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2017年，伴随着国内经济整体形势的稳中向好，中国造纸工业总体上

也取得了平稳增长的良性发展走势。在这一年里，行业经历了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尤

其是商品纸浆与废纸原料的市场波动，产销总量在保持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继续稳中

有增；骨干企业和特色企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带动了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大幅增长，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

与此同时，在2017年，《造纸工业“十三五”发展意见》正式发布。通过科学的分

析方法，结合中国造纸发展的历程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的经

验和规律，重点对未来造纸工业的生产供给、资源配置、区域发展、规模结构、消费

规律、节能减排等提出了发展目标和指导意见，相信将对行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

和积极的影响。

进入2018年，我们走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中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

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在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目标指引下，

中国经济还将会保持中高速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结合造纸产业定位和作用，必将

给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在经历了高景气度发展的2017年后，中国造纸工业

也将站在行业发展的新高度上，进入一个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

卷首语

共同努力
开创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纸业要从过去数量主导型的发展，转变为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的发展，要求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2018年，行业应该坚持“绿色纸业”的

方向，继续在深化结构调整中下功夫。其一是要继续推进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控制新增产能，保障产品市场的产销平衡，避免大起大落的市场波动；其二要

深入落实工信部提出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生

产高质量纸产品，适应消费升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经济效益；

其三是继续加大环保治理投入和节能减排技术与模式创新，充分发挥纸业的绿色属

性，持续改善和提升行业整体形象，真正实现产业升级、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

和谐统一。

“十九大”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对于我们这一代造纸人而言，

传承发展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实现纸业强国之梦就是我们的初心；把我们

这个产业建设得更优化、更合理、更绿色，更持续的发展，以更坚实的步伐由纸业大

国迈向纸业强国，则是我们在“新时代”下的历史新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勇担重

任，不辱使命。

2018年来到了，相信这会是更好的一年。祝纸业同仁和《中华纸业》读者朋友们

新年新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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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开创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时代/赵伟

Joint efforts to create a new era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aper industry in China

创新 陕西科技大学张美云教授获2017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8）

政策 《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正式发布（9） 环保部就进口废纸两项

固废规定做政策解读（10） 《环境保

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11） 《制浆造纸等14个行

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征

求意见稿）发布（12） 《进口可用作

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2018年2月1日起施行（12） 

现场  “扬帆凯登 逐梦远航——生

活用纸创新技术研讨会”在无锡召开

（13） RIS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楞纸会

议在成都成功举行（14） 

浮沉  APP（中国）荣获“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2017中国企业最佳实践”称号，等（15）

数据 11月行情走软，浆价下行，等（16）

17-50 新时代纸业知与行：战略思考

和实践行动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paper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18 共同开创新时代中国造纸工业的新局面

/张崇和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in the era of innovation

21 新时代下造纸业的理性回归与价值根

本/李建华

Rational reversion and intrinsic value of the 

paper industry in a new era

23 “四级层层治理”构建华泰绿色造纸模

式/任爱丽

Construction of Huatai green paper making 

model by “four - level layer governance”

25 从顶层设计看新时代中国纸业的发展/

李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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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per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from top design

28 传承创新 兼收并蓄——太阳纸业企业

文化建设掠影/宋伟华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 a glance at the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Sun Paper

32 共担共创中国造纸新时代/黄欣

Create a new era of papermaking in China

35 从濒近破产到破茧重生：银河纸业改革

路上的抉择与奋进/吴广福

From near bankruptcy to cocoon rebirth: the 

choice and progress of the reform of an old 

state - owned paper enterprise

41 探索新时代下造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

略/翟京丽

Explores a new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per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45 可持续的造纸业:一体化与多样化/《APP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16》编写组

Sustainable paper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51 凯登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独家专访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单

翔年/李玉峰  赵琬青 

Kadant’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Shan Xiangnian from 

Kadant Johnson (Wuxi) Technology Ltd.

55 中国木浆市场2017年盘点及2018年

关注 Focus 

卷首语 Fore words

专题 Special

P17-50 Special>>>

专题：新时代纸业知与行

特写 Interview

市场 Market





86 近现代手工纸纸名辑录与览正（之

三）：现代纸名（上）/刘仁庆

Names collection and revision of handmade 

paper in recent and modern times(Ⅲ)：

Names of modern paper(Ⅰ)

展望/王海洋

Inventory of Chinese wood pulp market 

in 2017 and prospect in 2018

60 2018年造纸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走势展

望/鄢鹏  蔡方羿

Outlook on the price trend of paper products 

and raw materials in 2018

67 问诊纸企存货管理的“顽疾”/赵艳丰

Inquire about the “stubborn disease” of 

stock management in paper enterprises

环球扫描 

[全球] 国际市场纸浆价格连月攀升（71）

[欧洲] SCA集团对瑞典Munksund纸厂进行

升级改造，等（71-74）

[美洲] 美国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等（74-77）

[非洲] 萨佩纸业宣布将于2020年之前大幅

提高溶解浆产量（77）

投资建设 永丰纸业泸州20万吨竹浆项目正

式投产，成为全国最大竹浆纸一体化企业，

等（78-81)

机械装备 山西一帆纸业60万吨高强瓦楞

纸项目一期工程整套制浆系统签约运达，等

（81-82)

管理运营 山鹰纸业拟19亿元收购联盛纸

业，，产能增加百余万吨，等（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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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沉痛悼念胡宗渊同志

Mourning comrade Hu Zongyuan

92 怀念良友益友胡宗渊先生/宋美如  

邝嘉龙  夏书娟　等

Miss good friend Mr Hu Zongyuan

纵横 Survey

资讯 Information

下期要目（2018年第2期）

he NextT
06 木糖在甲酸体系中的糠醛转化及控制/许苗苗  刘巧玲  姜孝丰 等 

11 机械布浆双辊挤浆机自动控制系统的开发/徐怡萍  马焕星  许海燕 等 

16 纳米纤维素增强壳聚糖/聚乙烯醇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盛超  周益名  薛国新 

22 羧甲基纤维素钠修饰Fe3O4粒子降解酸性大红GR的研究/张鑫宇  薛国新  周益名 等 

27 苛化温度对非木浆白泥碳酸钙微观形貌结构影响及机理研究/夏新兴  秦晓

静  唐婷婷 等 

31 固体施胶剂在瓦楞纸表面施胶中的应用/段希磊  高珊珊  宋晓明 等 

34 仙人掌代替杨桃藤制取宣纸纸药的可行性研究/童海行  刘蒙 

37 蒸汽箱在纸机中的应用/杨德清  刘静静 

43 白水多盘过滤机XPL3615系统自动化控制/马焕星  徐怡萍  贾德强 

48 变容式压滤机对造纸污泥进行深度脱水的中试试验/刘宾宾  赵连宇  吴方利 

52 一种新型阴离子垃圾捕捉剂在箱纸板系统中的应用中试/张江波  薛国新  王宏伟 

56 烟用内衬纸原纸中铬元素的来源及控制/张富有  李党国  梁冰

59 用水性有机颜料生产灰色手提袋纸/于彦凤  周大仕  房广 等

62 卷烟纸中异味产生的原因分析/于龙国  刘仕民  曹守涛

64 秸秆原料自动解绳、取绳试验设备的应用/王庆涛  初吉兴  王新军 等

66 创新性淀粉节约方案——通过纤维中的淀粉回收提高纸板生产的可持续性/

● 项目信息 ●  生活用纸行业产能相对过剩，投资更加理性（42，47）

● 技术信息 ●  微纳米纤维素的研发与应用（15） 凯米拉推出新技术助力KemConnectTM

及KemReviveTM（55） 维美德向山鹰国际提供OptiConcept M箱纸板生产线（61） 

● 专利信息 ● 纸浆脱水机滤水装置（71） 木质纤维素连续式蒸汽爆破装置（71） 

夹网侧压浓缩机（73） 纯棉浆粕的除渣装置（74） 叠盘多辊滤液机（75） 造纸机

的真空托辊（77） 臭氧漂白装置（78） 造纸用新型分级筛（80） 纳米纤维素分级

制备系统（81）

环球 Global

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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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50 Special topic:>>>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paper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political judgments 
in the new era, new ideas, new historical positions, new major contradictions and so on, and made a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 for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romo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fter a high degree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2016, 2017, Chinese papermaking industry also at a new 
height of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with “high quality” 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how to think deeply and grasp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study 
the new contradictions chang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lueprint, and take practical action and specific measures to further upgrade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per industry and paper industry, crack’s imbala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eet the 
contradiction, the people’s life better paper requirements. This is a new miss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2018, CPPI magazine will focus on “a new era of industry knowledge an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ction” as the main line, with emphasis on industry experts and scholars for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China industry, the backbon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 strategic 
thinking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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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1 Kadant’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Shan 
Xiangnian from Kadant Johnson (Wuxi) Technology Ltd. 
Kadant is a global group of companies with prestigiou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paper industry, and 
a world leader in fiber processing, fluid handling, cleaning and filtration, and doctoring etc. And the Kadant 
creping doctor, the Yankee cylinder steam joints have set up industry image. In 2017, Kadant’s performance 
is outstanding, launching a powerful merger and acquistions. The sales revenue and orders have a more 
substantial growth in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And Kadant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Kadant Group. Kadant’s continu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o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is goo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Kadant continuing to 
inject new vitality. At the moment of "Sailing Kadant, Dream by voyage - the innovation of tissue technology 
seminar" organized by Kadant Johnson and Wuxi Ruifan - sponsored  the occasion of Shan Xiangnian, the 
Kadant Johnson President, with an exclusive interview. Let us understand and explore Kadant's main driving 
force for vigorous development.

P55 Inventory of Chinese wood pulp market in 2017 and prospect in 2018
Chinese pulp and paper market was profitable in 2017, ending the industry 's nearly five-year slump. Compared 
with the low in 2016, the spot price of Chinese hard pulp increased by 68 %, soft pulp by 70 % and chemical 
pulp by 98 % in 2017.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spot market ushered in a wave of callback, soft pulp, hard pulp 
and chemical pulp from October high down 7 % ~ 9 %, affecting the market's confidence in the market trend 
in 2018.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and looking ahead,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in wood pulp prices in 2017?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market in 2018?

P67 Inquire about the "stubborn disease" of stock management in paper 
enterprises
In the paper industry in China's corporate statements, inventory occupies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about 
more than 50 % of the current assets), for the production-oriented business of paper enterprises, the importance 
of inventory is beyond doubt. Reserve a certain amount of inventory can make the production of normal and 
orderly, can provide greater flexibility for enterprise sales. But excess inventory will occupy a large proportion 
of liquidity,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management costs, reduce the profit margin, restri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the company as a case, to talk about paper enterprise inventory 
management "stubborn disease", and give the corresponding "cure" plan, hoping to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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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 /彩广10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江苏正伟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4

株洲新时代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7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西安兴晟造纸不锈钢网有限公司 /彩广11

丹东博威磨片有限公司 /彩广15

杭州潮龙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20

■ 下期广告（2018年第2期）

张家港仁恒环保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封1、彩广18

英德市良仕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封2

纳尔科（中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封3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封4

湖北省风机厂有限公司 /封2邻

杭州振兴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目邻广1

山东瑞中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目邻广2

江苏尚宝罗泵业有限公司 /目邻广3

淄博珺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目邻广4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有限公司 /彩广8

上海新阿波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彩广9

大连明珠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0

济南奥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彩广11

淄博昌平机械有限公司 /单广10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滕州市润升辊业有限公司 /彩广6

淄博临淄春光机电有限公司 /彩广13

九益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彩广20

泰州兴洲工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单广7

丹东帝盟科技开发中心 /单广8

〉造纸化学品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彩广7

廊坊开发区大明化工有限公司 /彩广11

淄博津利精细化工厂 /单广1

潍坊华普化学品有限公司 /单广2

石家庄德旺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3

温岭南方粉体设备制造厂 /单广4

安徽砀山金兄弟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5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广9

〉技术服务及其他

镇江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6

泰州市金洲吊装设备有限公司 /单广7

陕西商洛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单广7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单广8

〉环保节能设备及技术

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背面

招聘启事、会展消息及其他

2018亚洲纸展&生活用纸展 /第1期彩广12.、13

2018山东（国际）制浆造纸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第1期彩广

18

2018德国法兰克福纸展 /第1期彩广19

论坛“展示墙”宣传企业介绍 /第2期彩广14-17

第25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及会议 /第2期彩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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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是中国造纸协会会刊，是行业内唯一具有权威

性的综合指导类科技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

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

等统计源期刊。不定期出版《生活用纸专刊》、《特种纸专刊》等

系列专刊。

办刊宗旨：研讨发展战略、解读创新政策、促进科学管理、推

动技术进步、服务产业经济

主要报道：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市场分析预测、企

业发展战略、行业技术进步、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生产实践、市场

动态信息 、国外技术动态

内容特色：导向性、创新性、前瞻性、实用性、时效性

上半月刊（产经综合版）：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权威报道、理

性分析，聚焦热点资讯、前瞻发展趋势、深析企业战略

下半月刊（技术进步版）：内容丰富，重应用，贴企业，集创

新、使用、前瞻、导向技术于一体

读者对象：企业决策层，以及企业管理、经营及工程技术人

员、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及产业经济研究人员、

科研设计及大专院校有关工作人员

订阅须知：全年定价：内地240元人民币（10元/期）(包邮政

平邮）；

港澳台及国外240美元（10美元/期）(含挂号邮寄费)。

订阅者可到当地邮局办理（邮发代号：24-136），也可直接汇款

至杂志社订阅。直接从杂志社订阅可享受240元包快递服务（2017

年12月31日前订阅，可享受快递投送服务），订阅方法如下：

邮局汇款：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101号 中华纸业杂志社 收

（邮编：250100）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高新支行 

户名：山东《中华纸业》杂志社   帐号：1602 0236 0920 

0002 165

邮局汇款时请注明订阅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和收件人

姓名；

银行汇款时请将“订阅回执”填写后连同汇款底单一起传回

本社。

欢迎开通《中华纸业》网络版，了解详情请致电 0531-

88522949。

广告*发行部联系方式：

电话：0531-88522949 88192236  传真： 0531-88926310  

E-mail：adv@cppi.cn           QQ：270304364

2018年《中华纸业》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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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张美云教授
获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本刊讯 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2017年国家科技奖有：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

在2017年的国家科技奖评审中，我国著名的特种纸专家和领军人才，陕西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带头人张美云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项目《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

料制备共性关键技术及应用》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造纸行业唯一获奖项目。项

目的主要完成人包括张美云、陆赵情、王志新、杨斌、花莉、宋顺喜、夏新兴、陈建斌、骆

志荣、张素风。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包括陕西科技大学、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华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宝鸡科达特种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每年评审一次，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即大家习惯说的“国家三大奖”。此外，还包括授予外籍科学家或外国组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以及分量最重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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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正式发布

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7）近一年内没有因以下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

罚：

①进口废纸分选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

物未进行无害化利用或处置，包括将上述残余废物中

的废塑料未经加工清洗等方式处理干净直接出售，以

及交由个人或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进行利用或

处置；

②未将脱墨工艺产生的脱墨渣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

（8）具有所列的加工利用废纸的加工利用场所、

设备、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以及危险废物管理制

度，并经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核实合

格。

其他规定：

申请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要求、申请、审批和监

督管理，变更、遗失处理等程序，应当执行《限制进

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此

外，还应当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本规定实施后首次申请进口废纸的企业，应

当提交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实表，

以及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加工利用场地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

出具的《监督管理情况表》。核实表有效期一年。有

效期内企业有新、改、扩建项目的，核实表应当重新核

实并提交。

（2）再次申请进口废纸的企业，应当提交省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加工利用场地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出具的

《监督管理情况表》。核实表过期的，应当重新核实

并提交。

本刊讯 2017年12月初，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限

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和《进口废纸

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废纸进口门槛由征求意见稿里

的30万吨年产能调整为5万吨年产能。具体内容如下：

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列入限制进口

目录的固体废物实行许可管理。本规定适用于申请进

口《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中废纸

的环境保护管理。

进口废纸的企业除符合《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

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要求外，还应符合下

列许可条件：

（1）生产能力应不小于5万吨/年，并具有与加工

利用能力相适应的制浆、造纸等生产加工设备。

（2）符合《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等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废纸企业或

相关生产线未被列入《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

单》。

（3）依法依规取得排污许可证，并符合排污许可

证相关规定。

（4）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应符合强

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有关要求。

（5）按照《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制定监测方案、保存完

整的原始记录、监测报告，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按

规定公开监测信息。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与环保部门联网，保证正常运

行，并公开自动监测结果。

（6）近两年内没有因将进口废纸全部或者部分

转让给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等违

政策 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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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就进口废纸两项固废规定做政策解读

染。为此，在新修订的《管理规定》中，删除原《管理

规定》中有关委托其它企业代理的相关内容，明确要

求申请固体废物进口的加工利用企业不得委托其它企

业代理进口，仅允许自营进口固体废物，以简化固体废

物进口贸易环节，最大程度减少转让进口许可证和倒

卖固体废物的风险，防范环境污染。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加工利用企业的环境监管，

降低环境风险。2017年7月，我部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打击固体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对1792家加工利用企业进行全覆盖、拉网式现场

检查，检查中发现近60%的企业存在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为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环境管理，提升企业环境守

法意识，在新修订的《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地方

环保部门加强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开展现场

监督检查：一方面要求申请企业在每次提交申请前须

经地方环保部门组织现场检查合格；另一方面对于获

批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的企业，地方环保部门应组织

开展每季度不少于一次的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确保固

体废物实现无害化利用，严控环境污染风险。同时，

进一步明确了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企业的申请条

件。

问：《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有哪些特殊

要求？

答：在各类固体废物进口中，废纸品种的进口量

最大，每年占全部固体废物进口总量的60%左右，随进

口废纸夹带入境的不可利用固体废物数量也最多，这

些不可利用固体废物造成的环境压力和环境污染情

况十分严峻。为进一步减少随固体废物夹带不可利用

固体废物入境数量，有效防范环境污染风险，我们一

方面加严进口废纸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另一方面通

过制定进口废纸的管理规定，加强对进口废纸加工利

本刊讯（环保部 消息) 为贯彻落实《禁止洋垃

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进一步加强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环境保护部近期制修订了《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和《进口废纸环境

保护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就两项规定的背景、意义和内容等问题接受了记

者采访。

问：为什么要修订《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和制定《进口废纸环境保护

管理规定》？

答：略。

问：《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

管理规定》做了哪些修订？

答：201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环境保

护部制定了《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公告2015年第70号，以

下简称“70号公告”）。

为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完善固体废物进口许

可证制度，取消贸易单位代理进口，进一步完善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制度，防范环境污染风险，保护生态环

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环境保护部对“70号公

告”进行了修订。

一是取消贸易单位代理进口，仅允许加工利用企

业自营进口固体废物。自“70号公告”实施以来，实际

监管中发现，在贸易单位为加工利用企业代理进口固

体废物过程中，部分不法贸易单位转让固体废物进口

许可证、倒卖进口固体废物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导

致部分进口固体废物进入环保设施不达标企业、甚至

流入一些无任何环保设施的“小作坊”，造成环境污

政策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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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企业的环境监管。

为此，为贯彻落实《实施方案》，提高进口废纸加

工利用企业规模要求，我部制定了《进口废纸环境保

护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限制进口类可

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基础上，进

一步明确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规模要求，规范进口

废纸企业环境管理。

一是明确要求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规模不小

于5万吨/年。在实际执法监管中发现，废纸加工利用

规模小的企业多数存在污染防治水平低、环境守法意

识淡薄、环境违法比例高等问题。从管控环境风险角

度出发，统筹考虑《造纸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等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结合落实《实施方案》有关提

高进口废纸企业加工利用规模要求，并兼顾特殊用纸

的需要及我国废纸加工利用行业的总体生产水平，明

确提出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规模要求应不小于5万

吨/年。

二是进一步细化了对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

的环境管理要求。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现有进口废纸

加工利用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鉴于《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未对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特殊要

求进行明确，为此，《规定》对进口废纸加工利用企

业环境保护管理相关的加工利用场所、设备、污染

防治设施和措施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如：要求企业

应按照《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

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并按规定公开监测信息，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污染源自动监测设

备，与环保部门联网，保证正常运行，并公开自动监

测结果；企业应将脱墨工艺产生的脱墨渣按照危险

废物管理。

《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实施条例，细化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收减免、征收

管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界限、增强可操作性。

《条例》对《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中其他固

体废物具体范围的确定机制、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

的范围、固体废物排放量的计算、减征环境保护税的

条件和标准，以及税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协

作机制等做了明确规定。

《条例》明确，2003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的《排

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本刊讯（环保部 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

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8年1月1日起与环

境保护税法同步施行。

《环境保护税法》于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

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为保障环境保护税法顺利实施，有必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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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合同前，应当取得注册登记。注册登记有效期为5年。

该办法强化了违规处罚措施。进口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供货商、收货人未取得注册登记，或者未

进行装运前检验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责令退货；情

节严重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并处1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罚款。进口废物原料的收货人不如实提供进

口废物原料的真实情况，取得检验检疫部门有关证单

的，由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进口废

物原料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收货人违反本

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超出业务范围开展进口活

动的，由检验检疫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3万

元以下罚款。

本刊讯（环保部 消息) 为加强进口可用作原料

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保护环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并发布了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

体废物”，包括进口废纸。

该办法包括总则、供货商注册登记、收货人注册

登记、装运前检验、到货检验检疫、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等八章七十八条。

该办法强调，国家对进口废物原料的国外供货商

（以下简称供货商）、国内收货人（以下简称收货人）

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供货商、收货人在签订对外贸易

政策关注
F o c u s

《制浆造纸等14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征求意见稿）发布

导致防护距离内新增敏感点。

生产工艺：（3）制浆、造纸原料或工艺变化，或

者新增漂白、脱墨、制浆废液处理、化学品制备工序，

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环境保护措施：（4）废水、废气处理工艺变化，

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废气无组织排

放改为有组织排放除外）。（5）废水排放去向由间接

排放改为直接排放，或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6）锅

炉、碱回收炉、石灰窑或焚烧炉废气排气筒高度明显

降低。 （7）危险废物处置方式由外委改为自行处置

或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本刊讯（环保部 消息)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我部起草了

《制浆造纸等14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征求意见稿）。内容如下：

适用于制浆、造纸、浆纸联合以及纸制品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规模：（1）制浆生产能力增加20%及以上；造纸生

产能力增加30%及以上。 

建设地点：（2）项目（含配套固体废物渣场）重

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

12
第39卷第1期 2018年1月



无锡
凯登约翰逊

“扬帆凯登 逐梦远航——生活用纸

创新技术研讨会”在无锡召开

本刊讯（李玉峰 赵婉青 报道) 2017年12月8

日，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携手无锡锐帆技

术有限公司主办的“扬帆凯登 逐梦远航——生活用纸

创新技术研讨会”在无锡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

多家造纸企业和10多家造纸设备生产商代表参加研讨

会，中华纸业杂志社作为研讨会特邀媒体参加。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单翔年总裁和

无锡锐帆技术有限公司梁建武总经理致欢迎词。单翔

年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一个全球性的集团——凯登，并

表示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交流和沟通，会让大家认识到

凯登公司将成为生活用纸企业的好伙伴。梁建武表示，

无锡锐帆技术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为客户

提供制浆造纸设备一流水准维修和改进优化服务的宗

旨。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张玉兰就2011～2016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的运行情况

及发展趋势做了介绍。张玉兰表示，受经济下行压力影

响，近几年生活用纸行业的快速增长造成产能过剩，

使得行业增速放缓，但增长速度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保守预计到2020年，中国生活用纸生产量将达1062.6万

吨，消费量将为914万吨，人均年消费量将为6.5千克。

美国卫生纸应用专家Jerry Vandoros先生向与会

嘉宾介绍了陶瓷刮刀的应用及北美卫生纸机优化新技

术、新趋势。Jerr y表示，也许经过几年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中国生活用纸企业将选择陶瓷刀片。

此外，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和无锡锐

帆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专家就扬克缸常见问题与解决方

案、通过扬克缸刮刀优化提高纸机效率和纸页质量、真

空托辊脱水新技术、辊子维护保养和纸机预防维护、

纤维和白水回收综合技术方案、扬克缸高效蒸汽系统、

如何提高卫生纸机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

会议期间，凯登公司特别组织工厂参观环节，让与

会嘉宾更好的感受产品生产现场。

现场 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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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关注
F o c u s

成都
RISI

RIS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楞纸会议在

成都成功举行

本刊讯（李嘉伟 报道) 2017RISI国际废纸及箱

板瓦楞纸会议（原第六届RISI中国国际废纸利用大会）

于2017年12月6～8日在四川成都成功举行。此次会议吸

引了来自内外行业协会、纸厂、国废和外废供应商、咨询

分析机构等共120家公司的180位行业代表参与。

大会在主办方中国区总经理李炜先生的欢迎致辞

中拉开帷幕。开题演讲来自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副

总经理、制造业研究部研究总监、轻工造纸行业首席分

析师周海晨先生，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解读了我国经济的

发展趋势及其对整体造纸纸业的影响。

随后，会议内容专注于废纸市场。首先由RISI全球

回收纸市场高级经济师赵会霞女士执笔，并由项目分析

师姜昆先生代为演示的“全球废纸市场展望”报告，围

绕全球废纸市场的供需变化趋势，通过数据分析全球

各区域价格波动情况。

来自美国Moore & Associates主席William P. 

