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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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3,311,156.38 32,295,172,410.72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628,982,683.01 14,591,390,562.86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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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340,851.42 -7.37% 15,638,629,148.54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5,716,641.90 -25.52% 1,382,194,864.45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2,211,374.77 -23.98% 1,327,393,470.82 -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91,548,958.96 158.41% 3,564,052,138.62 2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26.09% 0.53 -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26.09% 0.51 -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1.64% 9.1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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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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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50,603.2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7,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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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237.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94,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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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5,873,241.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7,488.04  

合计 54,801,39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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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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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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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71,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 38,504,30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24% 32,36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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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28,6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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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

合 
其他 0.83% 21,569,178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9,746,199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 其他 0.66% 17,182,3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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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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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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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504,302 人民币普通股 38,504,30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2,361,575 人民币普通股 32,36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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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0,358 人民币普通股 28,600,35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6011 组合 24,600,058 人民币普通股 24,6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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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21,569,178 人民币普通股 21,569,17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创新动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746,199 人民币普通股 19,746,19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17,182,367 人民币普通股 17,182,3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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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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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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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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22,836,953.48 333,101,880.31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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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贴现未

到期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012,71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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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474,528.46 1,607,400,517.51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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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021,898.24 3,199,135,382.61 -55.11% 主要原因是用于支付货款致使资金减少。  

在建工程 5,301,505,028.58 2,541,750,898.45 108.58%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本部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

目,公司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北海350万吨

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老挝孙公司太阳纸业

沙湾有限公司120万吨造纸项目等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6,210,832.14 393,909,611.54 61.51% 主要原因是重分类设备工程本期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575,642.15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失影响。  

应付票据 408,667,070.00 820,000,000.00 -50.16% 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到期承付。  

应付利息 6,890,702.28 288,821.45 2285.80% 
主要原因是计提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付利息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463,912,660.10 867,397,910.14 68.77% 

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所致。  

长期借款 2,708,128,089.31 1,652,594,833.32 63.8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147,539,261.95 519,412,592.22 120.9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499,502.57 193,421,341.69 -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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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740,188,169.70 604,419,305.15 22.46% 主要原因是本期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99,353,661.61 394,142,844.60 26.69% 主要原因是本期工资及折旧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306,674,337.29 266,421,845.97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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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8,771.28 15,231,946.86 29.39%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其他收益 25,848,586.01 69,090,877.17 -62.59% 
主要原因是企业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728,877.38 15,245,027.85 9.73% 

主要原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股利收入及联营企

业的收益比上期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号填

列） 

-4,670,005.38 11,920,622.39 -139.18% 
主要原因是本期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为损失，上年同期为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4,194,339.57 -25,261,203.96 83.40%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7,798,561.97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423,655.66 -6,138,068.20 93.10%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处置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61,216,038.72 32,330,227.06 89.35%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896,634.42 2,486,203.15 257.84% 
主要原因是用于支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

工作捐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79,921,839.12 133,729,690.53 -2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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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164,278,628.92 133,729,690.53 -222.84%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9,316,197,350.91 20,348,840,468.79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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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比例大于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致使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765,188,600.68 666,189,660.01 14.86%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5,752,145,212.29 17,594,520,528.54 -1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64,052,138.62 2,754,319,940.25 29.40%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68,269,678.90 46,866,330.75 45.67%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比去年

同期增加；公司本部 45 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7

万吨特种纸项目及碱回收升级改造，公司子公司广

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北海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

（一期）项目，老挝孙公司太阳纸业沙湾有限公司

120万吨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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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37,975.34 2,267,663,245.56 80.80%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4,131,159,052.76 2,269,975,570.98 81.9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62,889,373.86 -2,223,109,240.23 -82.76%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0,762,402,060.06 15,734,034,971.95 -31.60%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

少，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低于去年同期支付的现

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低于去年同期现金流出较收到其他与筹资 1,100,000,000.00 854,438,963.23 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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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关的现金 多，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1,862,402,060.06 16,620,911,435.18 -28.63%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0,378,512,250.87 15,607,910,316.10 -33.50%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1,338,061,617.71 16,388,831,320.50 -30.8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4,340,442.35 232,080,114.68 125.93%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510,161.52 -2,427,847.41 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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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3,368.63 760,862,967.29 -96.58%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活动支付现金净流出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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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418,116.82 1,396,687,700.54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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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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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实施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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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8日，太阳转债的

转股价格于2020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 8.65元/股调整为8.55元/股。 

8、本报告期内，太阳转债因转股减少94,845,900元（948,459张），转股数量为11,092,882股。截至2020年9月30日，太

阳转债尚有1,103,106,700元（11,031,067张）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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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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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进入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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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份，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已经完成相关注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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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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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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减资事宜 

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生活用纸”)为太阳纸业控股子公司，其中太阳纸业出资人民币89,400万元（持有

太阳生活用纸99.33%的股权），济宁市兖州区旭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东投资”)出资人民币600万元（持有太阳

生活用纸0.67%的股权）。 

旭东投资因其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全部减持其持有的太阳生活用纸股权；本次减资完成后太阳生活用纸将成为太阳纸业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89,400万元，企业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20年8月19日，太阳生活用纸已办理完毕相关减资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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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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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7 年）事项 
2020 年 10 月 09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20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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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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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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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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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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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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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4

月 30 日 
公司本部 其他 其他 

太阳纸业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通过

“全景网•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平台，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面

向全体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发展情

况 

详见 2020 年 5 月 6 日

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

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0年 06 公司本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国盛证券：严大林、黄莎；申万宏源 公司生产经营情 详见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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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3 日 证券：柴程森；新时代证券：赵汐雯；

平安资管：周琳；星石投资：王荣亮；

沣京资本：李正强；九泰基金：余然；

建信基金：吴斯；泰康资产：刘少军、

黄钟；弘道投资：孙博文；弘阳信基

金：孙元宇、刘廷建；拾贝投资：练

强。 

况及行业发展情

况 

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

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0年 09

月 04 日 
公司本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李雪君；中欧基金：周应

波、蓝小康、成雨轩、邓新翱；富国

基金：徐斌；嘉实基金：苏文杰；中

金资管：张翔；兴业资管：刘刚。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及行业发展情

况 

详见 2020 年 9 月 7 日

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

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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