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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8            股票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1-013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阳纸业”）

的经营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对太阳纸业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关联董事的李洪信先生、李娜女士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

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尚需

提交太阳纸业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因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万国

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及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五家公司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山

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

所以股东大会在审议前述议案中的子议案《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

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

议的议案》和《关于与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时，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需回避相关子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1年度全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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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2021.01-03 发

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500 0.00 0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500 0.00 1,666,283.18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500 0.00 0 

小计   1,500 0.00 1,666,283.18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销电、蒸

汽及纸制

品等 

市场价 600 907,301.38 3,606,307.51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销电、蒸

汽及浆等 
市场价 40,000 66,709,537.99 378,358,760.48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销电、蒸

汽及浆等 
市场价 50,000 341,247,097.22 445,981,142.85 

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

公司 

销电、蒸

汽及浆等 
市场价 38,000 0.00 0.00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销电、蒸

汽及浆等 
市场价 217,000 232,907,643.00 1,683,940,336.17 

小计   345,600 641,771,579.59 2,511,886,547.0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提供综合

服务劳

务、商标

使用费 

市场价 4,000 8,023,566.29 33,140,633.21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

服务劳务 
市场价 2,500 4,985,618.01 19,350,705.43 

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

公司 

提供综合

服务劳务 
市场价 300 0.00 0.00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

服务劳务 
市场价 3,000 5,070,417.39 20,244,781.83 

小计   9,800 18,079,601.69 72,736,120.47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800 1,565,661.43 2,734,290.7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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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万国纸业太阳

白卡纸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0 500 0 -100 

太阳纸业

《 关 于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详见 2020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

网

（ http://w

ww.cninfo

.com.cn）

及《证券

时 报 》、

《证券日

报》、《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报》上的

公告，公

告编号为

2020-016

。 

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1,666,283.18 500 0.01 -66.67 

山东万国太阳

食品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0 500 0 -100 

小计  1,666,283.18 1,500 0.01 -88.89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山东圣德国际

酒店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纸

制品等 
3,606,307.51 1,000 0.02 -63.94 

万国纸业太阳

白卡纸有限公

司 

销电、蒸汽及浆

等 
378,358,760.48 50,000 1.76 -24.33 

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

等 
445,981,142.85 50,000 2.08 -10.80 

山东万国太阳

食品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

等 
1,683,940,336.17 170,000 7.85 -0.94 

小计  2,511,886,547.01 271,000 11.71 -7.3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万国纸业太阳

白卡纸有限公

司 

提供综合服务

劳务、商标使用

费 

33,140,633.21 4,000 23.43 -17.15 

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

劳务 
19,350,705.43 2,500 13.68 -22.6 

山东万国太阳

食品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

劳务 
20,244,781.83 3,000 14.31 -32.52 

小计  72,736,120.47 9,500 51.43 -23.4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山东圣德国际

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734,290.79 300 15.30 -8.86 



 

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进行2020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

总规模方面来考虑，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

预计，因此，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但其对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差异主要系市场需求、价格变化或关联方内部

运营调整等原因，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 

关联交易管理，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效率和质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核查，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

系市场需求、价格变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对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德国际”）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鲁 

企业住所：济宁市兖州区兖颜公路北侧 327国道西侧 

经营范围：中西餐类制售、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冷热饮品

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在

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宾馆、饭馆、商场、公共浴室（浴场、桑拿中心、足

浴、温泉浴）茶座、游泳馆、舞厅、音乐厅、美容店、理发店经营。（以上项目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酒店管理、商务会议、商务接待、商务办公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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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圣德国际（经审计）总资产

28,030.22 万元，总负债 2,407.05 万元，净资产 25,623.17 万元，营业收入

3,236.40 万元，净利润-1,316.94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圣德国际（未经审计）总资产

27,279.24万元，总负债 2,107.68万元，净资产 25,171.56万元，营业收入 682.35

万元，净利润-449.30 万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圣德国际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圣德国际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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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1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1,4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20 年交易额（元） 