Moore先生从外废市场的角度探讨了“北美及欧洲废纸

回收趋势”。唐艳菊女士的演讲侧重“产业政策调整

下国内废纸行业的应对策略”，徐婉成女士则注重分析

“环保高压下，中国废纸市场供需变化”，Dan Cotter

先生的演讲则是“中国废纸禁令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R ay先生和与会代表分享了“印度造纸行业&废纸的

角色”。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ISRI）商品研究分析师

Bernie Lee先生演讲谈及“北美与欧洲废纸回收行业

相关法规、贸易政策以及细则等实施的经验分享”。

大会第二天的会议议题聚焦于箱板瓦楞纸市场。

2016年四季度至今，中国箱板瓦楞纸价格出现大幅波

动，成为全球造纸行业关注焦点。RISI-纸业联讯的高

级包装纸分析师陈春杰女士就“中国箱板瓦楞纸市场

回顾与展望”这一讲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此外，闲豆回收的联合创始人王震先生从“一种

互联网思维的回收模式”角度，探讨互联网究竟应该怎

么发展传统回收，以及如何看待废纸价格波动、城市

环保政策以及外废影响等问题。

RISI工厂成本信息部门的Sampsa Veijalainen先

生进行了题为“中国箱板纸厂的资产质量和成本竞争

力”的演讲。

现场交流互动环节一直是RISI会议的特色与亮

点。出席本届大会的两场主题圆桌论坛分别探讨：

“OCC市场分析以及2018走向何方？”该论坛由RISI-

纸业联讯助理总监冯艳女士主持，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唐艳菊女士、CellMark的Dan Cotter先

生、Vecycle Limited陈丹女士、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

（ISRI）Bernie Lee先生，以及SHA International 

BVBA的Johan Boons先生参与讨论，主要关注废纸政

策及未来市场走向。

“废纸进口与国内回收，市场在新政影响下纸厂

和终端企业如何应对？”，则把重心放到废纸上游市场

波动对下游终端市场带来的影响。该论坛由RISI-纸业

联讯陈春杰女士主持，并邀请大陆汽车顾元吉先生、西

门子施化冰女士、四川迅源纸业李国友先生和四川瑞

森纸业冯潇先生参与话题。

部分会议内容请阅读本刊本期废纸专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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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中国）荣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2017中国企业最佳实践”称号

2017年12月19日，由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主办的“2017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企业峰会”

在京举行。APP（中国）凭借执着的可持续发展脉搏

与坚定不移的创新发展实践，以及在造纸行业所做

出的突出贡献，荣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中

国企业最佳实践”称号！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

公示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拟入选名单

公布，其中，造纸领域拟入选“第3批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员名单的有：福建农林大学陈

礼辉、齐鲁工业大学吉兴香、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宋海农。造纸领域拟入选“第3批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人员名单的有：陕西科技大学张

美云。

太阳纸业应广东作为造纸行业唯一代

表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公布了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名单，共

有175人当选。在“传统创业创新

类”中，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应广东先生

当选，成为造纸行业唯一入选的人

才代表。

恒安、维达、中顺洁柔上榜中国品牌价

值500强

2017年12月18日，由品牌观察杂志社联合中国

品牌研究院、广东工业大学品牌观察研究院、广东省

企业品牌建设促进会等国内200多家机构共同发布

的第十一届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榜单揭晓，恒安、维

达、中顺洁柔三家生活用纸企业上榜。

法院裁定富阳昌林纸业有限公司及关

联公司破产

2017年12月27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发布

公告，正式裁定富阳昌林纸业有限公司、富阳市泰

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浙江佳美纸业有限公司、富

阳市顺吉贸易有限公司、富阳市杰硕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

河北保定一纸制品公司发生燃爆事故

2017年12月12日，保定市竞秀区江城乡和兴纸

制品有限公司发生醇基燃料储存罐燃爆事故，造成

4人死亡。公司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已被控制。

潍坊市质监局抽查瓦楞纸箱产品，4批

次不合格

2017年8月至10月，潍坊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

织开展了第三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本次共抽查了

全市45家企业生产的47批次瓦楞纸箱产品。抽查发

现青州贵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4批次产品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产品不合格，其中3批次产

品不合格项目为粘合强度，1批次产品不合格项目

为抗压强度。

福建省闽侯成鑫纸业环保违法受处罚

2017年9月，福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检查福

建省闽侯成鑫纸业有限公司时（简称成鑫纸业），

发现该公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将年产1万吨瓦楞纸

改扩建项目改建为元宝纸生产项目并投入生产，该

公司部分生产废水未经环保设施处理直接经埋入

地下的钢管排入洋里溪。根据相关环保污染法规，

对成鑫纸业私设暗管排污、违反环评法和“三同

时”管理问题进行多重处罚。

浮沉 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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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行情走软，浆价下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017年11月份，

国内纸浆市场行情走软，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

指数及物量总指数均环比下行。纸浆进口到港量的增

加，缓解了纸浆货源紧张的压力，加上需求清淡，纸

浆价格不断下行，纸厂多持谨慎观望态势，市场成交

量减少。11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物量总指数环比下

滑2.38%至83.92点；价格总指数环比微降0.20%，收于

138.88点。其中，漂针木浆价格指数整体略有上涨，

其余纸浆价格指数均下滑，漂阔木浆下滑幅度最大。

具体来看，11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微增

0.95%，收涨于143.16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1.73%至

87.34点。11月下游纸厂多以消耗前期库存为主，市场

需求较为清淡，成交量较少。据了解，月初月中阶段，

库存持续低位，纸厂刚需采买，出货比较稳定，针叶

浆价呈稳中有涨态势，到了下旬，市场需求转淡，加上

南方松的集中到货，缓解了库存压力，浆价没有利好

因素支撑，开始小幅下滑。外盘方面，11月漂针木浆外

盘继续大幅提涨，涨幅多在60-100美元/吨；而受供

货不足及现货行情影响，12月份漂针木浆外盘继续提

涨，俄罗斯Ilim及智利AR AUC O针叶外盘价格上调50

美元/吨，加拿大狮牌报涨20美元/吨，北木提涨10美

元/吨，涨幅相比11月减小。目前来看，期现货价差较

小，期货价格上涨空间较小，而现货方面，虽然部分

品牌现货量依然堪紧，但市场需求不旺，加上受漂阔

木浆下行带动影响，短期内现货价格很大可能呈下行

走势。 

3.5%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11月全国主要工

业行业运行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高歌猛进的造纸行

业，自10月份首次出现产量同比、环比双下滑后，11月

再次出现单月产量同比、环比双下滑。

2017年11月，纸及纸板产量1055.3万吨，同比

2016年下降了3.4%，下降幅度比较明显。同时，前11

个月纸及纸板累计产量11590万吨，同比2016年增长

了3.5%，尽管增幅仍然明显，但是对比2017年前10个

月，生产总量增长幅度首次跌破4%。

150万吨

2017年国内新闻纸总产量约为150万吨，比2016

年下降30万吨，降幅为16.7%。由于国内新闻纸供应紧

张，国外新闻纸纷纷进入中国抢占市场，进口量远大

于2016年同期水平。需求方面，由于报业广告经营的

下滑以及发行量下降，报纸出现减张、缩版、减量的

情况，致使新闻纸采购量继续下降。

9.22万吨

近日，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布了2017年广

东省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验收合格企业名单，其中

涉及5家造纸厂14条生产线共计9.22万吨产能。

10.75亿元

环保部通报各地环保部门执行环境保护法配套

办法及移送环境犯罪案件情况：2017年前11个月，全

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35667件，同比增长102.4%，其

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1046件，同比增长31.1%。罚款

金额达10.75亿元，同比增长43.4%。

数据关注
F o c u s

16
第39卷第1期 2018年1月



新时代纸业知与行

战略思考和实践行动  

“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作出了新时代、新思想、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主要矛盾等

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判断，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

在经历了高景气度发展的2016年、2017年后，中国造纸工业也站在了行业发

展的新高度上，进入一个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如何从战略的高

度来深刻思考和把握新时代要求，研究新矛盾变化，创新行业发展理念，规划产

业发展蓝图，并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来实现纸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与持续发

展，破解造纸行业自身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努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用纸需求，

以造纸业新的发展成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

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造纸工业新时代下的新使命。

2018年，中华纸业杂志社将围绕“新时代纸业知与行：战略思考和实践行动”

为报道主线，重点报道行业专家学者的对于中国纸业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研究成

果，骨干和特色企业的战略思考和行动措施。本期专题来自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长张崇和以及华泰、太阳、中国纸业、AP P（中国）四家龙头企业，作为这一系列

报道的开始，敬请读者关注。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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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Special

共同开创新时代中国造纸工业的新局面
⊙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张崇和

编者注：摘自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在“2017年中国纸浆市场形势研讨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造纸产业发展成就显著，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国内生产资

源短缺，原材料对外依存度高，造纸行业持续稳定发展存在风险；二是

中、低档技术装备水平的企业占有相当比例，造纸产业结构急需优化，发

展不平衡状况有待改善；三是国家环保法规日趋完善，环保监管执法十

分严格，对造纸行业环保设施和环保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对造纸行业原材料进口和拓展国际市

场带来不利影响；五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对造纸企

业的经营压力仍在加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造纸行业全体企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戮力同心，拼搏奋进，大力

创新创造，坚持绿色发展，共同开创新时代中国造纸工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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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Special

造纸行业是我国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轻工业同发展、同兴衰、共繁荣。多年来，我

国轻工业保持了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目前，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4万亿元，

利润总额超过1.6万亿元，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连续多年超过五分之一。2017年1

～9月份，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9万亿元，同比增长9.66%；实现利润1.18万亿

元，同比增长11.22%。轻工业运行动力强劲，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造纸行业，是关系民生的直接消费品产业，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与经济社会发

展紧密联系，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本世纪以来，我国造纸产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供给结构明显改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绿色制造大力发展，生产规模连续

8年位居全球首位。2016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达1.2亿吨。2017年1～9月份，我国造纸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1.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利润总额739亿元，同比增长41%。造纸

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做优做强我国轻工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造纸产业发展成就显著，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国内生产资源短缺，原材料对外

依存度高，造纸行业持续稳定发展存在风险。二是中、低档技术装备水平的企业占有相当比

例，造纸产业结构急需优化，发展不平衡状况有待改善。三是国家环保法规日趋完善，环保监

管执法十分严格，对造纸行业环保设施和环保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对造纸行业原材料进口和拓展国际市场带来不利影响。五是劳动力成本

上升，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对造纸企业的经营压力仍在加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造纸行业

全体企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戮力同心，拼搏奋进，大力创新创

造，坚持绿色发展，共同开创新时代中国造纸工业的新局面。借此机会，我对造纸行业和企业

提五点建议：

一是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发展造纸工业。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作出了新时代、新思想、新的历史方

位、新的主要矛盾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判断，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造纸行业要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以十九大精神

为指南，把握新时代要求，研究新矛盾变化，创新行业发展理念，规划产业发展蓝图，花大力

气破解造纸行业自身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努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用纸需求，以造纸业新

的发展成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是以绿色发展为优先发展造纸工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

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造纸行业，要认真落实中央的这一要求，把

绿色发展摆在优先位置，真正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造纸行业多一些清洁生产，就多一些绿水；

多节约一些木材，就多一些青山；多一些绿色制造，就多一些绿水青山，就是对金山银山的贡

献。

广大造纸企业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环保优先，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一是节约资源。

要充分利用间伐材、小径材、林业速生材、加工剩余物生产纸浆，有效提高木材的综合利用

率。要强化废纸利用，拓宽国外废纸回收渠道，建设国内废纸回收系统，努力提高废纸资源利

用率。要充分利用竹子、芦苇、蔗渣、秸秆等非木资源，有效推动非木浆造纸积极发展。二是

降低能耗。要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充分利用黑液、废渣、污泥、生物质气体等能源，回收利用

余压、余热、废气、废液及其他废弃物，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效降低造纸能耗。三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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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污染。要加强对锅炉、焚烧炉、碱回收炉、石灰窑炉的废气、废水排放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要强化固体废物处置，加强无组织逸散污染物的收集和处理，有效防止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要通过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造纸产

业。

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发展造纸工业。当前，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与我

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的重要节点，是中国造纸工业实现产业升级、由大变强、

由快变好的重要时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十分紧迫，尤为

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造纸行业要认真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切实加强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培育造纸

行业竞争新优势。要加大新一代制浆技术的开发力度。加强清洁分离技术、膜分离技术、新型

涂布技术、废水回用技术、生物质精炼技术等前沿技术研发，以先进的制浆技术和环保新技

术，推动造纸工业转型升级。要加强造纸装备创新，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加快装备自动化、数

控化、智能化进程，推动工艺技术研发与造纸装备制造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造纸装备整体

上水平，带动造纸全行业做优做强。

四是以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发展造纸工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

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

抉择，对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于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年，国家还陆续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三品”专

项行动计划、“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等国家战略，为中国造纸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引领。对党和国家的这些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造纸行业和企业，要主动践行，自觉落

实。要认真贯彻中央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要求，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的着力点

放在提高纸业产品供给质量上。要自觉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动造纸工业两化融合，加快

智能化、信息化技术应用，推广精益管理、个性化定制、供应链协同、市场快速响应等现代化

生产方式，全面提高造纸工业生产效率和制造水平。要自觉落实“三品”战略。积极优化纸板、

纸制品、特种纸、生活用纸、包装用纸、印刷书写纸的品种结构，注重生活类用纸细分领域的

深度开发，注重高阻隔、安全、卫生、食品包装纸容器开发，大力提高纸产品设计水平和生产

质量，努力培育本册、复印纸、纸包装、生活用纸等消费者直接使用的纸产品品牌，以丰富的

品种、过硬的品质、优秀的品牌，提升我国造纸工业整体竞争力，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

出积极贡献。

五是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展造纸工业。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为我国造

纸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造纸林业资源紧缺是我国纸业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

2016年我国进口木浆2106万吨，是自产木浆的1.9倍，海外原料占比过高对纸业发展构成巨

大的潜在风险。造纸行业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在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建立自己的原料林

基地，为造纸原材料供应提供有效保障。目前，山东太阳纸业在老挝建成原料林基地，山鹰

纸业、中工国际等企业也在加快建设海外项目。造纸行业中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要把握机

遇，放眼世界，借“一带一路”建设之势，有效利用国际资源，积极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努力做

大做强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造纸产业。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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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形势的影响下，预计未来

几年，我国造纸行业仍将以整合、改革、发展为主题，

面对当前形势，我们要保持理性思维，既不要为行业形

势暂时的好转沾沾自喜，也不应为市场的多变而感到

悲观。

新时代下造纸业的理性回归与价值根本
⊙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

【战略思考】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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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选举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

中央，这是党心所望、民心所向，中国经济将迎来发展新

机遇。我们要以十九大会议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立足行业，积极争取，为推动国内造纸产业转型发

展贡献应尽的力量。

◆ 市场回暖是造纸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的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将坚持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

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我国造纸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

世界第一造纸大国。多年来，造纸行业无序发展形成的

供需矛盾让行业经历了近十年的低迷。进入“十三五”以

来，若没有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保护碧水蓝天”

的强硬环保政策，市场也不能这么快回暖。但这并不代表

着形势一片大好，我想这恰恰是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的

充分体现。现在，造纸行业正站在由大变强的路上，纸企

若想实现健康发展，就必须由内而外进行突破提升。

◆ 纸张价格上涨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淘汰落后产能和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好多中

小企业已经退出了市场，这是行业实现绿色生态发展的

必然趋势。国家对生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

特别是山东和江苏的环保标准比全国水平高出30%，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华泰集团能够始终保持生产正常运

营、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是非常不易的，这也是我们这些

年来不断投入巨资进行环保治理的结果。

在原料方面，我国是造纸大国，又是原料极度匮乏

的国家，原料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017年7月份国务院

出台政策，逐步禁止洋垃圾进口，造成国内原料紧张，甚

至已经影响到中央各大报社新闻纸的供应。

再就是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因为治理大气污染，国

家对大企业燃料煤消耗量进行压减，中小煤矿因为安全

环保问题大量关停，造成煤炭紧缺，价格大幅攀升。这些

因素叠加起来倒逼纸张价格不得不形成一定幅度的提

高。

◆ 围绕国家政策促进造纸行业理性发展

国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战略，有关部门及企业应当按照这一战略，提高新项目准

入门槛，防止又一轮的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局面，要理

性发展，防止盲目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造纸行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应当在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按照

“运行智能化、管控信息化、装置自动化、集

成高效化”的要求，大力实施造纸工业4.0，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以创新、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发展“四

新”、促进“四化”、实现“四提”。

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形势的影响下，

预计未来几年，我国造纸行业仍将以整合、改

革、发展为主题，面对当前形势，我们要保持

理性思维，既不要为行业形势暂时的好转沾

沾自喜，也不应为市场的多变而感到悲观。

未来之路任重道远，只要我们继续发扬

不忘初心、团结一致、踏实肯干的精神，就一

定能够创造中国纸业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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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层层治理”构建华泰绿色造纸模式
⊙ 任爱丽

【实践行动】

“产量是钱，环保是命，不能要钱不要命。”这是华泰集团发展40多年来一贯坚持的理

念。作为中国造纸行业龙头企业，发展中华泰集团以对社会、对环保负责的强烈责任感，积极

进行环保治理，通过淘汰落后产能、重拳环保治理、资源综合利用、拉长产业链条的“四级治

理”，努力实现节能降耗、减排清洁、低碳循环、生态高效发展，推动公司向绿色生态转型，向

循环经济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目标。为彻底解决传统造纸能耗高、效率低问

题，落实各级政府下达的节能指标，华泰集团先后淘汰了价值20多亿元的耗能耗水高的3条

草浆生产线、8条落后纸机生产线和9台热电机组。同时，公司积极引进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投资200多亿元增上了9条国际一流的高档新闻纸、铜版纸生产线，装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引进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华泰集团吨纸耗水由原来的

80～100立方米降至6～10立方米，产品综合能耗下降21.4%，综合效益提高了40%，真正实现

了“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的目标。

重拳治理环保，达到超低排放、清洁生产标准。治理造纸产业污染，华泰自1986年就率

先进行了探索治理，通过自主创新增上的蒸煮废气回收装置，初步解决了大气污染。多年来，

公司累计投入30多亿元，先后增上废水厌氧生物处理项目、三级化学处理项目、废水深度处

理项目等国际一流设备，外排水经四级深度处理后，总排COD含量降到50毫克/升以下，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十三五”以来，华泰投资4亿多元实施的四个脱硝工程、三个烟气超低排放工

程、两个水处理项目及臭气治理等十多个环保项目先后投入运行。国际领先的环保设施和技

术，达到超低排放、清洁生产标准，让公司成为引领行业环保工作的排头兵。

资源综合利用，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体系。在华泰，“污染物是一种放错位置的资

源”，坚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发展理念，公司采取一切措施对废渣、废水、废气进

行循环利用。经处理后的水一部分循环到造纸生产中，一部分用于灌溉速生林，实现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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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利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层层拦截，实现了60%污泥纤维回收利用，20%污

泥纤维回收制造中低档包装用纸，20%污泥纤维进入水处理后经压滤之后加上木屑、原煤等

全部在燃烧炉中进行燃烧，产生的蒸汽循环用于造纸生产中。对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公司也不遗余力进行了充分利用。公司投资4500万元增上的沼气提纯项目，将水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6万立方米沼气进行回收制取天然气，全部用于铜版纸生产中，每年节省标煤1.89万吨。

不断对有限资源进行无限循环，公司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循环生态链，构

建出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体系。

拉长产业链条，打造“最佳生产、最少废弃”的高效、生态格局。华泰集团围绕造纸主业，

向上游发展林业、热电、化工，向下游发展印刷、物流、建材等产业，形成资源共享、上下游相

互衔接的产业链条。公司将化工产业产生的烧碱、双氧水等产品用于造纸生产，有效降低烧

碱、双氧水等产品深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充分提高利用率；针对热电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灰，

公司增上国际先进设备，利用公司热电产生的蒸汽，让废物资源转变为加气块、商砼、管桩等

建材产品，进一步扩大公司建材产业规模；热力产业为各大产业基地提供能源的同时，致力于

能源的循环利用，增上余热回收、布袋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将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热、废

灰、废气等减量并充分利用，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2017年以来，华泰集团又规划实

