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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2-04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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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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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854,990,443.30 15,813,200,800.9 15,813,200,800.97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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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9,437,679.50 2,231,519,572.53 2,231,519,572.53 -2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8,444,270.93 2,192,795,416.69 2,192,795,416.69 -2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2,510,128.72 2,662,533,940.08 2,662,533,940.08 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85 0.85 -2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85 0.85 -2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7% 12.98% 12.98% -4.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173,769,700.68 
42,737,472,318.1

3 
42,706,268,731.07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12,824,382.05 
18,733,086,920.8

9 
18,705,503,087.13 11.8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 

解释第 15 号明确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

理（以下简称 试运行销售）”。企业发生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消

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研发支出。“试运行销售”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并追

溯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执行该规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解释第 15 号明确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以下简称 亏损合同）”。判断亏损合同时，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

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亏损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2 年 1月 1 日起

施行；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解释第 15 号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公司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

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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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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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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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7% 1,235,224,18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2.42% 65,003,330 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泰

星元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9% 48,103,431 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 16042 组合 
其他 1.46% 39,133,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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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 37,88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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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37,87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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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28,112,536 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 16041 组合 
其他 1.00% 26,865,70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26,284,800 0   

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25,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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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价值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嘉实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社保基金 16042

组合、社保基金 1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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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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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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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股份，通过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95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 25,95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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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2017 年太

阳纸业可转

换公司债券 

太阳转债 128029 
2017 年 12 月

22 日 

2022 年 12 月

22 日 
90,857.17 

太阳转债的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3%、第二年为 0.5%、第三年为 

0.8%、第四年为 1.0%、第五年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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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4.53% 55.98% 

流动比率 68.18% 62.94% 

速动比率 47.88% 43.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27 11.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63,844.43 219,279.5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3.05% 17.02% 

利息保障倍数 6.29 8.7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88 12.64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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