山东圣德国际酒

店有限公司 

接受会务等劳务 800 2,734,290.79 

销电、蒸汽及纸制品及提

供综合服务等 
600 3,606,307.51 

合  计 1,400 6,340,598.30 

（二）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太阳”）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2,280.8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 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制造、销售、营销、分销和研发，原材料、

设备以及其他与经营有关材料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

技术）服务，一般贸易以及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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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万国太阳（经审计）总资产

243,591.88 万元，总负债 145,610.80 万元，净资产 97,981.08 万元，营业收入

288,532.15 万元，净利润 25,541.58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万国太阳（未经审计）总资

产 233,947.62 万元，总负债 129,683.23 万元，净资产 104,264.39 万元，营业收入

71,721.96 万元，净利润 6,283.31 万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万国太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万国太阳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

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1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44,5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20年交易额（元） 

万国纸业太 采购材料 500 0 



 

6 

 

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40,000 378,358,760.48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及商标使

用费等 
4,000 33,140,633.21 

合  计 44,500 411,499,393.69 

（三）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太阳”）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2,342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 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制造、销售、营销、分销和研发，原材料、

设备以及其他与经营有关材料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

技术）服务，一般贸易以及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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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际太阳（经审计）总资产

295,467.18 万元，总负债 171,921.16 万元，净资产 123,546.02 万元，营业收

入 313,700.30 万元，净利润 23,241.24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国际太阳（未经审计）总资产

296,394.61 万元，总负债 166,518.18 万元，净资产 129,876.43 万元，营业收

入 105,965.67 万元，净利润 6,330.41万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国际太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国际太阳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1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53,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20 年交易额（元） 

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500 1,666,283.18 

销电、蒸汽及浆等 50,000 445,981,142.85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2500 19,350,7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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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3,000 466,998,131.46 

（四）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食品”）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1,787.775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 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原材料、设备以及其他

经营有关的材料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技术）服务，

一般贸易及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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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万国食品（经审计）总资产

213,284.88 万元，总负债 106,713.62 万元，净资产 106,571.26 万元，营业收

入 391,654.79万元，净利润 30,582.87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万国食品（未经审计）总资产

271,583.63 万元，总负债 154,096.27 万元，净资产 117,487.36 万元，营业收

入 98,743.47 万元，净利润 10,916.10万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万国食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万国食品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1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220,5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20 年交易额（元） 

山东万国太

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500 0 

销电、蒸汽及浆等 217,000 1,683,940,336.17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3,000 20,244,781.83 

合  计 220,500 1,704,185,118.00 

（五）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纸板”）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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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鲁 

企业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铁山港口岸联检大楼五

楼 1号 

经营范围：林木种植；木浆、木片及纸、纸板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贸易；造纸用原材料的收购；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销售

(危险化学品除外)；仓储设施管理与租赁。(住所地不作为生产经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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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纸板目前尚处于筹建期。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广西纸板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全资子公司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

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广西纸板正在实施 90万吨高档白卡纸项目，项目预计将于 2021 年四季度投

产。该公司运作的相关项目前景良好，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1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38,3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20 年交易额（元） 

广西太阳纸业

纸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0 0 

销电、蒸汽及浆等 38,000 0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300 0 

合  计 38,300 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依据：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2、关联交易费用支付时间及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合同及正常业 

务惯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各关联交易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双方有

权决策机构批准后生效。2021年 1月 1日到 2021年 12月 31日为关联交易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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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

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价格公允，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起到了

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关联交易的实施及事后报告程序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或当年累计金额不超过各项预计总额，可由公司董

事会组织实施，不再另行逐笔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如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

或当年累计金额超过各项预计总额，公司应当根据超出金额分别适用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重新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

审议和批准，并履行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之前，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中公

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将按照

市场公允定价原则由双方共同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

次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均应当回避表决，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1、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公司进行的上

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所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

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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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太阳纸业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