施黏胶纤维项目，将对化工产业多余的烧碱资源和造纸产业的溶解浆产品进行充分利用，促

使资源利用最大化，为公司创造最佳效益。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产业链条，打造出“最佳生

产、最少废弃”的高效、生态格局，构筑了“绿色华泰”的核心竞争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华泰集团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

生态环境相结合，构建起稳定和谐的生产经营关系，促进了新常态下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017年以来，华泰集团再创佳绩，在中国企业500强的排名位居第223位；在全国轻工业百强

企业中排名第9位。实力强劲、业绩优异，显示出持续旺盛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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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层设计看新时代中国纸业的发展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洪信

前30年，中国造纸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了世界造纸产量

最大的国家，在新的改革征程中，中国造纸业也要抓住机遇，努力让中国

成为世界造纸强国。

当前，行业形势表面上看一片大好，实际上异常复杂，重复建设加

剧、投资反弹压力加大、成本持续上涨、价格传导受阻等一些新问题层

出不穷。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国造纸行业要遵循习主席提出的“五大发展

理念”，结合造纸行业自身实际，努力开拓进取，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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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

背景下，中国造纸行业持续稳定增长，部分纸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整个行业好像一下子

从“初冬”步入了“盛夏”。这种好的形势，是行业理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一系列改革举措

推动下的大势所趋。

中国造纸行业的好形势是国家深化改革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现在依然在路上，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

是为了提高经济总量，那么现在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质量。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一系

列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相继出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开创性的提

出，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中国造纸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中国造纸行业能

有现在的好形势，主要是源自于国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宏观因素：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列为国家的根本战略，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38次会议、200多份改革文件中，有近40项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直接相关，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上最严”环保法、排污许

可证制度相继出台，环保督察“风暴”席卷全国，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开始限产或关停，造

纸行业在这种大环境下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企业开始退出历史舞

台，行业的集中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市场秩序更加规范。这次“十九大”报告对环保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原来提法是“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现在的提法是“要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已经上升到了生命的高度，未来的环保政策将更加严格，行业的集中度也

将进一步提升。

二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春天，也为中国造纸业带来

了新的活力。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应运而生，不仅增强了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为行业

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比如我们太阳纸业，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有几项技术实现了重大

突破，一是溶解浆的连续蒸煮技术，我们第一个采取了这项技术，使溶解浆的产品质量更加

稳定，效率更高；二是在生物质精炼探索和研究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从水解液

中提取出木糖、木糖醇，填补了世界空白；三是根据市场需求成功开发出差异化的“无添加”

系列生活用纸，使产品更加安全、环保。还有一些新开发的产品，比如数码印刷纸、热升华转

印纸、本白双胶纸、电子包装纸、玻璃衬纸、环保斑纹纸、吸水衬纸等，也受到了市场的一致

好评。“华夏太阳”品牌轻型纸，成功被选定为这次中共十九大会议的文件专用纸；幸福阳光

生活用纸，被“复兴号”高铁确定为专用纸巾；“金太阳”品牌美术纯质纸，被中央党校出版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成功采用；水解液木糖研发被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

白泥资源化利用项目被列为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都是在供给

侧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

三是，金融领域的脱虚入实。长期以来，大量的金融资源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很重要的

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回报率过低，随着国家监管的不断加严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实体经

济通过不断创新取得了新的发展，投资回报率明显提升，大量金融资源开始逐步流向实体经

济，促进了实体经济的振兴，也推动了中国造纸业的发展。

目前，“十九大”已经胜利闭幕，国家新一轮的改革也即将拉开大幕。前30年，中国造纸

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了世界造纸产量最大的国家，在新的改革征程中，中国造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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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抓住机遇，努力让中国成为世界造纸强国。

当前的行业形势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

当前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更趋合理，行业整体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这种形

势的变化是产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2012年开始，行业下行压力逐步加大，市场低迷、产品滞销、库存高企，中国造纸业结束

了连续1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了2013年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造纸行业开始了转型升级之路，一些大企业勇于担当，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共同协调、共

同发展，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上，苦练内功，不断挖潜，修剪老

枝，催发新芽，发挥了较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企业赢利能力和行业整体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造纸行业开始进入恢复性的增长期。特别是，随着国家深化改革的不断

推进，中国造纸行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实现了行业有序、规范、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

无论是产量、营业收入，还是利润总额，整个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呈现出了产销两旺的

好局面。这种好局面、好形势，是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理性发展的结果，也符合产业发展

规律。

未来造纸业的发展要有理性思维

当前，行业形势表面上看一片大好，实际上异常复杂，重复建设加剧、投资反弹压力加

大、成本持续上涨、价格传导受阻等一些新问题层出不穷。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国造纸行业要遵循习主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结合造纸行业

自身实际，努力开拓进取，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次“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企业内部研发创新，苦练内功，不断提供更多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有效供给。在发展过程中大家要有理性思维和平常心态，多进行高层次的相

互沟通，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太阳纸业还是会坚持“放慢脚步，享受生活”的原则。“放慢脚步”有两层含义，一

是，不要盲目扩张，拼命的上项目，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已经变的不可持续；二是，要练好内

功，在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生态环保等方面下功夫。比如说在环

保方面，目前，我们太阳纸业的各类环保指标都已经达到并优于国家标准，但是我们提出了一

个理念，达标只是企业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律底线，不是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

在达标的基础上，努力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对社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股东负责。享受生活

就是要不断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质量，让员工快乐工作，享受生

活。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新时代下，造纸行业的集

中度将会越来越高、利润率也会更加平稳，这种形势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常态”，那种无序

竞争、扰乱市场、盲目冲量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我们要继续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稳扎稳打、

实现共赢。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中国造纸业一定会由大国迈向强国！实现

中国造纸业新一轮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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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  兼收并蓄

——太阳纸业企业文化建设掠影
⊙ 宋伟华

企业文化建设认识日益增强

从1982年创建的乡镇小厂，到2017年中国企业500

强、世界造纸40强企业，李洪信及太阳纸业对企业文化

建设的认识日益增强，在企业经营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将文化建设作为企业

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基础工程，作为增进员工共识、凝聚员

工力量、促进科学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积

极探索和务实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初步形成了优秀的企

业文化基础，形成了诚信、创新、团结和谐、积极向上、拼

搏进取的企业文化氛围。

自1982年创建以来，太阳纸业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着力培育

和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不断把企业文化建设融于企业生产、

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了企业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有力地促

进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太阳纸业的实践证明,只有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

重要性，才能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主动积极的建设企业

文化。

一是，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是决定企业文化建

设的主导条件。作为公司的创业者，李洪信认识到企业文

化建设是企业管理的必然选择，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然

要求，也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当然，自觉

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除了在

企业经营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外，李洪信善于吸取新的知

识，拓宽自身的知识面，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制定更

【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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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企业文化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建厂伊始，

那时候的太阳只是在东方刚刚露出了鱼肚白的曙光。在李

洪信的带领下，30多个人，在既无资金购买设备，也不懂

造纸技术的情况下，从最初购买厂家淘汰的纸机部件、在

废铁堆里找零件，到购买制造厂烘缸，自己设计、自己焊

接、自己拼装，摸着石头过河，背着煎饼、咸菜到最近的

泰安造纸厂学习造纸技术。凭着不服输的拼劲，企业终

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到1992年，太阳纸业成功晋升为

国家二级企业。

这个时期，太阳艰辛起步、创业发展，晨光初现。老

一辈太阳人摸着石头过河，用双手与汗水在一穷二白的

基础上建立了太阳纸业的第一块基石，是后来“双手改变

命运”理念形成的思想原点。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洪信决定引进外资发展企

业。1993年，经过引资团队坚持不放弃的努力，终于拉来

了第一笔资金。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太阳纸业分别与美

国、加拿大、香港建立了4家合资企业，解决了企业发展所

需的资金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打

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直到2005年，这一时期太阳纸业充分利用自身的技

术、资金、管理和规模优势，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和新上项

目，多次打破国际同类纸机安装、试车速度新纪录；班组

绩效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提升动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逐步确立了主导产业体系和业务板块，不断完善公司管

理，企业取得长足发展，跻身中国造纸第一集团军，完成

了从山东省兖州市造纸厂、山东太阳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到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变更，股份制改造正式完

成，为上市做好了铺垫。

这个时期，太阳稳步提升，规模扩张，冉冉而升。一

系列思想理念相继提出、逐渐衍生：因势而变，善于把握

趋势、抓住机遇，不断改善创新，成本控制意识，安全、质

量、环保三大生命工程理念等等。

2006年11月16日，太阳纸业在深交所上市，成功登陆

资本市场，拓宽了融资渠道，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企

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08年以来，公司陆续形成了70万

吨化机浆的生产能力，化机浆废水全部实现零排放，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同年6月，太阳纸业老挝有限公司成立，

“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正式实施。2011年开始了产业升

级的探索，加大了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力度，同年下

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李洪信还善于

比较，从成功的和失败的企业案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并对照太阳纸业自身，及时改正缺点,完善自我。作为太

阳纸业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军人物，他通过各种方式认识

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二是，企业家精神和员工品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充

分条件。李洪信出生在洙泗之地、孔孟之乡，血脉传承儒

家文化精髓，三十多年来，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和管理

时间的磨砺，形成了诸多宝贵的优秀管理思想。诸如，眼

光长远、独到，方向感强，前瞻性战略眼光；信任、包容

的胸怀，守信重诺的人格魅力；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锲而不舍的坚持与坚守；求贤若渴、尊重支持；守正道，

出奇招，“换个方向争第一”等等，这些思想既支撑了企

业的发展壮大，也成就了李洪信独特的思想品质和人格

魅力，他们是太阳纸业无形的宝贵资产和精神财富，亟需

传承和发扬。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文化建

设的物质承载者。太阳纸业一贯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打

造一支素质过硬、品质优良的员工队伍。经过长期的实践

和不断打磨，太阳人身上聚集了很多优秀品质和精神。诸

如，主动涌现，愿意担当；积极上进，愿意接受挑战；工

作思考多、对技术有专研精神、有改善创新意识；良好的

团队精神及协作意识；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等等。这些品

质和精神值得认真而诚恳的赞扬，从他们身上我们就已

经看到了太阳更加美好辉煌的未来。

三是，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可是企业文化建设

的必要条件。企业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全体员工的积极参

与、共同努力。员工的素质决定着企业文化的成败，员工

素质的提高又有赖于企业的发展和培养。就目前来看，

太阳纸业提高员工素质主要从提高文化水平、普及科学

技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三个方面着手，公司坚持以人为

本，尊重人、信任人、支持人、发展人、成就人，发挥每一

位员工的价值，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最终，让广大

太阳人都逐步树立“根本是责任担当，核心是价值创造”

的现代管理理念。

文化理念一脉相承，培育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2017年，是太阳纸业走过的第35个年头。35年，太阳

纸业积累和沉淀了许多独特的企业文化，同时，随着时代

的发展，又兼收并蓄了许多新的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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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成功开发出溶解浆系列产品，成为国内首家规模生

产溶解浆的企业，其采用的连蒸连煮的工艺为世界首创；

利用技术优势开发的低克重铜版纸，也成功打开了日本

市场。

这个时期，太阳纸业上市拓疆，高速成长，磅礴而

起。打造跨国造纸集团，引进中高层管理人才，参与全

球产业竞争，产品结构向高档化、高附加值方向探索与

发展，跻身世界造纸百强。形成了勇于创新、敢于探索、

包容失败的宽松氛围，新的文化要素开始在太阳纸业萌

生：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理念，精细、严格的安全意识，

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不遗余力、走在世界前头的环保理

念，社会责任感、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经过前期对产业升级的成功探索，李洪信在2012年

提出并制定了公司“四三三”发展战略，即在坚持造纸主

业不变的基础上，开始进军生物质新材料和快速消费品领

域，把生物质精炼、生活用纸“快消品”作为新的发展方

向。公司开启了管理变革征程，持续推进两化融合，厂区

网络系统、安防监控系统、企业ERP系统、生活用纸EBR

系统等信息化工程逐步覆盖了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

2013年3月，企业成功从溶解浆水解液中提取出木糖产

品，为世界首创，填补了世界空白。2015年5月，幸福阳光

至纯至净·无添加系列新品隆重上市，这是世界上第一张

不添加任何功能性化学药品的“无添加”系列生活用纸。

同年，35万吨天然纤维素项目顺利投产，成就了太阳纸业

50万吨的溶解浆产能，成为了国内最大、全球排名前三的

溶解浆供应商；2016年太阳宏河50万吨低克重高强度牛

皮箱纸板项目投产，公司在生物质新材料方面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截至目前，太阳纸业累计投入50多亿元用于环保

治理，在产量提高近10倍、利税增加近7倍的情况下，主

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90%以上。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达

到90%以上的世界领先水平；完成了自备电厂的系列改

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70%以上，达到了国家和山

东省要求的排放标准；固废基本实现资源化再利用。

这个时期，太阳纸业转型升级，跨越腾飞，光耀东

方。此阶段，太阳纸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并成功跻身世

界造纸40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提出了将太阳纸业“建

成主业突出、多元创新、绿色环保、管理规范、持续发展

的最具成长性的、受人尊重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远大目

标，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员工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

视程度达到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元素：“改善

就是创新”“换个方向争第一”“孝立安全”“双手改变命

运”“以德为先，能力适中，勤奋为本”的人才理念等等。

太阳纸业的发展过程沉淀了一系列的优秀品质与作

风，展现了自身的风貌和职工的精、气、神，都是太阳纸

业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影响着太阳人。

企业文化建设核心理念形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企业自身往往难以在自身经

验范围内实现企业文化的优化和系统升级，有时需要借

助外部智力支持，既借助其方法论和相应的工具，也结合

自身发展的实践，推动企业文化的提升。

基于太阳纸业可持续发展的高瞻远瞩和务实安排，

公司经过多次筛选考察、沟通比对，最终选择了国内著名

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同心动力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作为企业文化咨询项目的合作伙伴。为保证企业

文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成立了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和企业文化建设联合项目组，由同心动力和太阳纸业的

团队共同组成。

在企业文化的梳理过程中，项目组辛勤付出，深入

车间，通过专家把脉问诊，方法上的引导，对不同的太阳

人进行多场次、多角度、深层次的访谈，项目组“既入乎

其内，更出乎其外”，借助科学的方法，总结提炼出了太

阳独特的优秀文化，形成了太阳人共同的信念、信心、信

尚、信条和信守。这些优秀的企业文化基因，打造了太阳

企业文化的升级版，切实推动了太阳纸业的管理水平再

上新台阶，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思想坐标和行为

方向。

2017年7月，太阳纸业举办了盛大的企业文化发布会。

气势壮阔的诗朗诵《大信于天下》，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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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宣传片无不给大家带来一次次的心灵震撼。新发布

的“承载万家信任，书写幸福太阳”的企业使命、“打造可

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的企业愿景、“崇

信尚新，守正出奇”的企业精神、“信于心，创于行”的核

心价值观，以及太阳人共同遵守的“太阳十二条”等从多

个维度，系统的诠释了太阳文化的精髓，为太阳的大发

展、开启太阳新时代提供了新动力！太阳的企业文化正迎

化雨春风、展绚丽多姿。

打通企业文化认知到企业文化落地的新途径

以宣传教育为载体，灌输特色文化理念。在发布会之

后，组织了全体干部员工开展企业文化宣贯培训十余场；

并同时开展太阳纸业基层活力营，主要有董事长的一封

信、管理者行动共识营、开放平台工作坊、JPS管理者技

能提升、提案评审会等活动，从初春到初秋，组织十几场

“管理者共识营”和140余场“开放平台工作坊”，涉及近

全体员工。活动期间，基层活力营共计收到提案2116份，

其中车间类提案1410份，公司类提案706份。每一份提案

都饱含着太阳人对公司的热爱和挚情，都蕴含着项目组

成员的引导。比如，24号机针对员工提出的“纸种色相跨

度大时，改纸需要时间长”提案，通过数据跟踪和记录，

制定出“改抄本白数码注意事项”，经过多次优化，目前

将改抄时间从90分钟缩短到35分钟，成效显著……这样

的事例不再一一列举。活动激活了全员参与氛围，深植了

“改善就是创新”的理念；促进了车间管理者意识转变，

管理能力提升；坚定了基层员工的信念，增强了其主动学

习、成长的意识和参与车间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在这次

规模巨大的活动中，项目组对公司和一线员工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走过了那么多车间，见了那么多的可爱的一

线员工和管理人员，很多细节都透露出太阳人身上的优

秀品质和精神。这是太阳纸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

太阳纸业一直能稳步前进最坚实的基础。我们项目组被

深深感动着。”这是项目组成员给公司的内心反馈，真实

而感人，朴实而动情。

将文化理念根植于公司每个角落。公司制作、发放企

业文化手册《太阳之信》万余册，并组织集中宣贯、学习；

当你走进太阳纸业，无论在办公区，在车间厂房，还是在

参观长廊，公司统一制作的企业文化展板格外耀眼、神摇

目夺，各分公司、各单位的办公室、电梯、走廊窗明几净，

企业核心理念宣传图版井然有序。《太阳人》、《金太阳》

编辑部，公司网站、微信、微博对企业文化进行了系统介

绍，并面向基层一线征集企业文化小故事，诠释和解读了

公司文化理念的丰富内涵，挖掘和宣传了具有鲜明文化

特征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使文化理念更加形象和具体，

促进了员工的理解、认同和践行。

组织特色党团活动。在全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的过程中，公司将文化活动视为企业文化建设行之有效

的载体。根据年轻职工数量逐渐增加这一特点，组织了

众多符合青年特点的活动。通过连续举办七夕青年联谊

会，为未婚男女搭建一个良好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举

办秋季运动会、春节趣味活动等丰富青年职工的精神生

活；通过举办职工技能比武，切实提高操作技能水平；通

过开展优秀班组评选活动，激励员工，树立先进。

打造人为本的“家”文化。公司完善职工之家建设，

建设职工图书馆，购置图书1万多册，方便职工学习；发放

员工生日券，使员工充分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温暖；建立

健全困难职工档案，完善应急救助机制；建设职工住宅

小区，让大家安居乐业。

以上这些，都只是太阳纸业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

影，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

但是透过缩影，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纸业企业文化建设信

心、决心和恒心。

企业文化建设步入实质性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经历“萌芽—积淀—成长”的发

展轨迹。李洪信在公司企业文化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就指

出，“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秉承这些优秀企业文化，

开创公司跨越发展的新格局。每个太阳人都要成为企业

文化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让这些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企业文化

从理念转化为观念，从口号转化为规则，从纸上印、墙上

挂转化为自觉行为，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实现。太阳纸

业的企业文化通过不断地探索、总结和积累，正在从表

面走向深层，从形式走向内涵。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太阳纸业是中

国造纸技术的火炬手，是中国纸文化的传承者，是传承中

国造纸文明的使者。太阳纸业的“太阳之信”企业文化，

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属于这个行业，属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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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担共创中国造纸新时代
⊙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欣

当前，造纸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整合的时代。首先就是中小型企业

的整合和淘汰，然后，优质的大中型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随后，市场的

进入壁垒也会因为规模效应和资产效应等因素而逐渐建立，市场将进

入相对的稳定竞争发展时期。我们的大企担当在于：兼并重组，协同发

展；稳健经营，持续改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打牢中国造纸的“四梁八

柱”，形成行业的中流砥柱。

【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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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中国造纸新时代

过去几年，由于产能快速释放、市场有限增长、行业

无序竞争等等原因，致使价格持续低迷，企业盈利状况不

佳，整个造纸行业进入了深度调整的“痛苦区”。2016年下

半年以来，我们都深切感受，造纸行业迎来了多年未曾有

过的良好局面，价格上扬、销量增长、盈利改善，应该说，

中国造纸处于新旧产能转型升级期、绿色环保循环发展

期、价值理性回归期，这正是中国造纸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来临绝非偶然，它是国家政策导向和市

场经济规律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造纸行业低

效落后、违法违规产能逐步淘汰，中小企业关停，大型

企业开工率上升，全国前30家重点造纸企业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比重已过半且逐年递增。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第二，持续落实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近年来

国家环保要求不断提高，造纸企业环保投入巨大，尤其

是大型造纸企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查

整改的持续和继续深入，对于环保问题更为突出的中小

造纸企业来说，关闭淘汰或者停产整改将成为常态，大

型造纸企业前期巨大的环保投入既履行了社会责任又

开始逐步获得回报，并将持续受益。

第三，纸品市场价值的理性回归。在原材料方面，

以进口木浆为例，受转产、非正常停机、新项目开机延

迟、森林大火等因素影响，全球木浆市场供应量远低于

预期；而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察等影响，部分

落后自产非木浆关停，加上国家对废纸进口的限制，木

浆需求量提高；同时2017年年初大部分纸厂和贸易商的

库存加在途数量都相对低位，逐步的补库也拉动了木浆

需求的持续上升。木浆一定程度上的供需失衡造成了浆

价的上涨。受环保、安全等政策影响，国废、煤炭、化工

等原辅材料价格也一路上扬，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但可

喜的是，纸张价格多年来第一次跟上了原材料的上涨步

伐，价值链上各段价值都得到应有体现，整个价值链趋

于健康，上下游形成了共赢，改变了过去利益对立的局

面。另外，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国内现货库存低，

刚需旺盛，进一步推涨了木浆期货价格。

造纸行业新时代的来临，是国家政策引导、市场共

振和行业翘楚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倍

加努力。

创新发展适应中国造纸新时代

如何适应和推动来之不易的“新时代”，需要我们

行业大企业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共同创造。

一是新时代下，坚持绿色发展，坚定环保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

的时期。我们行业内的各大企业也是环保政策、绿色发

展的最大受益者。在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推

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呼吁全行业积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响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环保治

理作为企业头等大事，经济效益要为环保让路，以更大

的决心、更大的投入坚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二是新时代下，坚持协调发展，坚定大企担当。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

化的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

游戏已转为合作、共赢。一种新的和合发展力亦将取代

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和力量源泉。

过去几年，虽然经过深度调整，造纸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与先进国家比，我们的产业集中度还不够高，市

场有序竞争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在新时代，我们不

能再走过去一味追求产能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

竞争扰乱市场的老路，而应走兼并重组、协同发展、共享

共赢的新路；要走共同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

共同推动产业集中度提升，共同维护行业有序竞争格局

之路。从国家层面看，提高市场集中度被认为是化解产

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推进供给侧改革，国家制定了一

系列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让优质企业发展壮大，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当前，造

纸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整合的时代。首先就是中小型企

业的整合和淘汰，然后，优质的大中型企业的市场份额

提升，随后，市场的进入壁垒也会因为规模效应和资产

效应等因素而逐渐建立，市场将进入相对的稳定竞争发

展时期。我们的大企担当在于：兼并重组，协同发展；稳

健经营，持续改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打牢中国造纸

的“四梁八柱”，形成行业的中流砥柱。

三是新时代下，坚持创新发展，坚定行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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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以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纸及纸产品还有无

