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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1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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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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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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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机制纸、纸制品、木浆、纸板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顺应行业的发展方向，按照既定的企业发展规划，围绕造纸产业链进行了多元化布局，持续实现产业链上产品的多

元化、差异化和价值最大化，业已成为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林浆纸一体化综合性造纸龙头企业之一。 

近年来，公司根据既定的发展战略，已经构建起了山东、广西和老挝三大生产基地，支撑太阳纸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林

浆纸一体化”工程已经初具雏形；公司顺应市场不断调整产品矩阵，业务范围覆盖产业用纸、生物质新材料、快速消费品三

大部分，主要产品包括非涂布文化用纸、铜版纸、牛皮箱板纸、特种纸、淋膜原纸、生活用纸、溶解浆、化学机械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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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全体太阳人齐心协力、风雨

无阻、勇往直前，战疫情、保生产、调结构、强营销、上项目、夯基础，在危机中抢抓机遇，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竞争中

创新发展。较好的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目标，推动公司实现了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公司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21,588,648,352.76 元，利润总额2,378,315,428.87 元，净利润1,967,854,504.09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3,110,590.06 元；公司合并总资产35,866,340,147.29 元，比年初32,295,172,410.72

元增加了3,571,167,736.57元，增幅11.06%；股东权益合计16,238,592,149.88 元，比年初的14,699,876,229.96元增加

1,538,715,919.92元，增长10.47%；2020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为54.72%，比年初的54.48%增长了0.24%。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所处行业相关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造纸行业，太阳纸业是国内重要的综合性纸、浆产品供应商，主要产品在国内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

率，在业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经济遭遇重大挑战。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造纸行业全体同仁团结一心、

紧密沟通、共克时艰，成功抵御住疫情影响，保持了行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根据2020年造纸生产和市场走势分析，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运行情况如下： 

1)2020年，国内造纸行业生产和市场总体走势  

2020 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下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随着防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经济恢复较好，积极效应在不断显现；造纸行业顺应宏观经济的走势，生产和运行在2020

年度呈现逐月向好态势，整体运行好于上年。全年纸及纸板生产总量比2019 年有所提高，产销基本平衡。 

受市场对纸张品种需求变化和原材料来源成本差异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造纸企业生产和经济运行出现分化。多数以

商品纸浆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得益于商品纸浆价格低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国内原生纸浆生产企业困难增大，亏损企业

数量增多。 

由于市场需求总量变化不大，部分纸种产能还有增加，加之国内原生纸浆产量不足，废纸进口减少，使得生产企业对进

口商品纸浆需求继续增加。由于市场需求增加，国内受原料总量和成本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出现包装用纸板和新闻纸进

口量大幅增加，出口量减少局面。 

2)对造纸行业后市的认识 

2021 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造纸行业在国家禁止废纸进口和进一步限制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政策的影响下，

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造纸行业作为重要的原材料产业，纸浆原料对外依存度高，一直是制约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最大瓶颈。2021年开始的废

纸零进口又增加了纤维原料供应的难度，为了弥补禁废后的纤维短缺，行业正在采取进口商品再生纤维浆、增加木浆和木片

进口及在国内新上木纤维项目的方式进行调整。未来只有通过加大创新，拓宽纤维原料来源渠道，顺应国家环保趋势，调整

原料结构，造纸行业才能保障整体生产和运行的稳定。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对纸张需求的增加，预计国内纸及纸板生产量还会增加。另外，由于市场需求和商业利益等因素的影

响，进口的成品纸和纸板仍然会保持较高数量，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还会保持。2021 年废纸原料零进口已成定局，而国内

回收废纸受可回收总量制约，未来提升空间有限，因此，商品纸浆和再生纤维浆进口会继续增加。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复杂多变形势，加上限废政策影响，使得我国原本造纸原料短缺的问题更加凸显，给产业

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相关企业既要有风险防范意识，又要增强产业链安全意识。 

2021 年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造纸行业需要立足“十四五”

开启的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当前，国内外形势仍然复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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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行业如何增强忧患意识，如何充分利用国家调整的相关政策，如何开启体系共建、产业共生的废纸原料体系的重构，如

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问题，将成为考验行业发展战略定位的重要课题。造纸行业是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

按照国家的任务部署，结合行业发展特点，造纸行业将跃马扬鞭，踏上新征程，在全体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在新起

点上抢抓机遇、创新发展，用实干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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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588,648,352.76 22,762,704,535.51 -5.16% 21,768,398,46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3,110,590.06 2,178,118,987.24 -10.33% 2,237,612,4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3,233,507.24 2,098,730,376.96 -8.36% 2,211,143,99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15,906,238.92 4,685,935,946.68 41.19% 4,477,851,82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84 -10.71% 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82 -8.54%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9% 16.12% -3.33% 19.5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5,866,340,147.29 32,295,172,410.72 11.06% 29,523,138,69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11,630,520.66 14,591,390,562.86 10.42% 12,572,723,214.3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52,361,684.50 4,875,926,612.62 5,210,340,851.42 5,950,019,20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6,015,742.12 400,462,480.43 445,716,641.90 570,915,72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737,078.10 380,445,017.95 452,211,374.77 595,840,03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363,636.64 1,889,139,543.02 1,391,548,958.96 3,051,854,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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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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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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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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 1,235,224,184 0 冻结 8,556,1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2.26% 59,447,138 0   

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54,153,09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9% 52,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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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31,510,326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

合 
其他 1.04% 27,417,944 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 16011 组合 
其他 0.92% 24,100,05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79% 20,789,78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价值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16,445,32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16,278,6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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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4,153,09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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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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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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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是跌宕起伏、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国内外经济形势带来严峻考验，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

