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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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3,536,481,069.94

20,194,190,156.80

16.55%

9,160,975,261.53

7,963,352,648.01

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5,009,340,344.09

37.58%

13,705,918,302.81

34.36%

499,374,786.03

63.91%

1,374,266,745.26

109.10%

493,257,360.89

62.58%

1,363,085,606.97

109.51%

1,071,230,019.50

58.86%

1,745,587,740.48

-2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66.67%

0.54

1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66.67%

0.54

10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1.84%

16.00%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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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4,500,0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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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6,454.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48,179.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2,395.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508,974.26
11,181,13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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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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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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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117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
48.40% 1,227,355,684

法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0 质押

405,2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瑞哲泰富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5.80%

147,000,000

0

其他

1.62%

41,174,943

0

其他

1.09%

27,648,472

0

其他

0.90%

22,747,494

0

其他

0.79%

19,999,963

0

其他

0.70%

17,765,313

0

国有法人

0.69%

17,509,853

0.68%

17,199,685

0

0.62%

15,809,523

0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
品

其他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27,355,684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227,35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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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瑞哲泰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1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0

41,174,943 人民币普通股

41,174,943

27,648,472 人民币普通股

27,648,472

22,747,494 人民币普通股

22,747,494

19,999,963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963

17,765,313 人民币普通股

17,765,313

17,509,853 人民币普通股

17,509,853

17,199,685 人民币普通股

17,199,685

15,809,523 人民币普通股

15,809,5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
品

上述股东中，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同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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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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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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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应收票据

本报告期末余额
3,502,856,176.84

本报告期初余额
2,691,803,552.88

与期初增减变

重大变动说明

动幅度

30.13% 主要原因是货款结算方式依票据为主。
主要原因是新上完工项目实现收入增加，纸制品价

应收账款

2,015,315,980.15

1,362,236,844.90

47.94% 格比同期增长，且本期应收账款按合同约定未到期
致使金额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主要原因是未来期间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减
300,943,541.73

432,097,693.66

少所致。
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对杭州奥通环保科技股份有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30.35%

185,750,000.00

130,708,000.00

42.11% 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养老产业运营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5500万。
主要原因是老挝公司制浆生产线、80万吨高档板纸

在建工程

2,167,869,452.72

302,006,703.35

617.82% 改建及其配套工程项目及20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
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业务服务费本期摊销减少所
3,042,271.24

7,822,149.48

短期借款

5,473,906,270.32

4,168,224,219.80

预收账款

1,033,054,977.55

679,447,473.92

67,252,479.89

40,118,002.56

应交税费

376,665,017.83

227,177,347.06

应付利息

49,806,236.89

72,955,319.18

166,780,095.66

121,480,405.12

37.29%

1,550,148,345.07

947,088,658.85

63.68% 主要原因是应付债券科目2015年3月发行3年期，中

997,502,283.08

1,494,440,926.68

-33.25%

65,886,890.30

373,055,246.60

-82.34%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61.11%

致。

31.32%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的质押和信用短期借款
主要原因是纸价上扬，本期收到纸制品产品预收货
52.04%

款定单比期初增加。

67.64%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应支付的工资薪酬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增长计提企业所得税同
65.80%

比增加所致。

-31.73% 主要原因是计提应付利息到期归还所致。
主要原因是销售量增加致使尚待支付的运输费用
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期票据5亿元、长期应付款科目建信金融租赁及交
银金融租赁本期重分类至一年到期所致。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2016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

递延收益

72,967,568.48

51,872,147.45

40.67% 项资金（进口贴息）及重点行业贷款贴息资金-牛皮
箱板纸项目的政府补助。

其他综合收益

-6,245,319.95

44,695,043.02

-113.97% 主要原因是本期重分类进损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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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总资产

23,536,481,069.94

20,194,190,156.80

16.55%

（二）利润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13,705,918,302.81

上年同期额
10,200,718,106.19

与上年同期增

重大变动说明

减变动幅度

34.36% 年产50万吨低克重高档牛皮箱板纸项目2016年8月
试产成功并正式投入生产销售，产品效益较好，故

营业成本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同时致使产品销售成本也比
10,289,334,815.85

8,028,607,831.27

28.16%

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加之本年市场行情较好部分产
品价格同比提高致使收入增长。

营业税金及附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同比增加致使同期营
96,210,445.50

52,509,552.33

83.22%

48,527,083.30

30,651,107.73

58.32%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增加所致。

7,614,020.57

13,267,184.46

-42.61% 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营业外收入

31,093,532.99

11,742,083.07

164.80%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比去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18,321,139.47