限运用的空间和可能，而我们的纸产品普遍都是“大路

货”，因此，推动行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任重

而道远。我们的担当就在于，正确处理好“破”和“立”

的关系，“破”就是坚定不移地压减落后产能，“立”就

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创新，以创新和转型的增量对冲去产

能的减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实现行业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履行责任，携手共创中国造纸新时代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大

型企业集团——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是林浆纸行业唯一一家中央企业。作为央企，我

们肩负着巩固壮大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责任、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服务国计民生的社会责任和实现

绿色发展的环保责任。

中国诚通集团是2016年2月被确定为仅有的两家国

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之一，一直在国企改革中扮演

着“马前卒”的角色，发挥救助困难企业“ICU”（重症

监护室）的职能，走出了一条国资委提出的“市场化、专

业化和规模化处置困难企业不良资产的路子”。

第一，履行央企责任，致力打造“绿色纸品”。多年

来造纸企业既造纸又造林，实现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

保护环境中发展，既是企业履行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诚

通集团的领导下，中国纸业以建设“绿色纸企”为目标，

持续推进企业环保体系建设，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致力

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绿色纸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的统筹兼顾。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佛山基地、洪江基地落后产能

退出，永州基地的搬迁转型升级；并持续加大环保投

入，各类节能减排指标均达到并优于国家标准，其中红

塔基地在2011年率先改造建成了全国首台工业化生物质

燃料锅炉，骏泰基地电厂锅炉用生物质燃料替代煤炭，

每年减少使用15.2万吨标准煤，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5.1%。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对社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

股东负责，努力将中国纸业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的现代化企业。

第二，实施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如果说科

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源，管理创新则是发展的稳定器和

加速器。近年来，我们坚持“改革要有新举措、管理要有

新方法、经营要有新思路、激活要有新机制”的“四新”

经营管理理念，实现自我新突破。对外全面对接市场，对

内强化管理提质增效。我相信，国内多数同行都是从上

述多方面的因素中成就了造纸行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是

我们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整个纸业市场的新时代。

第三，响应“一带一路”，做好国际战略布局。中国纸

业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忠实履行国家战略使命，

积极推进林浆纸一体化，由横向单一谋求造纸产能扩张，

到对产业链上游资源把控的纵向延伸，不断开发国内和

国际林浆资源，积极参与到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在俄

罗斯、加蓬、圭亚那等地展开深度合作，加快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加快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发展成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国际化纸业集团。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这是新时代对我们的召唤，

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引领下，齐心协力，锲而不

舍，携手共创中国造纸新时代。作为“四大文明”的造纸

业一定能够在转型升级中焕发“绿色魅力”，“纸业梦”

和“美丽中国梦”一定能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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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纸业改革路上的抉择与奋进

从濒近破产到破茧重生：

⊙ 特邀记者  吴广福

2017年，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简称：银河纸业，下同）产量同比增长

11.66%，销量同比增长14.3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利润总额创近十年

来最好水平。与行业优秀对比，银河纸业的营运能力显著提升，资金积压天数低

至13天，优于行业对标企业。2017年银河纸业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先锋

号”、山东省轻纺行业“五一劳动奖状”，并时隔八年重获山东省造纸行业“十佳

企业”荣誉称号。这份成绩单，有市场利好的因素，更要归功于近三年来银河纸

业求生图变的不懈拼搏和努力。

一个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老国企如何从年年亏损到实现盈利、破茧

重生？带着问题，让我们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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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关头的共同抉择

2013年2月，银河纸业划归诚通集团时，已经资不

抵债、濒临破产，但广大干部职工并未认识到企业面临

的困境，反而认为经营不断、工资不欠、生活照常就可

以了，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缺乏变革求生的欲望和决

心。2015年5月，因彩虹热电停产促使银河纸业决定关

停南厂时，员工因不理解形成维权风波。中国纸业党委

在平息风波中坚定了银河广大干部职工通过改革求生

发展的信心，诚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正武要求开

展“知厂情、议发展、解难题”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深

刻了解企业的困境，达成改革共识。

根植“竞争意识”，确立“八字方针”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以及国企改革的不断深

入，银河纸业连年亏损的最终结果将是被市场所淘汰，

企业生存发展已来到“悬崖边”，不改革，不竞争，只有

死路一条，这就是摆在管理层面前的现实问题。

到底该怎么办？该公司总经理李良英指出，银河存

在的首要目的就是盈利，只有盈利才能解决企业生存、

职工收入、股东权益、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盈利是银

河存在的最基本的要义。唯有痛下决心，以市场为导

向、以客户为中心，全面实施市场化改革，去除积弊、破

局求变，全面提升企业效率和效益，才是银河的唯一出

路。

企业改革，理念先行。李良英总经理上任之初抓

的第一件事，就是践行中国纸业“诚信、业绩、开放、创

新”的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纸业黄欣董事长“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开放创新、追求卓越”十六字治企理念

在银河纸业落地，同时他还提出了“改革、挖潜、稳定、

规范”八字经营方针，与黄欣董事长“四新”理念相融

合，作为企业经营和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为银河战胜

困难、摆脱困境指明了方向，也为公司今后各项工作的

开展奠定了基调。

银河纸业将竞争意识植入了每一名员工心中，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竞争文化”，改变了

以往人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改变了企业

对市场化竞争意识不强的弊端，为推行变革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

银河纸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市场化，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对内，要解决效率和效益

问题；对外，要解决企业定位问题，即把企业的优势化

为产品竞争力，这是改革的出发点。由此，银河纸业以点

带面、循序渐进，快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精准定位：区域性、个性化生产基地

“产品结构调整不足，纸张市场同质化竞争愈演愈

烈，但市场营销未能及时结合生产、技术等部门调整产

品结构，产品价格不具备竞争力，销售工作被动”。问题

的产生源于对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优势的认识不到

位，是对自身发展定位的不清晰造成的。

银河的优势在哪里？毗邻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

面对华北这一文化用纸的大市场，拥有优越的区位优

势，这是其他造纸企业所无法比拟的；银河纸业除了拥

有20万吨高档文化用纸生产线以外，还拥有规模各异

的20多个小机台，能满足各种差异化、定制化、个性化

的生产需要，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具有大型机台所不

具备的优势。从未来发展来看，这种定制化的趋势将会

使小机台优势不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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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立什么样的发展定位？未来银河靠什么生存立

足？李良英总经理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打造区域性、个

性化生产基地，使企业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愈

加清晰。

谋定而后动。银河纸业充分利用区域优势，重点将

500公里范围内的华北市场、山东市场以及部分华东市

场作为核心销售区域，改变了原先全国布点的格局，通

过集中优势销售半径，降低物流费用，提升了产品市场

竞争力，形成销售拉动生产的局面。            

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愈发激烈，订单规格愈发繁多

且越来越小。银河纸业充分利用机台多、改产灵活的自

身优势，灵活接单，在市场拓展中，联合经销商和终端

客户研发定制化产品，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定制化

服务，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综合解决方案，先后与康华传

媒、金榜苑、天成书业、湖北随州出版物协会等知名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定制化服务，实现与客户的资源

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客户发展的支撑平台和助推平

台，目前已成为银河不断赢得市场份额的制胜法宝。

银河技术中心主任邹志勇说，企业要走出同质化陷

阱，必须从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出发，在产品研发方面

投入资源与精力，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产品，做出原创精

品，才能满足客户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正是因为银

河纸业围绕个性化精准发力，才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

地。

“生产型”转向“市场化” 

企业发展不惧怕改革调整，怕就怕一潭死水、习以

为常。为解决生产与市场脱节的问题，促使所有管理者

走向市场，银河纸业要求各部门经理围绕业务流程，根

植市场化理念，从经营和管理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所管

理的工作，将“生产型”经营转变为市场引导、拉动生产

的“市场化”经营模式，在积极寻找性价比最优的原材

料的同时，要求生产人员与销售结合、与市场接轨，多听

取客户意见，提升服务质量，满足市场需求，使各机台产

品更贴近市场，更具市场竞争力。同时把向业绩要岗位、

向业绩要薪酬的文化理念根植于职工心中，转变了以往

等靠外部环境变好、等靠外部资金注入的思想观念，取

而代之的是自身的改革挖潜、自身的破局求变，这是银

河纸业近年来最重要的思想转变。

市场化改革的经营理念为银河这一老国有企业注

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银河管理团队也在学习、实践与

创新中收获了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和发展之路。

“国有体制 民营机制”的初步探索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就是要通过试点试出新

模式、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明确经营理念和发展定位的基础上，银河纸业

眼睛向内，围绕提升效率与效益，2015年6月在瓦楞纸

车间试行经营责任制试点改革，赋予其充分的用人权和

“组阁”权，变成本中心考核为利润中心考核，明确考

核目标，超额提成重奖，强调责任共担，收益共享。机制

一变，极大地调动了瓦楞纸生产系统的积极性，通过采

取设备升级、提高产能、提升效率、稳定质量、人员优化

等一系列措施，一改瓦楞纸自投产以来长期亏损的被动

局面，当年扭亏为盈。

瓦楞纸试点改革的成功，使银河纸业在现有体制

下，找到了能够提高干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机制，并且

感悟到如能突破现有体制的制约，改革还能取得更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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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这就是对“国有体制 民营机制”的思考与探索。

以试点改革的成功经验为借鉴，2016年银河纸业

在生产系统全面推行。拆分生产系统设立各部，细分

考核单元，与各部经理签订了经营责任书，在用人机制

方面，生产系统各部的副经理、车间主任人选由经理来

定，赋予各部经理关于用人的推荐权和建议权，公司层

面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同时也鼓励全体人员积极竞聘

各部经理位置，在内部形成竞争的氛围和机制。

在分配机制方面，对于超过规定目标之外的效益,

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分配，这不仅在银河，在中国纸

业系统里也属首例。在这一基础上，银河对分配机制进

行了完善与补充，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即绩效不能重

复享受、非主观努力所得不能享受，并鼓励部门经理充

分发挥带头作用、创新作用和组织作用，所有人员要向

业绩要薪酬，树立市场化的理念。

在考核机制方面，生产系统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市

场，毛利考核模式最核心的要素是用最低的成本生产

适销的高毛利产品。机制一变，倒逼生产系统人员纷纷

走出家门，主动与营销对接，共同寻找适销的高毛利的

产品，用机制激活员工创效增收的激情。

改革的新机制，调动了生产系统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顺利启动长期停机机台”“全力挖掘大机台的规

模效应”“充分发挥自制浆低成本优势”“带动热电整

体效益发挥”...有效促进了银河整个系统的效益发挥。

“自产杨木浆产量由60%提升至104%，水电汽消耗降

幅8.3%，自发电比例提高50%以上，吨纸生产制造成本

降低11%”，这一组组喜人的数据，不仅标志着企业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更标志着银河

纸业的改革发展从此迈入良性发展轨道。 

刀刃向内，革除积弊

机制的改革，为银河纸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何

确保飞的更高，飞的更稳，必须刀刃向内，在组织机构、

服务理念、用工管理等方面革除积弊。

层级多、冗员多，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管理的递减

效应非常明显，效率低下。针对这一问题，银河纸业依据

市场化原则，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布局调整组织架构，

压缩管理层级，全员起立、竞聘上岗，出台《责任追究制

度》，实施称谓“去行政化”，推行“大服务理念”，明确

下一道工序要为上一道工序服务，职能部室要为生产一

线、销售部门服务，所有工作流程都必须服务于企业产

品能卖出去这一核心，一切为了产品，一切为了客户成

为银河人共同的目标。推行改革后，各部门之间互相支

持、互相监督，使各项工作最终服务于客户与市场，企业

管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研究客户、顺应市场、引领市

场，解决长期被动跟随市场的问题，银河纸业成立了市

场部，尤其注重发挥“营”字作用，并相继成立市场开

发中心、计划调度服务中心和营销综合服务中心，构建

了新的营销组织架构和职能模块，把市场调研、订单排

产、物流运输、售后服务融为一体，舞活了销售龙头。尤

其是面对2017年上半年高涨的市场机遇，银河纸业始

终引领市场节奏，并在市场低迷的7月和8月，通过调整

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率先发出国内文化纸企业的第一

张涨价函，逆势拉涨，并得到实质性落实，得到行业内

专业咨询机构锐思、卓创、中纸在线等媒体的关注及报

道。

2016年4月银河纸业新成立综合管理部，将原先9

个处室精简为4个部门，并新组建服务中心对辅业进行

统一整合，关闭了职工医院等8个辅业部门。通过组织

机构改革的执行落地，解决了辅业大、冗员多、效率低

等遗留问题，促使辅业单位减员38.2%，开支同比降低

18.2%。

“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合适的岗位上有合

适的人”。李良英总经理为银河纸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

了新的改革思路与方法，全力推行“公开竞聘、竞争上

岗、任人唯贤”的用人模式，全面扩大公开竞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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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度，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动态平衡的用人机制，对

年轻优秀的才俊破格提拔，对能干事、干成事、支持企

业改革发展的人才委以重任，对工作中不作为、不敢担

当的干部，采取了末位淘汰、降职、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等措施。同时对管理部门应用了KPI考核模式，并实施

全员述职，通过考评确定排序。只要你有能力，就给你

施展的平台，不再熬资历、论资排辈，让能者上，一批年

轻人脱颖而出，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主力军。

创新管理助推改革

改革不仅要有新的体制机制，更要有创新管理、助

推改革的新思维、新举措和新方法。

在提报年度主要经济考核指标时，李良英总经理

提出了管理极致化思维模式，他要求各单位在预算值目

标的基础上，设定极限值目标，所谓极限值目标就是各

单位能够做到的最大节降或创效额度，倒逼全体职工主

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集思广益寻找节约的空间，并

将极限目标值考核的完成情况纳入模拟股权分红体系，

重奖重罚。管理极致化思维为达成全年预算起到了良好

的助推作用。

“凡是采购超过10万元以上或年采购累计超过10

万元以上的，都实行招投标”“成立大宗物资采购督导

组”“对于价格变化大的原煤、玉米淀粉等进行每月、

每周招标询价”“对于价格相对稳定的浆板和轴承等，

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坚持无忧采购和

直供模式改革方向”“将废纸、木浆、麦草等大宗原料

采购权下放给生产系统，倒逼生产系统走向市场，掌控

采购节奏，创造更大的利润”，通过实施一系列创新管

理的新举措，把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降至了最低，助推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推出高管“AB”角管理制度，发挥高管团队整体合

力；挖潜集体智慧，收集主管及以上合理化建议实施精

益改善；增加半月经营分析会，强化过程督导；《银河悦

读》助推品牌宣传；建立学习型团队，倒逼中管以上人

员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这些管理新方法的应用，

为改革执行落地奠定了管理基础。

党的建设为改革保驾护航 

近年来，银河纸业党委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为公司改革的顺利推进构建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

障，营造了生机勃勃和谐向上的稳定氛围。

公司党委定期组织中心组学习，使班子成员及管理

团队的核心成员在学习中深入领会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国资委、诚通

集团党委和中国纸业党委的各项工作部署，坚定改革脱

困的信念，以改革的精神投入工作，以创新的思维指导

工作，以党的要求严格律己。

公司党委还根据生产系统机构变化及时调整支部

专题Special

39
Jan., 2018  Vol.39, No.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设置，使党的组织在公司内部实现了“全覆盖”。各党支

部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开展党员教育工作，紧紧围

绕生产经营中心开展“立足本职做贡献”“主题党日”活

动，针对公司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焦点、难点以及职工

关心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高了

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广大干部职工真正

成为公司改革的拥护者和主力军。

公司党委努力践行“两个责任”，切实担负起党委

的主体责任并支持纪委负起监督责任，为公司改革和生

产经营打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在从严治党的大环境

下，公司党委从严治企，通过谈心谈话、诫勉提醒的方

式，耐心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公司纪委开展全方位的

纪检监察，通过对采购环节发生的“以次充好”、“以近

套远”等案件的查处，敲响了公司反腐倡廉的警钟。

公司党委注重群团工作，以党建带工建，以党建

带团建，通过职代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开展企业民主

管理，提振职工士气，促进公司改革的各项举措稳步实

施。对于改革涉及职工权益的重大问题，公司工会都要

组织职代会专门委员会讨论研究，及时召集职代会代

表团长联席会进行决策，切实保障了职工群众的基本

权利，提升了员工对企业的凝聚力。工会和共青团组织

围绕公司改革经营中的问题，适时召开职工和青年职工

会议座谈讨论，献计献策，凝心聚力；开展各种竞赛、评

比，树立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学习；关注职工生活，及时

扶困济弱，员工获得感、归属感明显增强。

【后记】总结银河纸业改革经验，可以归纳为改革

“市场化”、效益“系统化”、服务“个性化”与管理“极致

化”，即以市场化改革为各项工作的破局求变提供先决条

件，以系统化效益为降低生产成本提供基础保障，以个性

化服务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以极致化管理为企业提

质增效提供方式方法，这些管理经验都是源于银河纸业对

黄欣董事长“四新”理念的深刻理解与具体应用。同时银

河纸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中国纸业广泛的资源优势，兄弟

单位毫无保留的深度交流优势以及银河纸业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领先优势、机台众多的柔性生产优势、市场腹地优

势、大批熟练技术产业工人优势，这些优势经过全体银河

职工良好的执行力，最终转化成为企业经营业绩的持续向

好发展。

银河纸业总经理李良英多次强调，企业的改革发展离

不开每一位职工的共同努力，面对前进过程中的瓶颈，银

河纸业必须以凤凰涅槃的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必须按照

“四新”要求，以新举措、新机制、新思路、新方法，为改革

注入生机活力，才能立足求得发展。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欣指出，解决问题最

核心的还是强调一个“变”字，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钥

匙。改革无止境，银河的未来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深化

和拓展改革思路，在创新管理、顺应市场、引领市场的同

时，追求规模企业之业绩、小微企业之效率，促进企业持

续向好发展，为中国纸业新发展贡献力量！

风雨之后，必现彩虹。上下齐心，再创辉煌。扭亏为盈的

银河纸业，正在迈向持续盈利、不断突破的新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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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下造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
⊙ APP（中国）副总裁  翟京丽

扎根中国二十多年，AP P（中国）有幸见证并亲自经历了这个伟大时

代的变革。作为造纸行业的领军者，我们也一直在思索：如何延续这样的

成绩，让效益和增长真正可持续？我们的工厂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利用资

源，让绿水青山及社区共同和谐发展？我们的企业员工如何可以找到职

业与人生规划的平衡，让他们得到全面地发展？

【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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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三五”规划进入了关键的

窗口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迎来了新的局面，新矛盾催生了新的机

遇。

2017年注定也是造纸业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环保标准的提升，

上游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上涨，让原有的发展模式很难得以维持。造纸业处在重要的战略转型

期，造纸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自1992年起，APP（中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投资重点，先后斥巨资建立了以

金东纸业、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金华盛纸业、金红叶纸业、海南金海浆纸业、广

西金桂浆纸业等为代表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林浆纸企业，以及一定规模的现代化速

生林。

APP（中国）在发展初期就认识到，只有解决日益增长的用纸需求和环境保护及资源缺

乏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实现永续发展。不断探索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

APP（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方向，所以我们一直坚定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资金、技术和

管理上都作出了巨大投入。至今为止，APP（中国）已累计投资近百亿，用于资源有效利用和

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创新。

扎根中国二十多年，APP（中国）有幸见证了并亲自经历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作为造

纸行业的领军者，我们也一直在思索：如何延续这样的成绩，让效益和增长真正可持续？我们

的工厂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利用资源，让绿水青山及社区共同和谐发展？我们的企业员工如何

可以找到职业与人生规划的平衡，让他们得到全面地发展？

创新驱动造纸业产业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国家，深化供

给侧改革结构，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这些重要的论述为中国的造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指引，也为我们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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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习主席加快建设创新国家精神的号召下，我们努力地在技术、管理、

环境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努力地发展成为全面创新型的企业。

2017年，是APP（中国）坚持创新驱动，变革发展的关键一年。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

的全面实施，中国的造纸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的4.0时代。APP（中国）根据“工业4.0”目标路线

图，以自动化改造为工作重点，通过推动造纸设备的转型升级，将部分生产环节的人力由机器

替代，逐步统一各数据系统，并满足环保、能耗等国家要求，加速应用人工智能，引领企业迈向

智能制造。

同时，APP（中国）也在不断寻求产业升级。2017年10月,金光集团与江苏南通、盐城分别

签署重大项目投资协议，将采用“工业4.0+人工智能”的最先进科技，充分利用国外的林浆资

源优势来服务国内基本民生需求及工业发展，在南通打造金光全球最大的生活用纸生产和研

发基地，在盐城打造全球最大的工业用纸、粘胶纤维生产和研发基地。未来项目的落地，将为

江苏省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7年，也是APP（中国）努力推进中国造纸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年。APP（中国）高度重

视自身的能源管理，在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下，不断加大节能设备和节能技术

的使用力度，并调整自身的能源使用结构，将继续开发可再生能源，加大再生能源的使用力度，

全面启动新能源发电项目，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根源上降低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截至

2016年12月，各工厂使用新能源发电的累计发电量已达到2亿千瓦时。对此，APP（中国）也还

将继续努力，助推中国造纸业的绿色转型。

APP（中国）相信科技的力量，未来将继续通过多样化经营、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等手段

实现创新发展，满足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增加其附加价值，支持对

产品的独立测试、验证和认证，为客户提供更优势、更安全、更环保的产品及解决方案，以保证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

共建可持续的绿色产业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在保护环

境和经济发展找到一个共赢的路径。本着“新目标”和“新征程”的精神号召，APP（中国）中

国不忘初心，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将可持续发展承诺不仅表现在终端的产品上，更

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始终将可持续发展摆在企业发展的首

位。

自2012年起，我们就已经提出了“2020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在过去几年，APP（中国）推

动森林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运转，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到了产业链及环境、社会层面。作为APP（中

国）对全社会和大自然不变的承诺，2017年已经是我们连续第十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

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回应利益相关方的期待，分享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管

理、行动及成效，带头促进造纸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将创新放在首位，

并提出了绿色与共赢两个理念加入其中，绿色就是要把环保问题放进去，那共享就是把新经

济的东西纳入其中。因此，造纸行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符合发展需要和民生需要，也是

符合这方面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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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林浆纸一体化积极的创导者和实践者，我们在深刻理解“十三五”精神的基础

上，积极发展造纸行业的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制订负责任的采购政策，开展第三方供应链识

别、审查及评估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要求。

在产业发展中，APP（中国）始终践行“林浆纸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地经营人工

林，保护自然林。坚持“科技营林、生态营林、依法营林”的理念，倡导自身可循环的绿色造纸

产业链模式，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造纸行业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改变传统小规模造纸企业对环

