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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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3,476,871.84 5,552,361,684.50 3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7,996,537.07 536,015,742.12 10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82,938,858.95 494,737,078.10 11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6,201,904.83 283,363,636.64 58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9 1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3.32%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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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24,524,319.24 35,866,340,147.29 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77,989,276.90 16,111,630,520.66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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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1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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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4,195.8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8,4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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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996.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7,249.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45,105.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8,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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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5,057,67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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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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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 1,235,224,184 0 质押 8,556,150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57,750,000 0   

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57,230,13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2% 42,644,03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8% 28,30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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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26,918,13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73% 19,046,202 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 16041 组合 
其他 0.72% 18,85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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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17,957,151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其他 0.67% 17,54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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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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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57,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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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 57,230,134 人民币普通股 57,230,13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644,032 人民币普通股 42,644,0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07,317 人民币普通股 28,30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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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8,136 人民币普通股 26,918,13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9,046,202 人民币普通股 19,046,20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 16041 组合 
18,852,437 人民币普通股 18,85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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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7,151 人民币普通股 17,957,15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17,549,293 人民币普通股 17,54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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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中，山东

博汇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同为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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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期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89,224,184 股股

份，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00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 1,235,224,184

股股份； 

2、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期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股份，通过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75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 57,750,000 股股份； 

3、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报告期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40,084 股股份，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190,050 股股份，合计持有 57,230,134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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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金额 2020年12月31日金额 增减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 期末数 

应收票据 14,412,235.49  50,425,452.86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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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2,853,422,772.28  1,609,541,349.44  77.28%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货款依据合同未到期收回增加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52,858,874.21  1,588,576,525.55  -40.02% 
主要原因是销售回款中现金回款比例较年初增加较

大，银行承兑汇票回款比例下降。  

预付款项 549,061,352.65  345,711,006.23  58.82% 主要原因是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328,239,195.72  2,435,143,243.59  36.68% 
主要原因是广西北海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支付

的货款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3,354,689.29  15,086,898.00  54.80% 
主要原因是本期全资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支付银团贷款参与费分摊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478,204.49  67,757,006.50  -74.20% 主要原因是计提的职工薪酬本期实际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455,496,495.56  327,785,665.15  38.96%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4,367,980,921.68  3,208,922,358.49  36.1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表二：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1年1-3月金额 2020年1-3月金额 增减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7,643,476,871.84  5,552,361,684.50  37.66% 主要原因是公司新上项目2020年下半年陆续投产，本

期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致使收入及成本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5,852,007,241.34  4,459,690,653.21  31.22% 

研发费用 70,084,026.35  107,778,232.08  -34.97% 主要原因是本期研发投入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7,196,891.88  12,288,877.06  -41.44% 
主要原因是企业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相关政府补

助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373,737.50  3,105,218.49  105.26% 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企业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015,758.05  53,432,570.17  -49.44%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8,996.19  8,711,754.73  -96.91%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用于支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防控工作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1,062,353.97  134,397,248.98  86.81%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因疫情市场行情较差，本期一季

度利润总额高于同期致使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57,602,179.17 86,342,277.75  -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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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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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57,602,179.17  86,342,277.75  -33.29% 

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9,205,802,463.47  5,675,532,277.41  62.20%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去

年同期增加；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

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但小于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使得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7,269,600,558.64  5,392,168,640.77  34.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36,201,904.83  283,363,636.64  583.29%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8,483,039.45  4,563,015.79  85.91% 

主要增减变化,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现金增加致使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增加；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为在建工程广西北海350万

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支付的现金增加，致使投资产生

的现金流出增加。 

购 置 固 定 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046,738,169.57  1,078,355,996.27  89.80%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2,046,738,169.57  1,078,355,996.27  89.80%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38,255,130.12  -1,073,792,980.48  -89.82%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4,351,529,760.62  5,291,715,971.74  -17.77% 

主要原因是筹资活动收到的现金流入及筹资活动支

付的现金流出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3,854,845,703.99  4,809,799,843.33  -19.85%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6,684,056.63  481,916,128.41  3.06%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654,306,628.45  982,253,174.91  68.42% 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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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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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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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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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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000元（4,620张），转股数量为54,016股，剩余可转债余额908,985,200元

（9,089,852张）。截至2021年3月31日，太阳转债尚有908,985,200元（9,089,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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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2021年1月10日，项

目中的两条分别年产40万吨的高档包装纸生产线暨PM1、PM2相继投产运行，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已经全部投产，项目的投

产加快了太阳纸业在实施的老挝“林浆纸一体化”项目进程，将有效提升太阳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广西北海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事项 

广西北海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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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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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项目中正在建设的项目包括55万吨/年文化用纸项目、12万吨/年生活用纸项目

和配套的80万吨/年化学木浆项目、20万吨/年化机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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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 

公司快消品板块的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实施。 

2020年12月6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拟设立子公司的议案》。生

活用纸产品销售区域已经涵盖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鉴于生活用纸、湿巾等作为最终消费品的产品属性和市场销售模式

等，为进一步提升生活用纸公司产品的销售、市场推广等工作，生活用纸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颐纸业有限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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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生活用纸公司的重点区域的产品销售、产品推广、电子商务等业务。 

2021年1月21日，上海天颐纸业有限公司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为1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5MA1HBHR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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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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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4 月 0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21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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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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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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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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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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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