1,661,395.47

1002.76%

所得税费用

439,260,697.73

228,572,231.19

92.18%

15,311,114,940.65

12,080,900,190.22

26.74%

13,565,527,200.17

9,865,642,587.66

37.50%

加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业税金附加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比去年
同期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有所增
长致使所得税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时增加，而经营
活动现金销售商品流入低于购买商品现金支出，及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致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致

-21.20% 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745,587,740.48

2,215,257,602.56

30,505,777.81

132,486,439.51

-76.97%

2,433,853,469.43

1,080,308,807.90

125.29%

额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在建项目老挝公司制浆生产
吨高档特种纸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线、80万吨高档板纸改建及其配套工程项目及20万

-2,403,347,691.62

-947,822,368.39

-153.57%

8,266,071,510.93

6,793,899,839.31

21.67%

7,523,656,468.25

8,363,154,266.83

-10.04%

额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主要是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偿还债务支付筹资
流量净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致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742,415,042.68

-1,569,254,427.52

147.31%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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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83,341,809.37

-303,858,788.17

127.43% 主要是筹资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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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展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和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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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上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
2、公司于2017年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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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21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公司于2017年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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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21号）。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组织有关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以临时公
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4、2017年6月9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议案》。
5、2017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7]434号），根据《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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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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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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
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 2016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 07 月 04 日

2017 年 09 月 20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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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
业务竞争，控股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出
了如下承诺：1、自身及其他下属企业不存在与太阳
纸业从事的前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的情形，与太
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阳纸业不构成同业竞争；2、与太阳纸业的关系发生
避免同业竞 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其自身及其他下属企业现在及 2006 年 11
争的承诺

将来均不从事与太阳纸业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任何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业务或投资、合作经营、实际控制与太阳纸业业务相

首次公开发

同的其他任何企业；3、凡是与太阳纸业可能产生同

行或再融资

业竞争的机会，都将及时通知并建议太阳纸业参与；

时所作承诺

4、与太阳纸业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与
太阳纸业永不发生同业竞争。
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
业务竞争，实际控制人李洪信先生作出了如下承诺：
李洪信

避免同业竞 1、自身及其他下属企业不存在与太阳纸业从事的前 2006 年 11
争的承诺

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的情形，与太阳纸业不构成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同业竞争；2、与太阳纸业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
前，保证其自身及其他下属企业现在及将来均不从事
9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与太阳纸业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投资、合
作经营、实际控制与太阳纸业业务相同的其他任何企
业；3、凡是与太阳纸业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机会，
都将及时通知并建议太阳纸业参与；4、与太阳纸业
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与太阳纸业永不发
生同业竞争。

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其他承诺
有限公司

李洪信

其他承诺

1、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

自本承诺

利益。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出具日至

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 做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2016 年 09 公司本次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 月 28 日

非公开发

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

行股票实

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施完毕前

1、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

自本承诺

利益。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出具日至

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 做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2016 年 09 公司本次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 月 28 日

非公开发

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

行股票实

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施完毕前

履行完毕

履行完毕

1、不得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
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对自
身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
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由董事

自本承诺

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全体董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

事、高级 其他承诺

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管理人员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自本承诺出具

出具日至
2016 年 09 公司本次
月 28 日

非公开发

履行完毕

行股票实

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

施完毕前

监会做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
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
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自本承诺
1、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

出具日至

利益。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其他承诺
有限公司

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填补 2017 年 05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 月 22 日
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

其他承诺

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

可转换公
施完毕前
自本承诺

1、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
李洪信

公开发行 严格履行
司债券实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利益。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公司本次

2017 年 05
月 22 日

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 严格履行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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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实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施完毕前
1、不得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
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对自
身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
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由董事

自本承诺

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出具日至

全体董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

事、高级 其他承诺

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管理人员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自本承诺出具

2017 年 05
月 22 日

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 严格履行
可转换公

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

司债券实

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

施完毕前

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
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承
诺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太阳纸业
股份。

2016 年 01
月 11 日

12 个月

履行完毕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持续
董事会

分红承诺

2015 年 05 2015-2017
经营和长期发展，未来三年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严格履行
月 22 日 年度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承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继 2016 年 11
诺

续减少其在太阳纸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月 03 日

12 个月

严格履行

12 个月

严格履行

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
复星瑞哲
泰富投资
合伙企业

股份增持承
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瑞哲泰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会继续增加其在太阳纸业
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6 年 11
月 03 日

（有限合
伙）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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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80.00%

至

100.00%

190,217

至

211,352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5,676.18

2017 年，公司新增产能释放，产品价格上涨，故收入、产品毛利率等较去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从而推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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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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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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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1 月 4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1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1 月 10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2 月 13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2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2 月 13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2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2 月 13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7 月 12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 年 9 月 13 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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