境“侵略”式的生产方式，同时通过规模效应反哺生态环境。

在人工营林方面，APP（中国）设立现代化的研发中心，培育适合纸浆生产的优良品系，并

于2009年起引入林务管理系统（PMS）对林务进行高效的管理与远程监控，将林务管理系统、

营林管理系统、物料管理系统和财务系统一并整合纳入SAP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同时，林务还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所有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确保营林作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

2017年，APP（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可，先后荣获“2017年度

责任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7中国企业最佳实践”称号、“绿色发展责任企业”等多

项殊荣。APP（中国）坚信通过自身负责任的经营行为和长期的清洁生产实践，希望带动整个

造纸行业的良性成长，转变公众固有观念，推动造纸企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缔造者。

新时代下“一加一减一乘”的纸业新思维 

“十三五”规划期间，行业面临着能源、资源、绿色壁垒和产品结构重大变化。面对国内

外日趋竞争的市场，APP（中国）迎来了“一加一减一乘”的战略机遇。“一加”就是随着小康社

会的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市场的需求仍在成长；“一减”是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环保政策的推行，一些不达标的中小企业被关停并转，产业集中度带来新的市

场需求；“一乘”是指“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国内外市场带来了双重的机遇。这“一加一减一

乘”给造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敦促我们对造纸业可持续发展更进一步的思考。

造纸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重要基础原料产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可持续”离不开国际市场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十九大报告中，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助推

产能合作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划。

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纸是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经济的重要载体，造纸术作为四大重要发

明之一，也循着古丝绸之路路径传遍了东亚、非洲和欧洲各国，今天APP（中国）生产的纸制品

也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很多都是“一带一路”的重镇。造纸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对国家的大战略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持续的社会需要人来实现，那么青年人正是践行这种理念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建设

新型国家的社会栋梁。A PP（中国）从建立初期就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将人才视为企业

最宝贵的财富，2016年，我们对集团所有员工的培训时间都超过了30小时以上，投入400余万

元——回报则是2014年以来持续提高的员工留存率。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员工愿意把自己的

未来同APP（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也积极参与到企业和社区的公益之中。

从1992年进入中国，APP（中国）已经25岁了，正值青年；在未来，我们还将坚守承诺，继

续努力把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从一代青年传到下一代，让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我们坚持不懈的一个伟大的事业，不负这个时代给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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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我们已经证明了“林浆纸一

体化”是一种可行的产业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

很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化造纸企业开始对此

尝试，APP（中国）也乐于分享自身经验。

1.1 森林政策

完善的制度是森林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作为APP

（中国）旗下人工林的经营者与管理者，A PP（中国）

林务践行《森林保护政策》，坚持以人工林作为原料来

源，严禁涉及天然林的作业，杜绝天然林木材进入供应

链。APP（中国）制定了《林业法律法规手册》、《职工

管理手册》、《营林政策》、《环境方针》等林务管理制

可持续的造纸业：一体化与多样化
⊙ 《APP（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16》编写组

□ 注：本文摘编自《APP（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16》

造纸行业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行业自身，需要向着更高效、更清洁的

方向发展，AP P（中国）所倡导的“林浆纸一体化”已经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可持

续产业模式；另一方面来自需求端的变化，纸材料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转

变，这需要业内所有角色共同合作，以实现产业链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行动】

1  林浆纸一体化

作为国内最早提出“林浆纸一体化”产业模式的企

业，APP（中国）倡导的是一种自身可循环的绿色造纸

产业链模式，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造纸行业对自然资源的

影响，改变传统小规模造纸企业对环境“侵略”式的生

产方式，同时通过规模效应反哺生态环境。

与电子信息产业、服装产业等轻资产行业不同，造

纸企业需要通过调整旗下自有工厂的生产模式，以适

应外界需求的变化。面对环保监察力度的不断提升，供

给侧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对自然资源消耗巨

大的小型造纸企业难以为继，造纸行业将朝着更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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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高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标准上进行运营；在采伐、

造林、林业安全等内容上制定标准作业程序，保证营林

质量；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营林作业管理办法，包括从接

地、育苗、造林、抚育、生长量监测、采运、COC产销监

管链、营林作业验收等。

A P P（中国）林务制定了完善的员工教育管理办

法，规范公司教育训练运作程序，保证员工受到统一

化、标准化的可持续营林教育训练。员工除了要接

受岗位特定的技能培训之外，公司还要求员工了解

IS O14001EMS基本知识，掌握公司环境方针，能够识

别重大环境因素。

对于营林承包商，A P P（中国）采用造抚管采(造

林、抚育、管护、采运，PH I P）模式进行管理，与承包

商建立长期、互信的伙伴关系，并优先选用本地的承包

商。林务同时注重对承包商的培训与审核，在保证环

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互利共赢。

可持续营林离不开当地社区的支持与协同。

A P P（中国）林务为了规范各公司与当地社区的沟通

与交流的途径与方法，依照FPIC（Fr e e，Pr ior a nd 

Informed Consent，自愿、事先、知情并同意）原则，

编写了《社区沟通管理办法》。对于在林场运营中引发

的纠纷，公司颁布了《林地申诉与纠纷管理办法》，要求

职责明确、态度积极、按照流程、依法守法妥善解决矛

盾。

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A P P

（中国）要求工作人员以公平、公

开、透明的方式鼓励居民参与其

中；注重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尽量选择社区居民更易于理解

的方式和方言进行沟通；特别注重

鼓励少数民族、妇女、老人、儿童

的参与，听取他们的建议；尊重少

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在两周内

对居民的想法和建议提供说明或

反馈。同时，APP（中国）在林务外

网信息平台（ht t p://www.a c f.

c om.cn）进行每年、每季度的经营

活动公示，内容涉及有森林经营方

案、森林监测结果报告等。

APP（中国）致力于推动公司

与当地社区的共同进步，共享发展

的成果。在林地的运营中，林务会

优先雇佣周边社区的居民作为员

工，当地员工所占比例达到86%，

有效促进当地就业；林务亦优先选

择本地的供应商，促进经济发展。

图1  APP（中国）林浆纸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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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持续营林

基于有效的管理政策，A P P（中国）一直恪守承

诺，停止一切天然林的作业，并与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

构英国森林协会（The Forest Trust，TFT）合作，确

保森林保护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人工林的营林方面，APP（中国）设立现代化的研

发中心，培育适合纸浆生产的优良品系，并于2009年起

引入林务管理系统（PMS）对林务进行高效的管理与远

程监控，将林务管理系统、营林管理系统、物料管理系

统和财务系统一并整合纳入SA P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APP（中国）林务贯彻执行制定的标准作业流程，对营

林全周期进行质量监控，对所有工序、流程都进行检

测、要求达标。同时，林务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所有

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确保营林作业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APP（中国）非常重视森林水土保持和生态多样性

保护。APP在整个供应链中都进行了高碳储值（HCS）

和高保护价值（HCV）评估，出台了《高保护价值管理

办法》，对管理相关部门职能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

HCV的判定方法与判定流程，同时引入利益相关方参

与程序，对于提供生态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

实行重点保护。

从林地规划到采伐后剩余物回归，APP（中国）林

务对其全生命周期的每一步都进行

了合理的规划，坚持因地制宜选择树

种，尽可能使用有机肥，减少除草剂

的使用，将采伐剩余的树叶和树皮返

还林地以增加土壤有机质，保留林下

植被，维护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防

止水土流失。

APP（中国）对水土保持和生态

多样性保护非常重视，自200 6年开

始，A P P（中国）林务与环境检测合

作方对各事业区造林基地开展了环境

检测与评估，并实施了五年一期的生

态环境检测项目和调研工作，涵盖了

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土壤肥力、林

木生长量、林分生物量和营养元素、

病虫害、社会经济影响指标调查等项

目，并于2013年已完成第一周期的生态检测，2014年继

续开启第二周期的生态监测。监测结果表明，APP（中

国）的营林措施有效避免了对当地水土和生物多样性造

成不良影响。2016年，APP（中国）林务与中国林业科学

院（CAF）开展合作，发布《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影响

监测年度报告》，对辖内人工林的自然生态现状及对当

地整体生态的影响实施监察。未来APP（中国）将持续

委托第三方对其人工林进行生态监测，评估可持续发展

的风险，通过科学管理确保其经营活动对当地环境产

生积极影响。

1.3 木材与纸浆采购

作为纸生产的直接原材料，APP（中国）通过有效

管控，以确保木材与纸浆来源的可持续性，这对实现我

们最终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2012年，APP在全球

范围内提出了“2020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对相关供应

商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提出了具体的目标。APP（中国）

作为APP全球经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从自主经营

的人工林获取木材原料的同时，始终致力于提升对外部

原料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采购木材方面，APP（中国）旗下浆厂优先采购经

过认证的木材，确保制浆造纸所用木材原料的合法性

和可追溯性。截至2016年末，A PP（中国）旗下已有17

家企业获得PEFC/CoC认证，采用木材流通会计制度

图2  APP“2020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分阶段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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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木材流向，以保证所采用木材符合PEFC/CoC要

求；新采购的通过认证的木纤维总量占采购木纤维总

量的21.91%，越南开始成为我们最大的木片采购供应

国。

采购纸浆方面，APP（中国）实行总部统购管理。

采购浆的来源既有A P P（中国）旗下浆厂也有外部供

应商，对所有来源的浆的质量均采取统一标准。同时，

APP（中国）也加强了对浆库存的精细化管控，优化货

源配置，降低无效库存。2016年，新采购的通过认证的

纸浆占采购纸浆总量的17.1%；APP（中国）努力通过当

地采购来减少运输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地区是我

们重要的浆采购来源地，占总采购浆量的46%，比上一

年增加了3%，其次是选择地理位置最近的亚洲。

APP（中国）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十分注重回收废

纸作为原材料生产各类工业用纸，创造节约和环保双重

价值。为了保证再生纸的高质量水平，APP技术人员亦

不断地在色域、印纹清淅度、品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务

求得出较好的纸张特性。截至2016年末，采购废纸原料

达607244吨，比2015年采购量增长了31%，由于生产工

艺对废纸质量的要求，所采购废纸原料主要来自海外。

1.4 森林认证

对于包括森林、木材、纸浆在内的所有原材料而

言，在通过有效管控、从企业内部确保产业的可持续之

外，独立第三方森林认证同样为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尤其对于消费者及纸张使用者而

言，森林认证能够确保所使用纸品的可持续性，这对于

促进造纸企业提高生产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

在A P P（中国）的大力推动下，CFCC（Ch i n a 

Forest Certification Council，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

员会）与PEFC（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Schemes，森林认证体系认

可计划）已经实现互认，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的认

证产品供应，推动了全球可持续经营，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中国林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其更顺畅地

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绿色通行证”和“市场准入证”，

为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

2016年，A P P（中国）林务供应浆厂的自营林

CFCC/PEFC认证的认证率首次达到100%，认证总面

积达到254660.01公顷，这是APP（中国）在可持续营林

上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进展。

近年来，A PP（中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表达与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

会）恢复联系的意愿，致力于重新获得FSC认证。2016

年，FSC、APP（中国）及利益相关方对总共五个关于恢

复联系的路线图草案进行讨论，协商得到了实质性的

进展，有望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中达成最终共识，这将进

一步帮助APP（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获得更多的认

可。

2  多样化需求 

“林浆纸一体化”生产模式为包括APP（中国）在

内的造纸企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伴随着纸由

信息载体向材料用途的转变，社会对纸的需求正朝着多

样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

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我

们的既有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也为未来提供了新的机

遇。在这场纸业的变革中，A PP（中国）相信经过所有

产业链伙伴的共同协作，将使造纸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2.1 客户需求回应

对于APP（中国）而言，社会需求多样化最直接的

体现在于，我们客户订单的份数在上升，同时每单类产

品订量在下降，包括印刷厂在内的纸品终端市场正由大

批量生产，向小规模定制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满足这种

变化，APP（中国）开始携手下游客户，共同探索一种快

速反应机制。

2016年，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客户传达的个

性化需求，双方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开始逐渐成为常

态。以此为基础，APP（中国）推出“技术行销”机制，

联合生产、营销、客服、品保和研发部门，整合团队力量

解决客户问题。我们针对重点客户每个季度制定技术行

销规划，了解客户需要的技术服务，并制定服务计划。

与传统的遇到客诉之后才解决问题的做法相比，我们

认为只有走在客户前面，提前满足客户需求才能让客户

潜在的不满提前得到解决，提升客户对我们的认可。

社会需求多样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纸品的用

途在逐渐增加。APP（中国）通过调研了解特殊产品用

户对纸的需求，并在开发过程中，通过获取外部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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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PP（中国）工业4.0目标路线图

支持，建立跟化学品、香精、香料等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来确保产品满足用户对于不同材料的需求。同时，APP

（中国）加强对各工厂质量的管控，建立质量提升方案

体系，对产品特性及质量进行不同的要求与控制，确保

产品生产的稳定性。

社会对于产品可持续属性的需求同样在不断提

升，近年来随着客户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注增加，客

户亲自或者委派第三方公司定期验厂的情况日益普遍。

来自客户的投诉与建议，不仅仅代表了客户对我们

产品品质的高要求，同时也是帮助APP（中国）提升产

品与服务质量的重要推动力。正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

解决回应客户需求是我们保障产品品质的根本举措之

一。A PP（中国）完善落实客诉信息处理机制，并遵循

客诉处理管理办法、考核办法，详细规定了客诉处理流

程中各部门的主要职责，通过对客户满意度测量及客户

讯息处理，使客户对公司产品质量与服务的要求得到适

时、妥善地处理。此外，公司积极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提高产品质量以避免质量问题的重复发生，提高客户满

意度。

作为了解客户需求的重要举措，APP（中国）旗下

各事业部每年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针对客户质量、物

流、客户服务人员态度等方面与过去的调查结果做比

较，并集中提炼大区客户反映的问题，让相关部门提出

改善计划。

及时有效的客户沟通也是回应客户需求的重要举

措之一。金华盛通过日常微信沟通和每周WAR ROOM 

报告及时向各相关单位反馈客诉问题

并探讨改善措施，以预防客诉代替单

一的客诉处理回应。

2.2 技术与产品创新

研发是可持续发展的能量来源，

也为A P P（中国）提供了满足更多需

求的持续动力。尤其面对社会对纸品

的创新需求，我们需要集合更多的内

部及外部研发资源，不断推动行业创

新。APP（中国）对研发部门的定位逐

渐向推动企业发展靠拢，希望从技术

上对传统产业进行创新，积极推动产

官学研合作，积极引进政府资源和学

专题Special

术界人才。

2016年，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逐步推进、环

保政策要求的持续加强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APP

（中国）加强与政府沟通，引入国际前瞻性的要求，并

以身作则做出示范工程，引领循环经济，推动国内造纸

行业的整体发展。APP（中国）制定了工业4.0目标路线

图，以自动化改造为当前工作重点，经过数字化运营、

纵向集成、端到端集成，最终实现工业4.0横向集成的

目标。2016年，公司通过推动机械制造，将部分生产环

节的人力由机器替代，逐步统一各数据系统，并满足环

保、能耗等国家要求。

2016年，APP（中国）聚焦优化部门架构与职能，

成立了技术与企业发展部，并下设研发中心、浆设备部

等业务研发部门，通过对工厂、事业部、总部三个层面

的不同研发功能定位，解决APP（中国）存在的各类问

题。

此外，APP（中国）将探讨并研发前瞻性技术为己

任，将各工厂研发职能聚集到总部，以中国为技术与产

品创新的中心，并辐射金光纸业总部乃至全球。2016

年，APP（中国）全年研发投入共计7.88亿元。

研发的重点在于人才。APP（中国）深知汇聚员工

智慧的重要性，每季度在各工厂定期举办献宝大会、研

发跨厂KPI竞赛、跨厂优秀项目分享竞赛及跨厂Cross-

SDA互帮互助活动，建立起各工厂间技术与信息交流平

台，对获奖员工及工厂进行奖励，充分调动了员工研发

创新积极性，有效提升集团整体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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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中国）研发资源的吸引和有效利用不仅仅

局限于内部，公司长期与各研究院、经销商签订合作协

议，自2014年来，已同全国高校合作研究清洁生产及制

浆等相关项目，投入资金、技术及人力支持进行行业前

瞻性研究。公司同样将客户作为研发的重要伙伴之一，

与客户共同合作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研发专

项适用产品。

我们通过加强与政府间的沟通，时刻了解政府相

关动态，为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

境。以苏州政府为例，苏州市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新政

出台后，对各公司研发项目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推出

全面落实普惠性财税政策，推进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重点政策落实。苏州金

红叶通过对该政策的深入了解和解读，结合自身研发情

况，2016年度获得了多项政府补助及奖励，包含研发加

计扣除备案项目23项。此外，在专利奖励方面，苏州金

红叶2016年获得了园区政府高价值专利奖励、苏州市

2016年度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奖励以及苏州工业园

区科技发展资金等。

有效的专利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APP（中

国）技术与产品创新的根本举措之一，APP（中国）2016

年对集团层面的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调整，将过去分散

于各工厂的知识产权管理统一至公司总部法务部，并由

法务部直接服务于集团下属所有工厂。此外，各工厂也

不断加强完善各自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如成立专利委

员会、颁布《专利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为专利申请

流程包括创意提供、提案、审核、决策、申请准备、正式

申请等进行全过程管控。2016年，A PP（中国）共计获

得专利175项，其中发明专利107项，实用新型26项、外

观设计42项。

2.3 负责任采购

需求的多样化，带来的是产品原料的多元化。作为

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伙伴，APP（中国）重视与供应商

的共同成长，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交流，

共同建立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供应链。

基于公开、公平和公正的采购原则，APP（中国）严

控采购流程，确保采购质量，明确列出了供应商和承包

商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责任要求指标，在筛选、准入、

合作过程中定期对供应商和承包商进行供应质量和社

会责任指标履行的审核，并不断提升对供应商履行社会

责任的要求。

APP（中国）始终严格管理采购流程，优先选择具

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特别是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供应

商，并对供应商进行年度抽检。

从2015年开始，A P P（中国）要求所有新晋供应

商签署《企业社会责任声明与承诺书》，该声明与承

诺书由A P P（中国）结合国内及国际相关法律法规和

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而制定，对供应商在商业道德规

范、人权、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规定。2016年，APP（中国）的供应商、承包商

未发生雇佣童工和强迫劳动事件。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采购效率和经济效益，在2016

年全面对各工厂实行集中采购政策，采购中心负责汇集

各工厂采购申请并进行调整汇总，形成采购计划，进行

货物的集中订购和集中结算，主要涉及生产所用的重

要原材料（化学制剂、木片、废纸等）以及服务（污水处

理、新能源设备等）。采购中心也会统一集中对供应商

进行管理与评估，一方面提升了供应的材料和服务的质

量，另一方面通过集中大宗采购和长期签约模式，避免

重复采购和重复库存，在成本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优势，

强化整体购买力。

2016年，APP（中国）全面建立并投入使用了供应

商自注册平台VSR系统，增加了供应商系统板块，使供

应商线上加入APP供应商清单，并进行线上管理，提高

沟通效率。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降低商品采购成本，

降低库存并可以缩短交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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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登的全球化和本土化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赵琬青

——独家专访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单翔年

凯登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集团公司，在造纸行业拥有久负盛名的产品和技术，其浆

料制备、流体输送、水处理和刮刀系统等产品居全球领先地位；其中凯登起皱刮刀、扬

克缸蒸汽接头等被誉为行业标杆产品。2017年凯登公司的业绩突出，在欧洲和北美市场

展开强强联合的并购举措；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和订单均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而中国在整个凯登公司总体布局中地位也日渐突出。凯登公司在科研、技术开

发、强强联合的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持续的投入，这也为凯登公司良好的业绩不断注

入新的活力。此次在凯登公司携手无锡锐帆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扬帆凯登，逐梦远

航——生活用纸创新技术研讨会”之际，本刊对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单翔年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让我们深入了解和探究凯登公司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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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登的全球化和中国本地化

齐头并进

凯登公司是一家长期服务于造

纸行业的美国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在

浆料制备、烘干部技术、刮刀系统和

清洁&过滤系统等方面的全球领导

者，凯登公司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本地化服务

相结合，为全球造纸行业提供先进

产品和完善的技术服务，帮助客户

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产品质量。

凯登公司长期致力于全球化、

本地化的发展战略，位于北美和欧

洲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至今已有

百年发展历史，在亚洲的直接生产

和销售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

国则通过全资子公司凯登制浆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和凯登约翰逊（无

锡）技术有限公司为中国和亚洲客

户提供从浆料制备到纸机烘干部全

过程的关键设备和技术服务。

凯登公司是从北美最早生产刮

刀产品的Lodd i n g公司发展而来，

经过百年的创新发展，目前凯登公

司已经成为拥有KBC（制浆设备）、

Joh n s o n（约翰逊旋转接头及蒸汽

系统）、A E S（喷淋及过滤）、英国

V i c k e r y s（刮刀片、刮刀夹具）、 

法国L a m o r t（制浆设备）、瑞典

M-clean（干网清洗）和Noss（流送

系统）等众多在造纸行业久负盛名

的产品和技术的全球化集团公司。

近年来凯登公司又先后收购了加拿

大的Cam a n a h公司（木材加工设

备）、德国的Pa a l(废纸打包设备)公

司和一家欧洲著名的陶瓷刮刀片公

司，凯登公司致力于为制浆造纸全

工艺流程提供关键产品和技术的发

展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凯登公司一直将专业化的建议

和及时服务和产品本身等方面看得

一样重要，凯登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

研发中心和众多资深造纸技术和工

艺专家，通过完善销售服务网络把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全球客户。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9年，在过去的18年中，

凯登约翰逊公司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造

纸行业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凯登约

翰逊生产和提供的PTX旋转接头、

高效蒸汽冷凝水系统、刮刀及喷淋、

Mc le a n干网清洗系统等产品为造纸

行业节能降耗和提速增效起到了关键

“助推”作用，凯登约翰逊公司与中

国造纸行业共赢共进并有幸成为广

大造纸客户的重要合作伙伴。

2017年凯登公司在北美和欧洲

市场的成功并购、一系列新产品的

推出以及凯登中国市场的强劲表现

助力2017年凯登的新业绩。

2017年凯登公司取得良好的业

绩并在纽约股票市场表现突出，其

主要原因一是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

成功并购继续超出预期；二是凯登

近期推出的有关起皱刮刀、陶瓷刀

片、瓦楞行业高效蒸汽系统和白水

回收设备等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受

到市场欢迎；第三点也是比较关键

的一点，是凯登公司在中国两家子公

司凯登约翰逊和凯登制浆（KBC）

2017年分别在销售收入和订单诸方

面有较大增长。凯登公司在中国及

亚洲市场的技术、生产和市场的发

展为凯登公司整体业绩提升起到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7年6月，凯登公司宣布收购

NII FPG公司，NII FPG公司是全

球领先的木材产品加工设备供应

商，凯登公司认为收购NI I F PG公

司可以有效地提高凯登在全球范

围内木材加工设备的供应能力，实

现凯登公司和N I I F P G公司的强

强联合。2017年8月，凯登宣布完成

Unaflex公司的收购事宜，Unaflex

是一家领先的膨胀节及相关产品加

工工业的制造商。其膨胀接头也称

为补偿器，用于工业管道系统以吸

收热运动。它们通常用于石化、发

电和水处理等行业。凯登公司表示

收购Un a f l e x公司可有效地增强凯

登公司对于弹性体、金属和织物伸

缩接头的供应能力，总体提升凯登

公司设备的运行时间和运行效率。

2017年年底，凯登分公司K a d a n t 

J o h n s o n L LC宣布收购Oh i o-

based Steam Systems公司，该公

司是一家原来为美国造纸工业提供

蒸汽的公司，美国造纸工业的蒸汽供

应将通过Kadant Johnson LLC公

单翔年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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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完成。凯登公司认为通过收购蒸

