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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0-03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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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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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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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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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8,288,297.12 10,776,171,710.01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6,478,222.55 886,699,723.38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5,182,096.05 863,501,496.07 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2,503,179.66 2,215,806,053.99 -1.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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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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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47,092,741.80 32,295,172,410.72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06,151,113.08 14,591,390,562.86 6.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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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7% 1,235,22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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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9% 41,290,8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46% 37,948,66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17% 30,2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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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28,372,900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六组合 
其他 1.07% 27,817,352 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6011 组合 
其他 0.95% 24,6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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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22,137,9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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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组合、四一八组合、1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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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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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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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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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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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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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向好，造纸行业

也逐步摆脱了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太阳纸业在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的领导下，公司全体同仁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坚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28 亿元，同比下降 3.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6 亿元，同比增

长 5.6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42.4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56.06 亿元，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54.10%；

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半年度的经营任务。 

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 太阳纸业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科学决策，公司上下树立底线思维，全力抓好太阳纸业“六

保”工作，即“保产品质量、保战略客户、保效率降成本稳工艺、保现金流充沛、保安全环保质量不发生重大事故、保新上项

目高水平高质量按时投产”。以稳质量、提效率、优化产品结构为总抓手，达到“产品优先、效率驱动”的效果。 

2020 年下半年，重点推进和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生产端：持续推进原材料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近年来，公司在企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原材料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已逐步显现，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太阳纸业

做到了稳定生产经营、一如既往为客户创造价值。例如公司济宁邹城厂区的溶解浆生产线，鉴于溶解浆产品市场的低迷，公

司迅速改产本色木浆作为公司箱板纸等产品的原料；在产品端，公司先后研发出了金黄牛卡纸、金太阳优质牛卡（替代进口）、

无塑包装纸等一系列差异化的产品，确保了公司生产线的正常运作和稳定盈利。 

今后，公司将继续在创新、研发方面发力，促进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实现差异化竞争，并借助太阳纸业特有的组

织架构，高效的决策流程，实现对市场变化的高效率反应，抓住市场机遇，赢得市场先机。 

（2）企业管理端：抓好精细化管理工作，推动自动化、智能化建设。 

2020 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凸显抓好精细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继续发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

精神，更要从细节挖潜，公司每个部门都自加压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做的更细致、更扎实；从效率提升、工艺优

化上挖潜增效，进一步降低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运输费用等。要全员、全要素的降本增效，发扬团队力量，层层传导

压力、层层压实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去认真思考如何把握细节，把工作做到极致，深挖潜能、提升效益。 

在推动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工作方面，自动化、智能化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大趋势，在国家层面大力强调和推动“新基建”、

人工智能、5G 等大背景下，太阳纸业将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高效推动公司的“两化”工作，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实现机械

化换人、智能化减人，并确保企业工资总额不因“两化”工作的实施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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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龙头，以用户为中心，建立新型客户关系。 

抓好市场营销工作是应对当前行业不利局面的主要工作方向，而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把产品做好，不断提升公司产品在

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工作重点包括：一是公司生产、研发、销售、市场等部门要更加紧密的配合，形成一个紧密协作

的战斗集体；二是公司各生产部门要全力配合销售团队，做好产品结构调整，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三是公司各销售团队要

保证货款回收，确保现金流充沛，特别要注重资金风险；四是建立新型客户关系，与公司客户风雨同舟，提升服务品质，把

客户放在第一位，形成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五是要继续进行太阳纸业销售模式创新，转换角色，关注 C 端；六是继续

稳定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口碑和美誉度，绝不能在产品质量上含糊；七是提效率、降成本、提升全员素质。不断向一线销售

人员输送最强有力的武器和炮弹，实现与客户共生共赢。 

（4）项目端：确保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各在建项目。 

为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按照既定的经营发展策略，太阳纸业布局的山东、老挝、广西项目三大生产基地将让公司的产

业实现“一带一路”经济带、祖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全覆盖，补齐工厂布局战略位置上的短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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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吨的

高档包装纸生产线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中，公司力争在 2020 年底和 2021 年初使前述两条生产线陆续进入试生产阶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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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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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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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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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一期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根据公司设定的项目实施节点和项目实际建设进度，

公司预计实施中的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一期纸、浆项目均将在 2021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上半年陆续投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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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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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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进入试生产阶段。 

4）其他项目建设情况 

公司新型纤维原料项目方面：10 万吨木屑浆生产线和 40 万吨半化学浆生产线已经在 2019 年度进入稳定生产期，20 万

吨本色高得率生物质纤维项目已于本报告期内试产。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不断提升企业在文化纸领域的竞争力，公司在兖州颜店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实施年产 14 万吨

特种纸项目。该项目一期工程暨 7 万吨特种纸项目已经按计划稳步实施，预计将于 2020 年 12 月份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生活用纸方面，进一步提升公司生活用纸产能，丰富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企业在生活用纸领域的产品竞争力，公司

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度启动建设年产 5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该项目第一台纸机已经于 2020 年 8 月份

投产，第二台纸机预计将于 2020 年 9 月份投产，届时公司生活用纸产能提升至 17 万吨，并将在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不断提升

市场份额。 

（5）继续抓好“四大生命工程”。 

安全、环保、质量是太阳纸业始终常抓不懈的“生命工程”，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公司将保障

稳定充足的现金流提升为一项“生命工程”来抓，提升企业应对极端不利经营情境的能力。安全方面，要抓好每一个细节性的

工作，抓好重点部位的防控，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把抓安全上升到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高度；

环保方面，要时刻处在临战状态，重点抓好异味控制、全盐量降低、水循环利用、固废资源化减量化等方面的工作，将全盐

量降低作为公司下半年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质量方面，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发扬工匠精神，把产品做到极致，为客户

创造更大价值。 

目前国内经济已经企稳向好，我们认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造纸行业的市场形势也会越来越好。公司将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拿出战时的作风、战时的要求、战时的措施，强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全年各项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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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经第七届第十三

次董事会决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

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预收款项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

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资产—原值  

其他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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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合同负债 1,153,157,072.68 

预收款项  

预计负债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9年12月31日 

合同资产—原值  

存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合同负债 1,153,157,072.68 

预收款项 -1,153,157,072.68 

预计负债  

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153,157,072.68  -1,153,157,072.68 

合同负债  1,153,157,072.68 1,153,157,072.6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794,608,568.28  -794,608,568.28 

合同负债  794,608,568.28 794,608,5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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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本年 6 月将子公司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注销，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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