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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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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事项概述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阳纸业”）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70 万吨生物精炼项目进展暨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生
物”）。（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2 月 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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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02、2017-004）。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3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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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5）。
鉴于太阳生物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经营业务，根据公司经营布局的调整，优化

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率，公司决定注销太
阳生物，太阳生物注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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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已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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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本次注销
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注销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SUN� BIO� MATERIAL� (U.S.)� COMPANY【太阳生物材料（美国）
公司】

2、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县威灵顿市桔子街 1209 号公司信托中心
3、登记证号：6271968
4、经营范围：从事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约束下可由公司组织的任何合法行

为或活动
5、股权结构：太阳纸业持有太阳生物 100%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11.79 万元， 净资产：

-11.78 万元，营业收入：0 元，净利润：-99.71 万元
三、注销子公司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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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境外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太阳生物材料（美国）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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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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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阳纸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19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20年 5月 15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5月 15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5月 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交易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1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 的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 其他投票方式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
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
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6、股权登记日：2020年 5月 11日
7、出席会议对象：
（1） 2020年 5月 11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3 《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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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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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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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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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9 《关于投资建设广西北海 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的议案》
2、单独计票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要求，上述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
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特别决议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的要求，议案 8《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
公告和文件。

5、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孙蕴宝先生、陈关亭先生、罗奕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3.00 《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 作为投
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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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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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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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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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8.00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
9.00 《关于投资建设广西北海 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期）项目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 登记时间：2020年 5月 14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30）
2、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 1号太阳纸业办公楼证券部
3、 登记办法：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以 2020 年 5 月 14 日下

午 17:3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5）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
食宿、交通费自理。

2、 会议联系人：王涛
3、 联系电话：0537-7928715
4、 传真：0537-7928489
5、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证券部
6、 邮编：272100
7、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

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362078，投票简称为太阳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 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 5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5月 15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委托人）现持有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纸业”）
股份 股，占太阳纸业股本总额的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受托人）代理委托人出席太阳纸业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3.00 《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及协议的议案》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
数：（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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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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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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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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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

9.00 《关于投资建设广西北海 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一
期）项目的议案》 √

说明事项：
1、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每项均为单选，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

单位公章。
附件三：参会回执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签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2020 年 5 月 14�日下午 17:30 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

传真方式（传真：0537—7928489）交回本公司证券部，地址为：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
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证券部（邮政编码：272100）。

3、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5566 20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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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股票代码：002078 股票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0-016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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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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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已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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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尚需提交
太阳纸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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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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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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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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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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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全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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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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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
纸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500 506,106.19 1,401,0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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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小计 1,500 506,106.19 1,401,0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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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754,488.28 4,464,169.31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
纸有限公司

销电 、蒸
汽及浆等 市场价 50,000 195,232,667.20 419,988,4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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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2,586.36 460,307,2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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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358,346,313.66 1,367,251,276.7

8

小计 271,000 603,266,055.50 2,252,011,12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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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7,248.35 31,922,3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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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447.48 17,982,1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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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1,891.58 20,398,932.24

小计 9,500 17,199,587.41 70,303,4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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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06,312.00 421,681.6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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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00.00

太阳纸业
《 关 于
2019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 的 公
告》 详见
2019 年 4
月 16 日
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
（http: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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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
4。

山东国际纸
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401,065.04 500 0.01 -71.98

山东万国太
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0 500 0.00 -100.00

小计 1,401,065.04 1,500 0.01 -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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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4,169.31 1,000 0.02 -55.36

万国纸业太
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
浆等 419,988,459.54 50,000 1.86 -16.00

山东国际纸
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
浆等 460,307,219.43 50,000 2.04 -7.94

山东万国太
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
司

销电、蒸汽及
浆等

1,367,251,276.7
8 150,000 6.05 -8.85

小计 2,252,011,125.0
6 251,000 9.9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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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2,375.17 4,000 20.82 -20.19

山东国际纸
业太阳纸板
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
务劳务 17,982,189.41 2,500 11.73 -28.07

山东万国太
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
司

提供综合服
务劳务 20,398,932.24 3,000 13.31 -32.00

小计 70,303,496.82 9,500 45.86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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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81.60 300 59.40 -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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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圣德国际（经审计） 总资产
28,910.40 万元，总负债 1,968.36 万元，净资产 26,942.04 万元，营业收入 3,916.67 万
元，净利润 -1,777.41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圣德国际（未经审计） 总资产
27,812.01 万元，总负债 1,483.46 万元，净资产 26,328.55 万元，营业收入 304.62 万
元，净利润 -6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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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1,3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0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19年交易额（元）

山东圣德国际酒
店有限公司

接受会务等劳务 300 421,681.60

销电、 蒸汽及纸制品及
提供综合服务等 1,000 4,464,169.31

合 计 1,300 4,885,8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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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万国太阳（经审计） 总资产
235,281.66 万元 ， 总负债 162,842.15 万元 ， 净资产 72,439.51 万元 ， 营业收入
309,384.72 万元，净利润 10,282.21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万国太阳（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3,414.94 万元 ， 总负债 144,941.09 万元 ， 净资产 78,473.84 万元 ， 营业收入
77,165.40 万元，净利润 6,0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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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54,5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0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19年交易额（元）

万国纸业太
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500 0

销电、蒸汽及浆等 50,000 419,988,459.54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及商标
使用费等 4,000 31,922,375.17

合 计 54,500 451,910,8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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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太阳（经审计） 总资产
351,717.90 万元 ， 总负债 235,442.08 万元 ， 净资产 116,275.82 万元 ， 营业收入
466,000.14 万元，净利润 12,350.53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国际太阳（未经审计） 总资产
359,982.04 万元 ， 总负债 233,969.61 万元 ， 净资产 126,012.43 万元 ， 营业收入
109,310.27 万元，净利润 9,7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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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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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19年交易额（元）

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500 1,401,065.04

销电、蒸汽及浆等 50,000 460,307,219.43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2,500 17,982,189.41

合 计 53,000 479,690,4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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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万国食品（经审计）总资产 231,911.38
万元，总负债 155,922.98 万元，净资产 75,988.39 万元，营业收入 334,229.97 万元，净利润
9,059.58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万国食品（未经审计）总资产 234,546.15
万元，总负债 150,068.04 万元，净资产 84,478.12 万元，营业收入 90,166.84 万元，净利润
8,489.7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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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 173,5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20年交易额上限(万元)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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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1,367,251,276.78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3,000 20,398,932.24

合 计 173,500 1,387,650,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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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关联交易的总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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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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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中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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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会议
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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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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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太阳纸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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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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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0-036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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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全称的议案》
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
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中文名称由“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万邦德
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WANBANGDE� NEW� BUILDING�
MATERIALS� CO.,LTD.”变更为“WANBANGDE� PHARMACEUTICAL� HOLDING�
GROUP� CO.,LTD.”。 变更后的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6934308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栋梁路 1688� 号
法定代表人：赵守明
注册资本：陆亿壹仟捌佰贰拾贰万贰仟捌佰贰拾玖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03� 月 31� 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03� 月 31�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药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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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门窗制造加工；面料纺织加工；木材加工；模具制造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243 证券简称：瑞丰高材 公告编号：2020-022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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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04 月 19 日，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 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0 年 04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0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300630 证券简称 :普利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34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