汽供应公司可以有效地拓展凯登公

司的服务范围。

凯登公司在造纸行业的不断

研发投入是其专利技术和创新

产品的强大推动力

凯登公司的主要研发中心位于

欧洲和美国，通过改善废纸回收处

理、热传导、刮刀和流体输送与控制

等研究来解决客户生产中的各种难

题。除了公司内部的产品研发外，研

发中心可以为客户模拟其设备的运

行条件和应用情况来确定和量化改

进的可行性。

不断创新是凯登公司发展的核

心战略之一，不断围绕造纸行业新

的需求进行创新研发则是凯登公司

始终处于造纸设备技术最前沿的立

身之本。比如在刮刀技术方面，作为

造纸行业第一家刮刀生产商，凯登

公司除了拥有合成材料刀片、DST夹

具、抽拉式夹具等具有划时代意义

技术发明和专利产品以外，最新研

发的纳米技术刮刀片、抗胶黏物刮

刀片和空气辅助式脱水刮刀等产品

在市场上得到了广泛好评。凯登干

网清洗不断量身定制优化设计适应

中国国情，即使在废纸质量变差、胶

黏物日益严重的情况下，Mc l e a n无

论在清洗压力、清洗效率和清洗效

果优化方面仍然能够不负众望、游

刃有余。凯登公司的经营理念很简

单，那就是去了解客户的需求，理解

其生产工艺，并运用专业知识为用

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造纸企业在选择关键设备和部

件时，技术先进与可靠是最关键的

衡量因素。以纸机上看似普通的烘

缸旋转接头为例，2001年凯登约翰

逊在中国开始生产和销售PTX高速

旋转接头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

众多客户高度认可，可以说约翰逊

PTX旋转接头完美解决了当时普遍

存在而且严重影响纸机运行的烘缸

积水问题，帮助国产纸机车速从400

米/分一举提升到800～1000米/分。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有3万多套PTX旋

转接头在运行，其易损件（密封环）

的平均使用寿命在6年以上。很多客

户就是从PTX旋转接头卓越的使用

性能了解凯登约翰逊并建立了对凯

登约翰逊的信任及长期合作。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关键部件的性能往往会给造纸企业

带来意想不到的竞争优势，比如近

期我们给国内一家著名国际造纸企

业将2组烘缸的旋转接头和虹吸器

改造为约翰逊PTX，改造的结果是

在保证原来的1800米/分车速和产

能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烘干部工作

压力，由此可以让纸厂现有的蒸汽

供应满足新增纸机的蒸汽需求。以

小小的烘干部改造投资节约了巨大

的汽源投资和大大缩短建设周期，

凯登约翰逊烘干部技术的优越性再

一次为客户所赞叹。

扬帆凯登，逐梦远航：凯登

生活用纸综合技术方案助力中

国生活用纸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正处于快速

发展时期，产能充足并阶段性过剩，

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

求越来越高，凯登生活用纸综合技

术方案在中国生活用纸市场的不断

深入推广，将会帮助客户提高产品质

量和设备运行效率、降低单位产品

能耗，从而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力方

面提供有效的技术和产品支持。

2017年12月8日，由凯登约翰逊

（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无锡锐帆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扬帆凯

登，逐梦远航——生活用纸创新技

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成功召开，

来自生活用纸生产商、卫生纸设备

制造商等近100位代表、嘉宾参加了

研讨会。研讨会着重围绕如何提高

卫生纸机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展

开，特别是研讨会中介绍的凯登公

司近期在国内推出的陶瓷刮刀、白

水纤维回收设备、高效托辊双刮刀

系统等部件，对卫生纸机的综合节

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重点介绍了凯登Cera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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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克缸陶瓷刀片、Conformatic AL

刮刀夹具、真空托辊A i r S e t刮刀系

统以及RotoFlex白水回收系统等生

活用纸关键设备和技术。

美国市场目前正在运行的卫

生纸机共有2 0 3台，其中9 0 %以

上的卫生纸机配套使用的是凯登

Con format i c系列起皱刮刀，在某

种程度上凯登起皱刮刀就是高质

量卫生纸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凯登

产品和技术在生活用纸行业的地

位和影响。这次研讨会不仅有凯

登国内外专家介绍将在中国市场

推广的最新Ce r a E d g e陶瓷刀片和

Conformatic AL起皱刮刀等产品，

同时推出的还有目前在北美市场被

誉为“Best Practices”的凯登“扬

克缸安全运行综合技术方案”，为扬

克缸提供从在线检测到刮刀调整、

刀片优化、蒸汽接头、高效热泵和缸

面维护的全方位服务。

2017年，中国造纸行业又一

次释放了发展活力，凯登公司也

迎来了另一次盛大的发展机遇

作为造纸行业的长期合作伙伴，

凯登公司的发展一直与中国造纸行业

共赢共进、同步发展。2017年造纸行

业迎来了另一次盛大的发展机遇，凯

登约翰逊公司的创新产品和技术继

续成为造纸新项目和改造项目所关

注的“热点”和首选配套产品。2017

年总共有20多台新纸机项目指定配

套了凯登PTX旋转接头、热泵系统、

刮刀系统和白水过滤系统。

除了传统的明星产品PTX旋转

接头、凯登高效热泵蒸汽系统以外，

与绿色环保和节能增效密切相关的

其它凯登产品在2017年也得到广大

客户的青睐：凯登Mc le a n干网清洗

系统的销售创历史新高，在中国市场

的销售量已达到400余套；凯登烘干

部抽拉式夹具和AirSet空气辅助式

湿部脱水刮刀，由于清洁效果好、便

于维护而成为新纸机和刮刀改造的

首选产品；2017年先后有10多台关

键设备配套凯登产品的高速卫生纸

机成功开机，被誉为生活用纸行业

标杆的凯登Conformatic XL起皱

刮刀在国内的应用达到了165套。

造纸市场的良好发展给凯登公

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计划在

2018年在中国市场继续引入凯登最

新技术和产品、加快本地技术人才

的培养和提高综合服务能力，针对

中国和亚洲市场的投资和并购计划

也已经开始实施。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中国

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因此中国造

纸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应该

是实现转型升级、走上绿色可持续

发展道路。

中国造纸行业经过30年的高速

发展，无论在产量、品种、造纸装

备、管理理念和绿色升级方面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引进和应用普

及等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速度上

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相信在市场

和政策的引导下，在不远的将来，中

国造纸行业将会在产品结构调整、

产业集中度、运营效率和行业整体

竞争能力方面实现高质量的转变。

凯登公司将继续与造纸界朋友携手

共进、迎接挑战，共同为绿色造纸、

创新未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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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浆市场2017年盘点

及2018年展望
⊙ 王海洋

2017年中国浆纸市场盈利丰硕，结束了行业近五年的持续

低迷状态。相比2016年低点，2017年中国阔叶浆现货价格最大

涨幅68%，针叶浆现货最大涨幅70%，化机浆最大涨幅98%。年

末现货市场迎来一波回调，针叶浆、阔叶浆和化机浆较10月份高

点下调7%～9%，影响了市场对2018年市场走势判断的信心。

新年伊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2017年木浆价格上涨的主

要因素有哪些？2018年市场又将发生哪些变化？

王海洋，亚太森博高级市场分析

师，主要负责对木片、纸浆和成

品纸市场进行分析预测。

市场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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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中国木浆市场总结：价格走势整体呈

现震荡上行格局（图1）

究其背后原因，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 . 1 木浆需求方面，去产能，叠加供给侧改革和环保

督察，以及对废纸进口的限制，造纸行业集中度提高，

生产结构优化，木浆需求持续增加

1 . 1 . 1 供给侧改革促使中国造纸产业整合升级，造纸

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

供给侧改革加速造纸行业整合，行业产需结构得

到优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2016年起政府依靠行

政和“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法制手

段，限制了部分企业的生产，提高了行业的产能利用

率，造纸企业集中度提高，产能利用率提升，对木浆的

需求持续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快报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9月底，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数量6636家，比上年同期

减少41家。其中：纸浆制造业46家，减少6家；造纸业

2721家，减少9家；纸制品制造业3869家，减少26家。

前三季度，我国造纸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9.9%，

比上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特别是上游企业经济

效益明显改善。叠加去产能引发的工业品价格由降转

升。其中，大中型造纸企业产能利用率为86.4%，比上

年同期提高3.9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国纸及纸板产量9559.36万吨，较

上年同期产量增加541.46万吨，同比增长6.0%。全行

业累计利润总额739.31亿元，同比增长41.06%。

1.1.2 “铁腕”环保执法改善行业竞争格局

2017年一场“绿色风暴”席卷全国，关闭了不计其

图1  中国木浆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RISI

数的“散乱污”企业，被称为我国工业史上一次最严厉

的“环保执法”。落后产能的退出，为大型、先进、规

范的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

格局持续改善。

随着落后产能和高污染产能退出，将有越来越多

的现代机器取代这部分产能。长远来看，对木浆纤维

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1.1. 3 产品升级、废纸进口政策和国内回收废纸总量影

响，木浆使用比例增加，商品纸浆进口量加大

2017年由于环保部发布了废纸进口新政策并对使

用废纸生产的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加上经济增长对

纸张需求的增加，使得造纸原料趋紧，价格上涨。中国

造纸协会预计2017年全年进口废纸约2750万吨，国内

回收废纸约5000万吨，废纸浆生产量约6350万吨，增

长约0.3%。行内估计，2017年废纸需求缺口200～300

万吨。

2017年前11个月中国木浆进口总量2178万吨，

同比增长13.9%。其中阔叶浆96 6万吨，同比增长

27.2%；针叶浆73 8万吨，同比增长1.7%;化机浆

164万吨，同比增加1.9%；本色浆60万吨，同比增加

2.0%。见图2。

1 . 2 供应方面，木浆供应量少于预期，短期内供应失

衡

1.2.1 海外供应商新增产能推迟投放；国内纸厂提前布

局降低库存

2 016年10月和2017年8月中国木浆价格快速飙

升，这两个时间点共同特征是市场普遍预期新增产能

投放将导致短期供应过剩，市场参与者提前布局，主

图2  2009～2017年中国木浆进口量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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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降低库存并缩减订单量。但是，供应量并未如期增

加，中国市场商品浆供应出现短期“真空”。

2016年四季度到2017年三季度，中国造纸行业进

入加库存周期，拉动了价格回升。

1.2.2 供应链意外因素，加剧失衡局面

2 0 17年供应链意外事故增多，导致供应量不

足。从小鸟、和平河浆厂锅炉爆炸到芬亚、卡拉宾、

Arauco和蒙蒂的设备问题，绿叶的设备改造，以及加

拿大、葡萄牙森林火灾、美国飓风和巴西港口、物流罢

工。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供应链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因

素越来越多。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政治风险等让下游

造纸厂家防不胜防。

1 . 3 全球经济复苏为浆纸需求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2017年美元疲软也进一步推高美元计价的木浆价格

1.3.1 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带动需求增长

2016年以来全球经济体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2017年全球经济基本摆脱了危机的阴影，开始接近

甚至超越潜在增长水平（I M F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

将同比增长3.6%，而潜在增长水平在3.5%左右）。美

国和日本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从2016年初的1.4%和

0.6%，上升到2017年三季度的2.3%和2.1%，而欧元

区G D P同比增速也一直在2%上下浮动。新兴经济体

中，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增长强劲。近期世行将

2017年中国GDP增长预期上调至6.8%。

1.3.2 美元波动

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元汇率持续走低。

2017年1月，美元指数达到103.81点，创2012年底以

来的新高。但随后，美元指数不断走低，9月上旬收于

91.02点。美元计价的木浆价格从美元跌价中获益。

综上，供需失衡和库存红利是2017年中国木浆价

格走高的主要推动因素，而美元疲软进一步推高期货

价格。

2  2018年木浆市场趋势：多方博弈，2018年会

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2.1 机遇

2.1.1 2018宏观经济预期向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望

继续增长

2017年10月I M F《世界经济展望》显示，目前全

球经济活动回升力度继续增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

3.2%，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而2017年全球

经济增速预计将上升至3.6%，到2018年上升至3.7%。

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2017年和

2018年增长预测被分别上调0.1个百分点。欧元区、日

本、亚洲新兴国家、欧洲新兴国家和俄罗斯增速预测

值普遍上调。见图3。

世界银行在2017年10月发行的《大宗商品市场前

景》报告一文中指出，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在内的

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在2018年继续攀升4%；金属价格

有望在2018年趋于平稳。道明证券表示，尽管经历了

长期扩张态势，预计大宗商品市场在2018年并无强弩

之末风险。高盛集团也在其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坚定看

涨大宗商品，称在全球对原材料需求强劲增长的推动

下，2018年大宗商品的回报率将达到10%。

2018年是中国十九大开局之年和改革开放40周

年，国家会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奉行积极、

稳健的财政政策，会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为许

多产业配套的造纸行业，生产和消费同时也会受到拉

动。

2 . 1 . 2 供给侧改革仍将继续进行，行业内生产和价格

波动或将减少

随着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继续深入，部

分造纸产品产能存在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问题将会

进一步得到改善。2018年造纸行业将继续提质增效，

预计200万吨进口纸中，部分将由国产替代；低端企业

将加速淘汰，腾出木浆和高端纸品市场空间。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将由行政和

法律手段去产能逐渐转向以市场化手段去产能。如果

能顺利过渡，行业内生产和价格波动将会减少。

2.1.3 环保严监管常态化，环保成本内部化

环保已经达标的厂家将继续兑现环保支票。无能

力进行环保改造的中小未达标企业将被继续淘汰，而

有能力进行环保改造的企业，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会上

升，如不能有效降低成本，部分产品生产将受到冲击。

这部分淘汰或者受到冲击的产能将被环保达标的产

能所替代。

随着集中度提升，行业内竞争格局持续改善，中

国造纸企业继续由追求数量向追求价值发展，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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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供应不足和产品升级所带来的木浆需求增长为50～

90万吨。

2.2 挑战

2.2.1 行业内部分纸种产能过剩的基本面不变

中国造纸行业进入产能出清尾声，行业仍处于集

中度持续提升、企业利润改善、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

程中，部分纸种产能仍存在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造

纸企业对中国造纸行业保持谨慎乐观，不盲目进入新

一轮产能扩张。

2.2.2 2018年全球木浆供应增量较多

随着2017年新增产能的释放，2018年全球木浆新

增供应量将继续增加（见图4、表1）。初步估计，2018

年中国市场将增加木浆供应量200万吨上下。综合中国

市场商品木浆供需来看，预计2018年商品浆供应压力

增加，但仍有望在可控范围内。

2.2.3 木浆库存红利期结束

2017年三季度中国木浆市场加库存周期结束，预

计2018年市场出现加库存现象的几率较小，市场将恢

复理性按需采购。如果市场普遍看空，市场将进入新

一轮去库存周期，届时商品浆供应将会再次出现短缺

局面，继而进入新一轮加库存周期。

2.3 不确定性

2 . 3 . 1 政策面仍有不确定性，2018年环保督察和废纸

进口情况有待观察

废纸进口方面，原拟定30万吨以下企业限制进

口，终稿已经调整为5万吨以下企业限制进口。据悉，

进口废纸含杂率低于0.5%的质量标准也有放松的可

能；2018年环保继续趋严仍是主基调，各造纸企业要

关注、重视这些政策的变化和实施。

2.3.2 美元走势

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2018年继续收紧货币

政策，虽然以逐步的方式进行。通常情况下，利率升高

会支持一种货币。但现在，全球其他地方的经济正在

复苏，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可能收紧货币政策，或暗示

加息即将到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最终会推高这

些货币兑美元的汇率。Briefing.com的首席分析师奥

海尔(Pat O'hare)表示：其他国家的央行将成为影响

2018年汇市的关键因素。

2.3.3 供应链意外因素

纸企业有望将盈利水平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2.1.4 产品升级和进口废纸的限制，木浆使用比例增加

更加严格的废纸进口政策实施，市场普遍预期废

纸纤维供应不足，缺口将部分由木浆纤维所替代；中

国造纸产品高端产品占比仍有不足，低端产品将继续

被高端产品所替代，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废纸和非木

浆原料将由木浆原料所替代。保守估计，2018年因废

图4  全球阔叶浆新增供需情况（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RISI, Internal estimate

图3  全球经济展望

数据来源：IMF,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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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供应链意外事件发生频率有增加趋势，

叠加国际部分供应线老化（如加拿大），预计2018年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政治风险等仍会出现。

3  总结与展望

2 017年中国造纸行业走出持续近5年的低迷状

态，生产运营保持基本平稳，浆纸价格反弹，经济效

益大幅增长。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将继续为中国

造纸产业带来发展空间。中国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的

数据来源：Hawkins Wright

表1  全球纸浆主要扩张情况（千吨/年）

Bleached softwood kraft pulp

NBSK

  Canada

  Nordic

  Europe

  Other

Other softwood/SBSK/fluff

  USA

  Latin America

  Other

Total BSKP

Bleached hardwood kraft pulp

Eucalyptus

  Iberia

  Suzano 

  Klabin

  CMPC Guaiba

  Fibria

  Eldorado

  Other Brazil

  Uruguay

  Chile

Other BHKP

  China

  Indonesia 

  East Europe

  West Europe

  North America

Total BHKP

BCTMP

TOTAL BLEACHED MARKET PULP

TOTAL MARKET PULP

Principal mills changing

Various

Varo,Aanekoski, SCA & others

Poels

Svetlogorsk, Mondi llim

Ashdown, Riegelwood, Jesup & others

Arauco, Klabin Puma

APRIL Rizhao, Various

ENCE, Altri, Portucel

Sao Paulo, Maranhao, Mucuri

Puma

Guaiba

Tres Lagoas

Tres Lagoas

Jari

Montes del Plate

Arauco & CMPC

Oji Nantong, APRIL Rizhao

APP OKI, Kerinci, Toba

llim

Birch（UPM, Metsa & Stora）+Paper Excellent

Sappi, Woodland, Old Town, Resolute & others

Chetwynd, Kaskinen

150

5

-40

185

-

90

260

45

545

1620

70

95

640

700

-

-

-85

70

130

-145

-10

-115

-

185

-205

1475

-55

1965

1965

2016 2017

690

-

420

-

270

440

140

100

1370

750

35

50

440

55

175

-

-5

-

-

1150

-100

1300

-

30

-80

1900

-45

3225

3225

2018

1125

-

895

-

230

-

-100

-

1025

1810

30

230

20

-

1650

-

-

-

-120

555

-

325

100

130

-

2365

-

3390

3390

2019

420

-

320

-

100

-30

-200

-

190

745

20

-

-

-

125

600

-

-

-

50

-

50

-

-

-

795

-

985

985

-

-

-

-

-

-

-100

-

-100

1450

-

-

-

-

-

1450

-

-

-

-50

-

-50

-

-

-

1400

-

1300

1300

2020

2385

5

1595

185

600

500

-

145

3030

-

6375

155

375

1100

755

1950

2050

-90

70

10

1560

-110

1510

100

345

-285

7935

-100

10865

10865

2016～2020

变化

实施，继续加快造纸产能周期调整。中国造纸行业将进

一步调整优化，行业利润率有望保持在相对合理水平。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木浆市场也会保持理性发展，相

比2017年，虽然2018年木浆供应不足和库存红利均已经

结束，但是我们预计2018年中国木浆市场经历短期调整

后，会基本符合淡旺季波动，整体维持震荡平衡格局，

2018年和2019年市场有望呈现“慢牛”格局。同时，我们

也应注意，下游纸价也是决定浆价高位持续时间的因素

之一；2018年仍有政策、汇率等不确定因素，应继续保

持谨慎乐观，时刻关注，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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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纸系纸品：短期看纸价反弹，中期看行业整合

受到原材料（废纸）价格波动、环保限产、需求淡

旺季等多因素影响，箱板瓦楞纸价格在2017年内波动

较大，不过整体中枢呈震荡上行趋势。截至2017年12月

9日，瓦楞纸均价3873元/吨，同比增长49.40%；箱板纸

均价4750元/吨，同比增长48.42%。如图1、图2。

2017年以来，环保限产导致的供给收缩是提价和

盈利修复的主逻辑。行业内超过50%的产能集中在中小

企业手上（如图3），因而此轮环保限产对供给端的限制

较为明显，推动纸价与企业盈利同步上行。此外，外废进

口额度受限推动废纸价格上涨，亦是纸价能创历史新高

的重要因素。国内箱板瓦楞纸企对外废依赖程度较高，

外废/国废的使用量比例约为40%/60%，2017年6月份

以来，进口废纸额度暂停审批导致国废需求提升，废纸

价格大涨亦是纸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进入2017年四季度，原材料（废纸）价格下跌、旺

2018年造纸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走势展望
⊙ 长江证券  鄢鹏  蔡方羿

季需求前置等因素使得纸价在高位承压，纸企以降价

去库存为主。截至2017年12月初，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

主流企业库存已回落至合理水平，价格基本企稳。如图

4。

短期：低库存叠加需求旺季，纸价将企稳回升。

2017年圣诞和元旦备货期，需求小旺季推动纸价企稳回

升，吨纸盈利亦将随之改善。从增速上看，相比于2017

年三季度纸价爆发性增长，行业盈利仍处于高位（如图

5、图6），后续若废纸价格相对平稳，预计纸价将呈窄

幅上行走势。

中期：行业整合加速，马太效应凸显。箱板瓦楞纸

行业超过50%的产能掌握在中小纸企手上，行业整合空

间大。2018年环保税有望落地以及环保高压的常态化，

将成为加速淘汰中小企业的有效手段，龙头企业由于已

达到较高的环保标准，现进入收获期，充分享受行业集

中度提升的红利。与此同时，进口废纸新政出台，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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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中长期价值凸显