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等形势下，造纸行业遭受到原料短缺、新限塑令、新媒体冲击等诸多挑战，全行业凝聚共识、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砥砺前行，取得了稳中有进的宝贵成绩。 

2020年，全体太阳人齐心协力、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战疫情、保生产、调结构、强营销、上项目、夯基础，在危机中

抢抓机遇，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竞争中创新发展。在企业经营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在新项目建设方面开创了

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目标，推动公司实现了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公司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21,588,648,352.76 元，利润总额2,378,315,428.87 元，净利润1,967,854,504.09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3,110,590.06 元；公司合并总资产35,866,340,147.29 元，比年初32,295,172,410.72元增加了

3,571,167,736.57元，增幅11.06%；股东权益合计16,238,592,149.88 元，比年初的14,699,876,229.96元增加1,538,715,919.92元，

增长10.47%；2020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为54.72%，比年初的54.48%增长了0.24%。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疫情防控彰显太阳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体太阳人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太阳力量。在公司董事会

和经营层的坚强领导下，公司夺取了疫情防控和企业经营发展的“双胜利”，为感谢全体太阳人的辛勤付出，公司给每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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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发放了1000元的“防疫红包”。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控股股东一道无偿捐款1000

万元并捐赠了价值2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为国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积极贡献，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

营企业”殊荣。 

（2）创新发展彰显太阳作为 

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陈克复院士等共同完成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技术成果，荣获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国造纸行业在环保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建国以来山东造纸行业获

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高纯度生物质纤维素清洁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是获

奖企业中唯一一家造纸企业。2020年度，公司还申请了23项国家专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和其他多个技术创新奖

励。公司研发并量产的金太阳优质牛卡纸、数码喷墨专用纸、本色食品包装纸等一批差异化、高质量的新产品适销对路，深

受客户青睐；2020年公司不断完善营销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了有太阳纸业特色的“新型产销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得到客户的

一致好评。 

（3）项目建设彰显太阳速度 

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公司山东基地、老挝基地的六台纸机相继投产，新增牛皮箱板纸、非涂布文化用纸、特种纸、生

活用纸等纸品产能近140万吨，前述六条生产线均是提前一次性开机成功，彰显了太阳速度，创造了公司有史以来开机速度

最快、效率最高、频率最集中的新纪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广西基地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并取得阶段性胜

利。这些项目的成功投产和顺利建设，使公司山东、广西和老挝“三大基地”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我们的产品覆盖面将更广，

市场影响力将更大，竞争力也更强，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人才梯队搭建彰显太阳活力 

公司秉承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的人才管理理念，2020年度，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持续发力，先后竞

聘选拔了76名年轻干部调整充实到重要岗位，同时吸引了100多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共创未来。2020年度，公司有8人当选济宁

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1人被评为济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165人获得内部职称聘任。2020年，在山东省造纸行业

第二届职工技能竞赛上，公司11名参赛人员全部获奖，展示了太阳人高超的技术水平。通过公司体系化的人才梯队建设，太

阳纸业人才队伍的活力更足、结构更优。 

（5）生命工程彰显太阳责任 

安全、环保、质量是太阳纸业一以贯之的三大“生命工程”。安全方面，“家企相通”“孝立安全”的文化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环保方面，在成功入选“国家绿色工厂”的基础上，公司全面完成了环境治理三大攻坚战任务和节能减排目标，固废减量化、

资源化达到业内最好水平；质量方面，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在新发布的中国企业信用500强榜单中，

公司信用指数在造纸行业中位列第一，赢得广泛赞誉。 

2021年，是太阳纸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公司纸、浆产能将站上千万吨的新起点，“三大基地”的战略

布局将初步形成，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将全面开启。 

2021年，太阳纸业将始终不忘初心，心无旁骛攻主业，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始终坚持创新发展驱动，坚持绿色低

碳发展，坚持发扬工匠精神，坚持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开创太阳纸业更加

美好的明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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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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802,339.03 1,621,811,210.02 22.50% -2.39% -19.47% -4.77% 

铜版纸 3,509,007,761.11 891,522,707.09 25.41% 1.34% -6.27% -2.06% 

电及蒸汽 795,045,708.72 246,370,606.22 30.99% -1.35% 15.76% 4.58% 

化机浆 1,786,699,820.30 365,152,645.63 20.44% 12.86% 3.53% -1.84% 

溶解浆 2,178,060,184.77 -76,988,028.27 -3.53% -39.27% -117.90% -15.53% 

生活用纸 786,114,298.24 178,874,406.82 22.75% -4.59% 40.87% 7.34% 

淋膜原纸 825,537,250.28 220,713,645.31 26.74% -5.55% -4.16% 0.39% 

牛皮箱板纸 4,171,651,673.61 682,423,039.14 16.36% 24.06% 7.67%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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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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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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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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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经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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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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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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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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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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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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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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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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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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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 

合同负债 1,040,847,370.01 

其他流动负债 112,309,702.67 

预收款项 -1,153,157,0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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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合同负债 1,289,909,287.14 

其他流动负债 153,542,506.38 

预收款项 -1,443,451,793.52 

（续） 

单位：元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度 

营业成本 865,080,951.97 

销售费用 -865,080,951.97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

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

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③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号），可

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集团对于自2020年1月1日起发生的房屋及建筑物类别租赁的相关租金减让，采用了该会计处理规定中的简化方法，在

减免期间或在达成减让协议等解除并放弃相关权利义务时，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159,498.31元。 

本集团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租金减让不适用上述简化处理方法。 

2）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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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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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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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负债  1,040,847,370.01 1,040,847,370.01 

其他流动负债  112,309,702.67 112,309,7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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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764,557.75 722,764,557.75 

其他流动负债  71,844,010.53 71,844,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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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于2020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及海外事业战略布局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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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

已在2020年6月注销完毕，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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