天章纸

业有限公司减资事宜 
2018 年 08 月 1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

事宜 
2018 年 09 月 2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

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0.00% 至 3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22,666 至 263,15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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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新增项目产能释放，主要产品价格同比提高，故收入、产品毛利率等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从而推动公司业绩同比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1 月 12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3 月 2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8 年 05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5 月 15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8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7 月 12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9 月 19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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