受益于行业良好的供需结构，以及寡头垄断的

竞争格局，2017年内木浆系纸品呈现平稳上升趋势。

截至2017年11月24日，白卡纸、铜版纸、双胶纸均价分

别为6900元/吨、7475元/吨和7663元/吨，同比增长

价格中枢有望上行，进一步拉大内外废纸价差，小企业

原材料成本提升，而龙头纸企外废进口额度充足，具有

显著的成本优势，中小企业的运营难度将加大。

2  木浆系纸品：纸价稳步上行，盈利或将高位稳定，

图1　2017年以来，瓦楞纸价格同比大幅上涨49.40%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  2017年以来，箱纸板价格同比大幅上涨48.42%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4  2017年四季度箱板瓦楞纸企业库存有所回落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3  箱板瓦楞纸行业集中度较低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5  2017年箱纸板毛利率有所改善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6  瓦楞纸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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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9%、27.84%、22.48%。

2017年以来，行业垄断定价是提价和盈利修复的

主逻辑。铜版纸、白卡纸已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CR3

和CR4的市占率达到85%以上，在整体供需结构达到弱

平衡的前提下，垄断定价的能力开始显现。如图7、图8、

图9，以当前吨纸净利润的水平推算，行业ROE为8%～

12%，我们认为仍低于行业合理水平，垄断定价的能力

仍然存在。此外，原材料（木浆）价格上涨成为纸企提

价的催化剂。由于行业高集中度，木浆系纸品受环保限

产的影响小，此轮提价过程中供需结构的变化不大，对

价格边际影响较小，因而原材料（木浆）价格上涨成为

提价的主要催化剂。

图10  2017年白卡纸毛利率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7  白卡纸行业市场占有率CR4为81%，CR7为95%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8  铜版纸行业市场占有率CR3为78%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9  双胶纸行业市场占有率CR4为51%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11  2017年铜版纸毛利率维持在高位水平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12  2017年以来，双胶纸毛利率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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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白卡纸需求维持正增长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注：表观消费量=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图14  铜版纸供需格局良好，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 长江证券研究所

进入2017年四季度，在需求旺季和原材料涨价双

重支撑下，纸价继续上涨，白卡纸、铜版纸、双胶纸均

价分别环比增长6.47%、10.78%、13.69%。

短期，原料价格高位叠加寡头垄断支撑纸价与盈

利的稳定。2017年9月份以来，木浆系各纸品提价主要

是原材料涨价驱动，纸企税前利润仍维持在500～600

元/吨的区间。考虑到12月至春节前因节日（圣诞、元

旦、春节）备货需求，需求旺季将延续，以行业当前8%

～12%的ROE来看，盈利仍有改善空间。此外，从原材

料端看，考虑到APP（印尼）、Fib r i a（巴西）、Me t s a

（芬兰）等浆企的新增产能于2017年年底逐渐达产，当

前木浆供给紧张的局面有望缓解，短期浆价存在小幅下

行可能。木浆系纸企可通过停机限产维持价格稳定，进

而进一步提升盈利。

中期，各纸品盈利有望高位维稳。如图10、图11、图

12。

(1）白卡纸：供需持续优化，行业盈利或将维持

较高水平。需求端，受益于消费升级和下游稳步发展，

预计行业可维持3%～5%的内生增长。如图13。与此同

时，因富阳白纸板产能（2014年富阳白纸板产能占全国

50%，达600万吨）将于2017～2020年完全迁出，白卡纸

对白纸板的替代需求或带来较大需求空间；供给端，

2018年中华纸业60万吨老旧产能将逐步退出，博汇75

万吨新产能或将于2018年底建成，行业总产能维持平

稳。未来三年内，供给稳定而需求小幅增长，供需格局

进一步改善叠加垄断定价，预计盈利仍将窄幅上行。

(2）铜版纸：已形成稳定且良好的供需格局，垄断

定价助力盈利维持高位。供给端，前期铜版纸行业落后

产能退出较为充分，且新产能投入壁垒高（未来两年内

少量新增产能），行业总产能维持稳定。需求端，儿童

读物增加带来需求端企稳，目前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处

于高位。铜版纸行业供需两端均较为稳定，在寡头垄断

图15  双胶纸下游需求（图书）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16  双胶纸供需格局趋势向好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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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下（CR3为78%），行业盈利有望逐步回升至合理

水平。如图14。

(3）双胶纸：环保趋严加速小产能出清，看好行业

集中度提升。需求端，受益于教材教辅刚需特性，以及

人均阅读量提升，下游需求稳定增长，如图15、图16；供

给端，未来2年内，仅晨鸣和太阳有少量新增产能投放，

合计70万吨（占行业总产能的7%），若考虑到行业内大

量中小企业在环保高压下将逐步退出，供需格局有望维

持平衡。此外，该纸品龙头晨鸣、太阳具备较强的竞争

力，以当前的集中度来看（CR4为51%），整合空间大。

3  生活用纸：行业稳增长，龙头市场占率仍有提升

空间

消费升级叠加人口红利，行业维持稳定增长。随着

城镇化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生活用纸作为高频、低

价的刚性消费品，迎来量价齐升的机会：（1）考虑到第

三次婴儿潮（1983～1990年）逐渐进入生育年龄，同时，

国家于2015年首次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应对人口

老龄化，预计未来新增人口有望高速增长，进而拉动生

活用纸消费；（2）消费升级趋势下，低端卷纸占比下降，

功能属性与用户体验更佳的非卷纸（如手帕纸、厨房用

纸等）比重提升。2016年，生活用纸消费量增速在5%左

右，在上述两点的推动下，行业有望维持稳定增长。如

图17、图18、图19。

市场仍有整合空间，品牌与渠道兼备企业的价值

凸显。生活用纸属消费品，具有一定的品牌红利，并且

由于高频消费，购买场景多样化，渠道抢占能力亦是核

心优势。目前，行业CR4仅为38%（图20），长期看好兼

具品牌与渠道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的提升与品牌溢价

能力。

4  废纸：进口政策趋严，价格中枢上行

图17  国内生活用纸消费量年均复合增速为7.08%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18  我国生活用纸正处于消费升级的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19  我国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0  我国生活用纸行业市场占有率CR4为38%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各公司公告，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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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外废进口额度受限推动国废价格大幅上涨。

国内纸企对外废依赖度较高，按照年均消费量测算，国

废/美废占比为60%/40%。2017年6月份以来，暂停外废

进口额度审批，导致国废短期需求提升，年内国废黄板

纸均价同比大幅上涨55.26%。进入四季度，因下游需求

趋弱，截至2017年12月9日，废纸均价1900元/吨，单Q4

环比下跌12.74%。如图21。

短期：库存低位伴随需求小旺季，废纸价格或触底

回升。目前纸企原材料库存已降至合理区间，伴随纸厂

原材料消耗与需求旺季来临，纸企的原材料补库需求

提升，废纸价格已处于历史低位，预计短期内或将企稳

回升。

中期：外废进口政策趋严，废纸价格中枢上移。我

国接近40%的废纸依赖进口，2016年进口废纸达2850 

万吨，因此外废进口政策将极大程度影响国内废纸价

格。如图22。目前来看，外废进口额度缩减乃大势所趋，

国废需求将大幅提升，然而国废在高利用率的背景下

（其中江浙沪地区废纸回收率达90%），较难提供更大

的供给弹性，最终将导致国废供应持续紧张，废纸价格

中枢中长期趋势性上移。如图23。

5  木浆：高位浆缺乏基本面支撑，未来存在下行风险

木浆：全球供给收缩叠加港口浆供给不足，外盘浆

与内盘浆齐涨。截至2017年12月9日，针叶浆和阔叶浆均

价为7200元/吨和6100元/吨，分别同比上涨27.16%、

38.24%，其中，2017年四季度针叶浆和阔叶浆环增

23.11%、10.37%。当前时点，存在两个较高的价差，一

个是内盘与外盘浆价差处于高位；另一个是进口针叶/

阔叶浆价差处于高位。图24～图27。

木浆属于全球贸易的资源型商品，我国对外依存度

高，进口木浆占比达60%，并且外盘和内盘浆价的相关

度较高。从全球供需结构来看，2017年木浆或新增产能

312万吨，与下游需求增长较为匹配。然而部分木浆主

产区由于受到大火、停机、罢工等因素扰动，实际供给

出现不足，导致外盘浆均价持续走高。从内盘浆均价的

角度来看，除了受外盘浆涨价的影响外，还因港口现货

浆不足，投机炒作使得内盘浆价快速上涨。

后续进口浆陆续到港，内盘浆价或将小幅回调。前

期，因国内纸企木浆备库不足，进入消费旺季后，对木

图23  2017年，外废进口额度受限，内外废价差扩大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1  外废进口额度受限推动国废价格大幅上涨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2　2016年规模以上纸企进口废纸占总进口额度的

63.52%

资料来源：固管中心, 长江证券研究所

浆需求旺盛导致现货浆供给阶段性不足（尤其是针叶

浆），推动内盘浆价上行，与外盘浆的价差处于历史高

位（针叶浆价差约1100元/吨，而阔叶浆价差约170元/

吨）。2017年三季度外盘浆价格优势明显，使得国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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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订货量显著增加，我们预计随着新一轮木浆在四

季度陆续到港，内盘浆价或将小幅回调，向外盘浆价收

敛。此外，国内进口针叶/阔叶浆价差也处于历史高位

（约为1100元/吨），由于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从历

史数据分析来看，价格收敛会在3个月以内出现，预计针

叶浆价回调的概率更大。

中长期来看，全球木浆供给过剩格局不改，外盘浆

图27　当前，国内针叶/阔叶浆价差处于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 长江证券研究所

价或将回落。中长期来看，全球木浆仍处于供给过剩：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将有超300万吨新增产能投产

（表1），高于200万吨的年需求增量，当前的高位浆价

将缺乏基本面支撑，浆价存下行压力，其历史的价格中

枢在4500～5500元/吨区间。我国木浆对外依赖度高达

65%，内外盘价格高度关联，若外盘浆价下跌，内盘浆大

概率随之回调。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中国纸业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1　全球2017下半年～2018年新增木浆产能统计

巴西

芬兰

白俄罗斯

瑞典

老挝

国家 公司名称

Fibria

Mesta Fibre,Aanekoski

Sverlogosky P&B，Sverlogosky

SCA，Ostrand

太阳纸业

投产时间

2017年8月25日

2017年9月投产

2017年11月已试车

预计2018年二季度

预计2018年二季度

至2020年能达到195万吨产能

总产能130万吨，停产53万吨

备注

195

77

40

47

30

产能数量

图26  目前针叶浆与阔叶浆的内外盘价差仍处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4  2017年以来，多因素共振导致全球供给收缩，外盘

阔叶浆价格大涨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25  2017年以来，多因素共振导致全球供给收缩，外盘

针叶浆价格大涨

资料来源：纸业联讯，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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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纸企存货管理的“顽疾”
⊙ 赵艳丰

赵艳丰，大连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市

场营销学、纸业和卫生用品行业的经营管理。

在我国造纸行业的公司报表中，存

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概占流动资产

的50%以上），对于以生产为主营业务

的纸企来说，存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储备一定量的存货能使生产得到正常

有序的进行，能为企业的销售提供较大

的机动灵活性。但是过量的存货又会

在流动资金中占用比重大，增加了企业

的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降低了利润

率，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本文以H公

司为案例，来谈谈纸企存货管理的“顽

疾”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治愈”方案，

希望给业内人士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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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供应商进行分类、评级的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质量35%

验收合格

率

服务10%

售后服务水

平；准时交

货率

信誉5%

供应商规模实力、供货

历史绩效、同行中的声

誉、其他客户评价

产品技术5%

自动化程度、信息化程度、先

进技术的应用、企业文化、生

产战略观念

生产能力15%

最大供货量、

生产柔性

价格30%

历史价格比照、动

态价格比照、付款

方式比较

1  问诊——存货管理的“顽疾”问题

1.1 存货采购环节的问题

H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虽然成立时间并

不长，但是凭借在专业媒体上的广告宣传，其公司生产

的牛皮箱纸板、高强瓦楞纸产品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

影响力。H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多以短期合作为主，在

国内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供应商，也没有建立一个完善

的资料库对供应商的企业规模、产业结构、客户群、业

绩评价、生产能力、业务水平、质量系统等信息进行分

类统计，缺乏对同类型的供应商进行优劣对比，所以

难以选出最适合维持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另外，H公司在挑选合作供应商时，更注重他们上

报的最终价格，如果供应商愿意接受较低的订购价或

者许诺提供相应的价格折扣，那么公司与之签订供货

合同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H公司管理层往往忽视对

供应商的业绩评价，忽视其业务结构是否完善、生产

能力是否与之销售目标相协调，忽视供应商的质量、售

后服务系统是否齐全。而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通通欠考

虑，H公司就经常会碰到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出现质量

不合格，或交付时间存在滞后性，这会大大制约企业

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复采购，增加存货成本。

1.2 存货入库环节的问题

1.2.1 存货的复核工作不到位

在H公司的物料采购、验收入库的工作过程中，

有极大可能出现订单上和购货发票上的存货单价数不

一致的情况。在此环节中，仓储员理应核对存货采购

的单价、数量、金额与发票上记载是否一致，但实际操

作中，仓储员往往忘记核对存货单价是否与发票上的

一致。若订单单价的输入有误并未能及时发现，导致

发票结算不及时，则会形成暂估价，暂估价占比越大就

会导致后期的变更数量越多、金额越大。这种复核工

作的不到位，极大增加了相关部门的工作量。

另一方面，H公司的产品投诉率偏高，2017上半年

就高达19起，较高的产品投诉率揭示了存货质检复核

工作的不到位。质量纠纷案的不断发生，让H公司的

管理层伤透脑筋，比如客户投诉新购得的瓦楞纸产品

存在露楞、塌楞现象，经多次投诉后质量问题却未能

得到彻底解决，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信誉危机。随

着大批潜在客户的损失，将非常不利于企业存货的销

售，降低了存货的周转率。所以，是否注重产品的质检

复核工作，关系着纸企的信誉和长治久安。

1.2.2 存货入库不及时

仓储部在例行存货盘点时，存在当天有废弃的物

料在作业区却未按期交付的情况，进行询问，工作人员

解释为等待第二天再收库，如此就加大了盘点的工作

量，增加了人工成本。可见H公司在入库管理方面存在

很大的漏洞，入库管理的不及时毫无疑问会加大存货

的保管安全风险，加大存货盘查的难度。

1.2.3 存货验收分工不明

在H公司内部审计过程中，存在采购员与验收员

包揽对方工作的情形，职责分工不明。在实际访问中发

现，因为验收员家庭住址距工厂较远，相当一部分货

物是晚上到达，基于平时建立起的友好亲密关系，验

收员就会“拜托”采购员代为验收，采购物资经采购员

自己验收即可入库。采购人员既参与采购又负责验收，

未做到权责分离，极容易出现采购员以权谋私、质量

作假的风险。

1.3 存货仓储环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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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生产型企业，H公司的储货仓库多为普

通通风式仓库，存货摆放方式多为就地堆垛式。仓库

里的很多材料是极易受潮的，尤其是在雨水丰富、湿

度较高的春季、夏季，靠墙放置的物料都有一定的受

潮迹象，所以在空气湿度较大的季节特别需要注意存

货防潮。与此同时，在公司生产的高峰阶段，管理员

基本要隔很久才会去进行盘点清查，这样存货自然不

能得到很好的监管，存在着产品性能和质量方面的隐

患。

H公司并没有专业的仓储管理系统，仓库的管理

都是凭老员工的经验，新员工需要3～6个月才能完全

熟悉存货情况，所以仓库的运营效率特别低。另一方

面，H公司的员工年流失率高达30%，每年有接近三分

之一的人员离职，这是不正常的。在没有仓储信息系统

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员工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进行熟

悉，且在熟悉的期间内很多人因为无法适应高压的工

作，往往又选择离职，整体仓储作业一直处于恶性循

环中，致使存货量居高不下。

1.4 存货出库环节的问题

1.4.1 忽略市场风险

H公司常常由于忽略市场风险导致销售预测偏

差，做出错误地投资决策，导致企业运营受影响，存货

量也由于销售预测的偏差而一直处于高位。造纸行业

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各大规模的生产企业不

计其数，客户的选择对象很多，因而他们会对同类型产

品比质比价。因此，H公司必须敏锐地把控市场需求，

做出精准的需求预测，设计生产出符合客户要求的产

品，否则容易出现存货囤积。

1.4.2 缺乏对客户资源的整合利用

随着H公司规模的扩大，客户和供应商也随之增

多。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同一客户还有可

能是原材料的供应商，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客户和供

应商的关系管理混乱。

H公司并未对客户资料，比如当地客户的消费习

惯、销售市场、资本能力等进行分类归纳，缺乏整合利

用的意识。若不能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就很难

设计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由于产品卖不动而导致

呆滞存货的大量累积，势必占用企业资源。

2  治愈——存货管理的改进方案 

2.1 存货采购环节的改进方案

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是企业存货管理的基础。笔者

建议H公司对收集的供应商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具体

包括供货的验收合格率、价格、生产能力和技术、信

誉、服务质量、准时交货率等因素，以确定候选合格供

应商，并且运用科学的指标体系，评选出最优供应商。

如表1。

H公司应与评级优选出来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签订长期供货协议。这样做不仅有利于

采购的及时性，避免缺货成本的产生，保证生产的正

常有序进行，而且便于协商议价，获取更低的采购价

格，降低存货成本。

2.2 存货入库环节的改进方案

2.2.1 加强存货入库复核工作

对于订单存货单价与结算发票不一致的问题，多

是由于仓储员的人为因素造成的。建议H公司加强对

仓储员的培训力度，强化仓储员对订单单价的关注度，

并监督其执行，减少结算价格与暂估价相悖离事件的

发生概率。

2.2.2 监督废物料的及时入库

对于废物料滞留生产车间的问题，H公司应加强

对废料的管理，要求废料每日需按时上交，坚决杜绝当

日废料留待次日处理的情况发生，把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车间主任的头上，并加入其月底绩效考核中。管理部

门也要采取加强巡视车间的办法，随时掌握生产车间

滞留物料的情况。

2.2.3 存货管理制度的执行

依靠高层管理者的监督力度和管理态度，H公司

若能执行严格的权责分离，将会大大减少员工之间串

通舞弊的机会。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以期减少人

为因素造成的存货毁损，鼓励大家按章办事。

2.3 存货仓储环节的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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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公司的存货摆放实行的是就地堆垛式。就地堆

垛式的存储方式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第一是堆放在

下层的存货易受到上层存货的挤压，导致外观或质量

受损。第二是不利于存货先进先出法的实施，越先入

库的存货往往被摆放在越里层，随着存货越储越多，

如果想把最里层的存货移出，将面临着很大的工作

量。笔者建议采用重型货架，能有效解决这种情况。 

对于材料易受潮的现状，建议H公司要保持仓库

通风性，在仓库摆放吸水防潮的干燥剂，尽量降低仓

库的潮湿度。企业的仓储管理员也应该提高职业素

养，对存货进行定期抽检查验，杜绝不良品投入生产

环节。

纸企若想经营得好，引入信息化管理至关重要。

H公司必须改善目前信息化水平低、作业效率低的现

状，引入专业的仓储信息管理系统，使得企业存货量得

到良好控制。笔者建议H公司招聘专业具有丰富经验

的仓储管理专才，聘用业内专业的管理咨询公司进行

调研、规划、改造和指导，以尽早实现现代化的仓储

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员工离职，H公司需要全方位

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增强团队凝聚力。企业应每三个月

进行一次内部知识培训，每半年组织一次外训，增进

员工之间的感情，提高员工的作业技能。H公司还应每

年根据内部考核情况，对全年表现优秀的员工进行内

部晋升，普通员工可晋升为资深员工，资深员工可晋升

为主管，主管可晋升为副经理等。这样让有能力有上

进心的员工得到发展，减少员工的流失。在决定招聘

某一岗位时，首先考虑内部员工的晋升，当内部员工无

法达到任职要求时，才考虑外聘。

在高层经理的K P I指标考核内，规定员工的流失

率，让管理者重视员工关系的管理，想办法减少员工

的流失，这样管理者与员工间就有更多的沟通互动，总

结分析流失原因，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员工流失的

减少，必然会提升仓储系统的作业效率，减少存货的囤

积。

2.4 存货出库环节的改进方案

2.4.1 加强市场分析

针对每年淡季和旺季的时间表，H公司应及时调

整物料采购计划，在旺季里应大批量订货以满足生产

需求，在其余的月份则安排小批量订货以免造成存货

过剩的风险。

H公司还需要建立与最终用户的沟通渠道，定期

收集和整理客户的需求信息，对最终市场的需求状况

进行分析和评价，同时积极了解同类型企业的市场状

况，以便进一步修正客户所提供的需求预测信息。

2.4.2 重视定制销售，开拓国际市场

在造纸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能最快最有效

地降低企业存货的手段就是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如果

企业还是停留在旧时的统一标准化生产阶段，不实行

客户定制，则注定会被市场淘汰。纸企若想提高市场

占有率，其有效途径在于采取区域销售与分级分销相

结合的销售模式。实际中，为了避免分销商间的冲突，

企业可以把分销商的区域划分、客户来源、产品种类进

行明确化，采取区域经理责任制，为客户定制销售打

下基础。

定制销售不但能提升销售额，为存货提供有效的

销售渠道，还能迅速反馈产品的使用情况及意见，有

利于帮助企业紧随客户需求，花最短的时间，开发出

更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减少因产品设计不合理而造成

的存货囤积量。

另外，纸企不应只把眼光局限在国内，毕竟销售

潜力有限，H公司应把销售目光扩展到海外，积极地做

出口外贸生意。企业应加深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

促进国际上实力代理商的加盟，在重点市场寻找新的

销售热点。在销售模式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他们的

销售模式还不够成熟，市场还没能满足形成代理制的

条件，可以采取自销模式。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代理

制已成为主流的销售渠道，应充分利用。总之，纸企

若能全面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把握国际销售市场，

将为减少存货囤积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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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纸浆价格连月攀升
2017年9月开始，国际浆价开始了新一轮的攀升。10月亚洲市场长纤浆报价更是提涨高达100

美元/吨，而以桉木浆为主的短纤浆价则调涨60美元/吨，创下近10年来单次最大涨幅。事实上，

现货市场价格更高，NBSK价格超过900美元/吨，而BEK则逾800美元/吨，创亚洲浆市至少是20年

来的新高纪录。

在欧美市场，2017年10月长短纤浆价的涨幅则不如亚洲市场高，若减去折扣，很可能其实际

交易价还低于亚洲市场。换句话说，目前亚洲市场的浆价已居全球高档，对纸厂而言，用料成本

大幅升高。而在新价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已有国际浆厂乘势进一步喊涨报价，但这样连月大幅拉

抬售价，是否为下游接受则尚待观察。

据市场咨询机构的预测，近月浆价如此罕见的调幅，主要是中国市场需求激增所造成的，但

可以支撑多少时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在2018年第1季度，国际浆价可能会由高峰回落，主要是因

