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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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52,361,684.50 5,451,080,597.76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6,015,742.12 380,242,873.45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4,737,078.10 333,872,009.80 4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3,363,636.64 2,670,161,816.09 -89.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2.98%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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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9,316,094.51 32,295,172,410.72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17,115,799.04 14,591,390,562.86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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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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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56,727.0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1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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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5,109,837.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18,684.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657,174.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1,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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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1,278,66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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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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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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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6% 1,235,224,184 0 
质押 0 

冻结 8,556,1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3.22% 83,500,0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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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78,999,96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5% 40,291,23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50% 38,861,087 0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齐鲁民

生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2% 26,409,56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24,406,184 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6011 组合 
其他 0.85% 22,000,05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79% 20,406,507 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

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15,476,64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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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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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5,224,184 人民币普通股 1,235,224,18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83,500,042 人民币普通股 83,5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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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99,964 人民币普通股 78,999,9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291,231 人民币普通股 40,291,231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38,861,087 人民币普通股 38,861,087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齐鲁民

生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409,568 人民币普通股 26,409,5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406,184 人民币普通股 24,406,18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6011 组合 
22,000,058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5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0,406,507 人民币普通股 20,406,507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

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76,643 人民币普通股 15,476,6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四一八组合、16011 组合、一一八组合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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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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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金额（元） 金额（元） 

应收票据 1,125,695,909.03 333,101,880.31 237.94% 

主要原因是年初因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政策调整，

应收票据重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及本期货款以票据

结算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05,990.92 7,012,712.00 -69.97% 
主要原因是2019年度计提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本期结算完毕影响。 

应收账款 2,617,744,931.27 1,607,400,517.51 62.86%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账款按合同约定未到期致使金

额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064,122,969.37 3,199,135,382.61 -35.48% 主要原因是用于支付货款致使资金减少。 

在建工程 3,468,680,781.08 2,541,750,898.45 36.47% 
主要原因是本期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45万吨特色

文化用纸项目、7万吨特种纸项目等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55,830,000.00 820,000,000.00 -32.22% 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到期承付。 

应付职工薪酬 15,529,603.33 66,273,298.87 -76.57% 
主要原因是2019年末计提应付的职工工资本期已支

付完成。 

其他应付款 347,193,257.74 254,323,727.57 36.52% 主要原因是应支付的运输费用及应付利息增加。 

长期借款 2,244,507,733.32 1,652,594,833.32 35.8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长期借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79,763,619.44 193,421,341.69 44.64% 
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 

资产总额 34,099,316,094.51 32,295,172,410.72 5.59%  

销售费用 296,829,223.37 177,219,071.68 67.49% 主要原因是本期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07,778,232.08 63,788,168.37 68.96% 
主要原因是本年加大了研发力度，致使新增研发项

目费用支出增加。 

利息收入 11,102,095.22 3,683,713.54 201.3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其他收益 12,288,877.06 4,863,292.38 152.69% 
主要原因是企业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

以“-”号填列） 
3,105,218.49 -4,027,441.92 177.10% 

主要原因是远期结售汇交割产生的投资收益及联营

企业的收益比上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11,831,216.38 -22,668,461.61 47.81%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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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营业外支出 8,711,754.73 205,277.68 4143.89% 主要原因是用于支付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4,397,248.98 86,273,998.12 55.7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造纸行业整体市场行情下降，

部分产品价格同比降低，大宗材料物资价格上扬，

产品销售成本同比增长较快，致使上年期利润总额

减少，所得税费用也相应较少；本期一季度实现利

润总额高于去年同期致使所得税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114,265.76 976,088.12 116.61% 
主要原因是本年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86,342,277.75 -62,666,711.62 237.78% 

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86,342,277.75 -62,666,711.62 237.78%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5,675,532,277.41 7,097,206,601.00 -20.03%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按合

同约定未到期致使流入减少；本期为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及支付的各项税费也同比

增加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9,566,760.00 252,769,658.73 54.12%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5,392,168,640.77 4,427,044,784.91 2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3,363,636.64 2,670,161,816.09 -89.39%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563,015.79 3,978.48 114592.44%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

期增加；本期购置固定资产用于老挝120万吨造纸项

目、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7万吨特种纸项目等

付款增加所致。 

购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078,355,996.27 1,003,257,538.92 7.49%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078,355,996.27 1,010,263,738.23 6.7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73,792,980.48 -1,010,259,759.75 -6.29%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5,050,096,085.20 5,629,725,140.06 -10.3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高于

取得借款收到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5,291,715,971.74 5,629,725,140.06 -6.00%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4,601,485,217.64 6,290,983,141.53 -26.8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1,916,128.41 -907,456,194.31 1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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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638,357.85 -640,576.83 -155.76% 主要原因是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10,151,573.28 751,805,285.20 -141.25% 

主要原因是本期筹资活动收到现金净流入同比增加

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292,404,748.19 635,824,733.25 103.26%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982,253,174.91 1,387,630,018.45 -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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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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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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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实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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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3日，太阳转债的

转股价格于2019年5月23日起由原来的 8.75元/股调整为8.65元/股。 

8、本报告期内，太阳转债因转股减少12,600元（126张），转股数量为1,451股。截至2020年3月31日，太阳转债尚有

1,197,940,000元（11,979,400张）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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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 

2018年8月3日，太阳纸业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增加全资子公司太阳纸业控股老挝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额暨投资建设120万吨造纸项目的议案》。 

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由公司孙公司太阳纸业沙湾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 

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中的40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已经在2019年度投入运营，项目中的两条分别年产40万吨高档包

装纸生产线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中，预计将于2021年一季度陆续进入试生产阶段。 

（三）兖州本部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 

2019年7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45万吨特色文

化用纸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为促进公司新旧动能转换升级，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丰富和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企业在文

化纸领域的竞争力，公司将在兖州颜店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实施年产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按计划稳步实施，预计将于2020年四季度末进入试生产阶段。 

（四）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事项 

鉴于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经营业务，根据公司经营布局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

本，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率，公司决定注销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注销后，

由该公司负责在美国阿肯色州实施的太阳纸业70万吨生物精炼项目也将终止。 

（五）广西北海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事项 

2019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

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太阳”）已于2019年7月12日取得北海市铁山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50512MA5NXT7X06。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广西太阳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实施“林浆

纸一体化项目”。 

2019年7月26日，广西太阳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

2019-450512-22-03-024589）。 

2020年1月2日，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出具的《广西壮族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桂环审[2020]1号）。 

2020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广西北海350万吨林浆纸一

体化（一期）项目的议案》。本议案尚需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拟分二期陆续实施，其中一期项目包括55万吨/年文化用纸项目、15万吨/年生活用

纸项目和配套的80万吨/年化学木浆项目、60万吨/年化机浆项目，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为18个月。一期项目建成后，公司广西

生产基地可形成年产55万吨文化用纸和15万吨生活用纸的生产能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老挝 120 万吨造纸项目 2019 年 04 月 16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变更老挝 120

万吨造纸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兖州本部45万吨特色文化用

纸项目 
2019 年 07 月 1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

年产 45 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的公告》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2017 年）事项 
2020 年 04 月 0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20 年第一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太阳生物材

料（美国）公司注销事项 
2020 年 04 月 2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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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 350 万吨林浆纸一

体化（一期）项目 
2020 年 04 月 2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建设广西北海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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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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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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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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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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