为全球新的纸浆产能将陆续投产，包括芬兰一家年产能70万吨的长纤浆厂；APP的印尼OKI浆厂已

顺利商转，估计至少有10万吨将出口至中国；Fibira年产90万吨的纸浆新生产线也顺利完成试车

投产，2017年10月起外销国际市场；而巴西的CMPC旗下浆厂之前因锅炉损坏而停产，2017年11月

中恢复生产，其产能达130万吨/年。以上诸多新产能一旦陆续投市，则将会对攀至高档的浆价形

成压力，因此国际浆价届时下调的可能性大增。当然，国际政经情势瞬息万变，其后市走势仍需密

切观察。

SCA集团对瑞典Munksund纸厂进行升级改造
爱生雅集团（SCA）投资1.96亿克朗（约合1.54亿人民币）用于

Munksund纸厂的白面牛卡纸增产项目，该纸厂位于瑞典皮特奥市

（Pitea, Sweden）。该投资项目主要用于改良木材厂和制浆生产线。

投产之后，Munksund纸厂的白面牛卡纸产能将从15万吨/年

提高至20万吨/年，不过该厂的总产能不会发生改变。此外，该纸

厂的一台牛卡纸机可年产41.5万吨牛卡纸。

据悉，爱生雅此举是为了提高该厂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量，白面

牛卡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附加值较高，提高Munksund纸厂高附加

值产品的产量，也有利于优化同位于瑞典的Obbola纸厂的牛卡纸

生产流程，对两厂市场竞争力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

此外，通过对Munksund纸厂的木材加工厂进行改良，可实现针叶木和阔叶木分开处理，有

利于提高木材的去皮效率和质量。

同时，该项目旨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阔叶木浆产量，逐渐减少针叶木的使用。该投资项目预

计将于2019年完成，不会对公司员工产生影响。

安德里茨将为土耳其Albayrak集团Varaka纸厂提供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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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料机
安德里茨（Andritz）获得土耳其Albayrak集团订单，为其在土耳其西部巴勒凯西尔的

Varaka纸厂提供一台备料机，设计产能1000bdmt/d。该订单还包括提供PM2纸机的首层流送系

统。预计该订单将于2018年夏启动。

Varaka纸厂的PM2纸机是一台二手新闻纸机，安德里茨将把它改造为一台现代化瓦楞包装

纸机。改造之后，该纸机将生产瓦楞芯纸、仿牛皮纸和克重90-175gsm的白面牛卡，产能可达30万

吨/年，设计速度1200m/min，纸幅6500mm。

新的备料线主要包括装有FibreSolve FSR制浆机的制浆系统、净化、分离和筛选系统，所

用原材料为回收的旧瓦楞纸和混合废纸。此外，安德里茨还将提供工程建设、安装监督、初装、

调试、培训等服务。

Albayrak集团希望借助该厂新型瓦楞包装产品，进入土耳其增长迅猛的瓦楞包装市场。

拓斯克公司宣布为Lu ca r t集团法国工厂提供一台新型

AHEAD-2.0S卫生纸机
意大利拓斯克公司（Toscotec）宣布为Lucart集团在法国卢卡的Polcart纸厂提供一台新型

AHEAD-2.0S卫生纸机。新纸机安装之后，将取代该厂1976年安装的两台MG纸机。

新的卫生纸机速度2000m/min，可利用纤维原浆和回收纸浆生产高质量卫生纸，年产能为

3.5万吨。此外，拓斯克还将提供一台自动复卷机。

安装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完成，拓斯克服务部将对工厂的设备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等进行

监督指导。

Lucart集团是欧洲领先的MG纸、生活用纸和无尘纸产品供应商，公司年产能超过30万吨，

共有10台纸机和58条加工线。

英国蒙迪集团（Mondi Group）宣布收购Powerflute公司
英国蒙迪集团（Mondi Group）宣布以3.6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8.4亿元）收购Powerflute

公司，Powerflute是北欧NPAC包装集团旗下分部，收购预计于2018年上半年完成。

Powerflute在芬兰库奥皮奥（Kuopio）拥有一

家制浆造纸厂，可年产28.5万吨优质半化学瓦楞纸，

主要用于蔬果包装、电子产品、化学产品和药剂等，

约一半销往欧洲，剩余部分出口到国际市场。收购

之后，Powerflute将与蒙迪集团的包装纸业务合

并。

对于此次收购，蒙迪集团CEO Peter Oswald

表示，Powerflute公司的加入，有利于集团拓展高

质量包装市场、拓宽产品范围并提高客户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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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赛利将为孟加拉Partex-Sta r集团提供交钥匙卫生

纸生产线服务
孟加拉Partex-Star集团与意大利亚赛利纸业（A.Celli）签订订单，由亚赛利为Partex-

Star集团在孟加拉工厂提供整厂交钥匙卫生纸生产线，订单范围还包含新的备浆设备和分切复

卷机。该生产线计划于2019年一季度末试车生产。

Partex-Star集团业务涉及通信与信息技术、能源、原材料、服务和消费产品等多个领域，

本次采购的目标是生产制造吸水性强、柔软和高蓬松的卫生纸。

整厂交钥匙生产线供货范围内的新纸机，卷纸机处幅宽为2800mm，最高车速为1800m/min，

并包含“控制和自动化系统”及其所有辅助设备。此外，订单还包括新一代15英尺的钢制扬克烘

缸，这使得其交钥匙工程为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提供了正确的选择。

整厂交钥匙项目还包含一个处理100%纯纤维素浆的备浆系统、一套纸卷处理系统和一台三

层分切复卷机。

欧洲DS Smith集团公布了未来三年投资方案
欧洲第二大瓦楞纸箱生产商DS Smith集团近

日公布了未来三年投资方案，计划逐步扩大其在波

兰、西班牙和美国的包装纸产能。为了实现这一方

案，集团计划在波兰、西班牙各新建一家包装工厂，

并在美国东部新建两家包装工厂，对美国的瓦楞包

装市场尤为看好。

据欧洲行业媒体Euwid称，DS Smith这一举

措是针对全球增长迅速的瓦楞包装需求，预计未

来几年瓦楞包装需求还将持续增长。

欧洲Kyiv CPM纸巾生产厂将

于2018年夏投产
欧洲造纸企业Kyiv CPM近日在其纸巾纸生产厂建设完成了新的工程实验楼和一座两层的办

公楼，工厂共占地2500平方米。新的工程实验楼可容纳已有的纸巾纸生产设备，进行纸产品生

产。此外，其AFH纸类产品生产线，也将于2018年夏在此安装投产。

欧洲Arctic Paper将进行波兰纸厂的产能提升投资
欧洲印刷纸生产商Arctic Paper将投资约4200万兹罗提（约合7781万人民币），提高其波兰西

部Kostrzyn纸厂的产能。

Kostrzyn纸厂由Arctic Paper在波兰的子公司进行运营管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投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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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trzyn纸厂产能增长将超过10%，预计可达31.5万吨/年。据Arctic Paper公司数据显示，目前

Kostrzyn纸厂是波兰最大的胶版纸生产商和第二大印刷用纸生产商。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将投资15亿美元在俄罗斯建厂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诚通集团子公司）与俄罗斯远东投资与出口促进局签署谅解备忘录，落

实了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斯克市（Amursk, Khabarovsk Krai）建立制浆造纸

厂的有关事宜。

据俄远东投资部消息称，该厂纸浆年产能将达50万吨，投资总额约为15亿美元，将创造至少

500个新的工作岗位。此外，该厂将成为科姆索莫利斯克优先发展区入驻企业，有利于获得明显的

税务优惠。

2017年11月，诚通集团总裁朱碧新赴莫斯科与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特鲁特涅夫就该投资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特鲁特涅夫在10月初的俄远东木材产业发展大会上提

到，哈巴罗夫斯克纸浆厂项目为地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不过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也难免会面临

一些困难。

此外，据远东投资与出口促进局称，俄远东地区木材加工业已吸引了约20个相关投资项目。目

前，约40%的木材加工都集中于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木材加工中心和俄罗斯林业产品集团。

美国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主席Donna Harman表示，美国制浆、造纸、包装、林业产品制造行业

始终致力于行业可持续发展，自2016年推行了“更好的实践、更好的星球”2020可持续发展倡议以

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16%，超过了降低15%的既定目标。此外，协会成员企业已经重新制

定了2020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继续关注行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近日国际林业和纸业协会联合会（ICFPA）发布

2017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来自全球36个国家

的19个林业与纸业协会。报告显示，全球森林行业可持续发

展步伐不断推进，ICFPA成员单位的综合指标也体现出了近

几年的可持续发展成果：

• 2004/2005年以来，ICFPA成员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浓

度降低6%，燃料中的生物能源比例提高10.3%；

• 2015年，可持续性森林管理认证区面积达54%，相比

2000年12%有了明显的提高；

• 2015年，纸业可循环利用率提高至58.9%，比2000年

提高了12.4%；

• 2004/2005年以来，成员企业现场能源使用集中度提

高1.1%，流程水使用量降低7.2%；自2004/2006年以来，二氧

化硫排放量降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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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刷书写纸上市量同比减少7%
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0月，美国印刷书写纸上市量比

2016年同期减少7%，库存量比9月末减少9%。

印刷书写纸的4个主要品种中，高档纸上市量2017年以来第二次同比增加，但是不敌其他3个主

要品种的下跌；另一方面，10月印刷书写纸的购买量同比也减少了9%。

此外，2017年9月美国高档纸的进口量同比大幅减少12%，连续4个月跌幅超过12%，出口量同比

则大幅增长26%，涨幅连续5个月超过17%。10月铜版纸进口量同比减少17%，连续3个月下降；另一方

面，出口量同比增长4%，为过去9个月中的第七次增长。

WestRock公司收购普利茅斯包装公司全部资产
WestRock公司近日与普利茅斯包装公司（Plymouth Packaging）达成协议，收购普利茅斯

包装公司全部资产。普利茅斯包装以纸箱包装事业为主，70%的业务为特色“按需定制纸箱”品牌

服务，剩余30%为传统瓦楞纸箱业务。

普利茅斯包装的“按需定制纸箱”系统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将定制纸箱生产设备直接安装配

套于客户工厂，可根据客户需求精准生产各种尺寸的可折叠纸箱，其中40%主要用于电商客户。普

利茅斯包装现为100多家客户提供按需定制纸箱生产设备，这些设备由Panotec提供，作为收购

的一部分，WestRock也将取得普利茅斯在Panotec的股权，将Panotec供应的特色纸机分配于

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WestRock收购普利茅斯包装，将提高其包装纸箱行业的集中度和影响力。目前普利茅斯地

区三分之一的包装纸箱由WestRock生产，年产近6万吨。随着瓦楞包装需求持续增长，收购之

后，包装产品产量还将有所提高。

“收购普利茅斯包装将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客户为主的差异化平台建设。”WestRock

瓦楞包装业务主席Jeff Chalovich表示：“尤其是普利茅斯的按需定制服务将有利于自动化生

产领域的建设，有助于服务需求各异的电商及其他客户。同时，收购也提高了利润率，符合未来

持续增长的瓦楞包装业务的发展预

期。”

普利茅斯包装成立于1991年，

由保罗麦格内尔建立，是麦格内尔

家族企业，由保罗麦格内尔任总裁。

收购之后，保罗麦格内尔还将继续

担任公司总裁。提到此次收购，他表

示，能与WestRock合作我们十分荣

幸，这一举措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扩大影响力，也更好地满足了客户需

求。

收购还将包括普利茅斯在密歇根的巴特尔克里克工厂，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工厂、宾夕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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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工厂，以及所有普利茅斯为客户现场安装的按需定制设备。

WestRock公司预计，新的箱纸板机安装后，将于2020年上半年关停3台旧纸机。

部分北美纸厂陆续公布涨价
据悉，部分北美纸厂公布涨价，此次涨价预

计都将于2018年1月中旬至2月份开始生效。

Verso公司（Verso Corp.）将于2018年1

月15日起，对所有已经确定交易日期的订单实

施提价，旗下铜版纸交易价格提升2美元/cwt

（1cwt≈45kg），涨价主要涵盖旗下“Anthem 

Plus”、“Blazer Digital”等多个品牌。

Resolute  Forest  Pro du cts公司于

2018年2月1日之后提价，2月后交付的白纸

将统一涨价35美元/吨，受影响的主要纸类

品牌有Ecopaque胶版纸、Ecopaque打印纸、Equal文化纸、ResoluteSelect75/70/65号纸、

ResoluteBook75/70/65/60号纸、ResoluteSert Plus品牌等。

此外，萨佩北美公司也将于2018年1月15日之后开始对部分纸种提价，涨幅2美元/cwt，

其中Flo Folio品种和旗下生产的数码纸等品牌都将受到涨价的影响。还有Nekoosa Coated 

Products公司也将于2018年1月29日起开始涨价，旗下无碳纸及纸卷价格将上涨约6%。

12月美国废旧瓦楞纸箱（OCC）均价变动不大
据RISI资料显示，2017年12月初美国废旧瓦楞纸箱（OCC）均价每吨仅降低了1美元，从11月的

106美元/吨降至105美元/吨，西南部地区价格保持不变，维持在115美元/吨。这两月之间废旧瓦

楞纸箱价格变动仅为1美元/吨，这是自2016年3月以来，美国废旧瓦楞纸箱环比价格变动最小的

一次。相比两个月之前（9月到10月份），美国废旧瓦楞纸箱均价每吨骤降54美元，是2008年11月以

来，环比价格变动最为明显的一次。

然而，虽然美国OCC2017年11月到12月均价走势平稳，但11月初，出口中国的OCC价格每吨却增

长了3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11月初美国所有出口为主的区域OCC吨价基本都提高了40-50美元，这

应该主要与10月份中国企业重新进入OCC市场有关。例如，从10月初到11月中旬，洛杉矶OCC吨价在

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上涨了80美元，也体现出了OCC市场对中国企业较大的价格弹性。

实耐格公司将进行安全健康食品包装的研发
实耐格公司（Sonoco）与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合作，进行了安全健康食品包装的研究开发，此

前，实耐格已经在克莱姆森大学成立了实耐格包装设计研究院，希望通过不断改进包装技术提

高生鲜食品包装的可靠性。

实耐格公司总裁Jack Sanders表示，公司一直致力于不断提高生鲜食品包装的质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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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保鲜时间，减少食品浪费，为各大品牌和零售商提供便利。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未来五年公司将投资172.5万美元进行创新型研究，并将赞助100万美元

用于各种商业研究项目。

加拿大Resolute Forest Products收购Donohue Malbaie公

司49%的股份
加拿大林业产品供应商Resolute Forest Products以2000万加元（约合1亿人民币）从纽约时报

手中收购Donohue Malbaie公司（下称DM）49%的股份，该收购现已完成，加上之前拥有的DM公司51% 

的股份，至此Resolute已经独资拥有DM全部股份。

DM拥有加拿大魁北克省的Clermont纸厂，该纸厂有一台年产能22.4万吨新闻纸机，同时也生产

热磨化学机械浆，共有员工153人。

Resolute总裁兼CEO Richard Garneau表示，自19世纪60年代与纽约时报建立合作关系以来，

双方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全资收购DM体现了我们的集团实力和自信，未来还将继续在魁北克省开

展投资项目。

纽约时报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Jim Follo表示，多年以来，DM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新闻纸，

我们十分感激，之后Resolute还会继续是我们的新闻纸主要供应商，也希望能继续保持长久的合作

关系。

萨佩纸业宣布将于2020年之前大幅提高溶解浆产量
萨佩纸业（Sappi）宣布将于2020年之前大幅提高溶

解浆产量，为了筹备这一增产方案，萨佩已经预先开始了

南非Saiccor浆厂的增产前期准备工作，到2020年，逐渐

使Saiccor浆厂产能提高25万吨，以应对增长的溶解浆

市场需求。

目前，Saiccor浆厂拥有ECF溶解浆产能80万吨/年，

主要用于出口。在萨佩前期开展的“去瓶颈”投资方案

中，计划到2018年末，使Saiccor浆厂纸浆年产能先提高1万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已经开始

着手改良木材加工厂，提高木材加工能力，新的木材处理设备将于2018年底安装完毕，2019年1月

开始投入使用。新型设备将降低成本、提高加工质量和效率，并有利于保护环境，也为后续产能的

继续提高奠定基础。预计到2020年，Saiccor浆厂年产能将突破100万吨。

同时，萨佩还计划提高南非Ngodwana纸浆厂的产能，计划到2018年8月，通过实施“去瓶颈”

投资方案，使产能提高5万吨。目前该厂年产33万吨纸浆、21万吨溶解浆和38万吨新闻纸和包装用

牛卡纸。

此外，萨佩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Cloquet工厂也计划于2019年中期增产3万吨溶解浆，目前该

厂可年产33万吨涂布化学浆纸和33万吨溶解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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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纸业泸州20万吨竹浆项目正式投产，
成为全国最大竹浆纸一体化企业

本刊讯（永丰纸业 消息) 2017年12月19日，随

着第一张白浆板下线，永丰纸业集团下属的泸州浆纸

20万吨竹浆项目全线投产运行。至此，永丰纸业集团

竹浆产能突破50万吨/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竹浆纸

一体化企业。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11.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年

产20万吨浆厂和45万亩原料林基地。项目采用DD S超

级置换蒸煮、封闭筛选、E C F中浓漂白等国际先进技

术，项目整体工艺、装备水平、环保设施等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制浆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于2016年9月全面开工，经过15个月的紧张

建设和调试，2017年12月6日产出本色竹浆板，12月19

日顺利转产漂白竹浆板。

“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

以上，助农增收6亿元，带动近7000人就业。该项目的

正式投产，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永丰纸业在全国竹浆纸

领域的领导地位，也将有力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和产业

发展。”项目负责人赵琳介绍说，该项目是乌蒙山连

片扶贫开发的产业龙头项目，项目所在地泸州市叙永

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幅员辽

阔，具有很好的竹子生长条件，也是全国竹林基地建

设重点县。

项目达产后，每年将消耗鲜竹材100万吨，年助农

增收6亿元以上，并有效带动当地的能源、交通等关联

产业的发展，有力助推叙永县的脱贫攻坚和竹农增

收致富，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广东理文年产6万吨的生活用纸纸机
TM12顺利开机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2017年12月23日，位于东

莞洪梅镇的广东理文绿色高档生活用纸项目T M12卫

生纸机顺利开机，从上浆到出纸仅用时28分钟。自第

一卷从母辊上生产出来的卫生纸即为可供销售的合

格产品。

当日下午15时00分，T M12卫生纸机正式上浆。在

福伊特现场团队和理文团队的通力协作下，15时28

分，第一卷纸正式卷出，标志着福伊特XcelLine卫生

纸机T M12成功开机运行。成功开机后4天内，T M12运

行车速就达到了稳定的1905米/分钟，这充分证明了

福伊特和理文团队在行业内的顶尖高效合作水平。仅

仅在3周前，安装在同一车间T M11纸机从上浆到出纸

用时仅18分钟，创造了全新的开机记录。间隔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两台大型生活用纸机顺利地投产运行，

这有赖于福伊特Xc el Li n e新型纸机系统的卓越性

能，所有组件的完美对接，确保了纸机在开机和运行

阶段的优异表现。

T M12纸机幅宽为5.6米，最高运行车速为2000

米/分钟，年产生活用纸6万吨。福伊特的供货范围与

TM9、TM10和TM11相同，包括BlueLine浆料制备、上

浆、损纸处理、白水系统及整条XcelLine纸机线。其

中，能够显著节省能源消耗的NipcoFlex T靴式压榨

技术、以更佳的热量传导达到更高干燥效率的5.5米

钢制扬克烘缸和高性能的蒸汽气罩实现了完美的结

合，保证了成纸质量，同时降低了能耗。供货范围还包

括福伊特自动化系统，集散控制系统（D C S）、纸机控

制系统（MCS）和质量控制系统（QCS）。

至此，理文2017年在江西和广东基地投产的4条

生活用纸生产线均由福伊特提供整线和支持。随着

投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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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纸机的陆续投产，理文在生活用纸生产商中迅速

跻身前列。

2017年单体产能最大的包装纸机在联
盛纸业顺利投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017年12月29日，联盛纸业

（龙海）有限公司P M9纸机顺利出纸。据悉，P M9主要

生产牛卡和高强瓦楞纸，年产量为45万～50万吨。

这台纸机由福伊特造纸提供，纸机网宽为7.3

米，幅宽6.66米；设计车速1400米/分钟，运行车速

1300米/分钟；配置的DuoFormer Base II二代夹网

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有望助力P M9成为全球高速包

装纸机的范例。根据合同，福伊特的供货范围包括从

流浆箱到卷取的整套纸机系统，以及技术成熟和先

进的的福伊特自动化系统，例如纸机控制系统（MCS）

和质量控制系统（QCS）。

2017年，中国大陆共有4台大型进口包装纸机投

产，分别是湖北荣成纸业PM1、PM2，江西理文的PM21

以及联盛纸业的P M9。从设计幅宽和车速来看，联盛

纸业的P M9是最大的，产能也是最大的，最高年产能

可达到50万吨。

京环隆亨纸业纱管纸试产成功                   

本刊讯（京环隆亨 消息) 为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京环隆亨纸业董事会决定实行多纸种经营策

略，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开发“白底白”、“纱管”、“单

灰”等新产品。公司对部分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工艺优

化，开发了继灰底白板纸、白底白板纸后的又一拳头产

品——纱管纸。新产品纱管纸于2017年12月18日试产成

功。

公司董事长董黎带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一

行到生产现场了解新产品情况。他说：针对市场形势

变化，京环隆亨纸业结合纸机实际生产情况，积极调

整产品结构，研发新产品，适应市场新需求，为公司增

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聚乙烯淋膜生产
线投产

本刊讯（张佳枫 报道) 2017年12月19日，世界

纸业巨头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聚乙烯淋膜生产线正

式投产。这是继2016年斯道拉恩索包装纸板机和漂

白化学热磨机械浆(BCT M P)生产线投产后，斯道拉恩

索集团在中国北海的又一重大投资投入运营，同时也

标志着北海林纸一体化项目向完善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份额迈出了重要一步。

北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乃学宣布生

产线正式投产。市长李延强，市政协主席李蔚，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伍国辉，斯道拉恩索集团首席执行

官宋思伦到场祝贺并共同见证项目投产。

宋思伦说，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聚乙烯淋膜生

产线正式投产对于我们来说是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斯

道拉恩索将充分利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发挥可

持续管理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始终致力于服务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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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客户，帮助他们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对

高品质、安全且可再生的纸板包装的需求。项目将助

力斯道拉恩索集团的盈利增长战略，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还将进一步加速斯道拉恩索转型成为全球性的

可再生材料成长型企业。

仪式结束后，嘉宾们饶有兴趣地走进生产车间参

观了生产线。据悉，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采用最先进

的纸板工艺技术，使用全球最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技

术。工厂获得了一系列认证，确保能以卓越的品质满

足液体包装、医疗保健与药品、食品及食品服务（烟

草）包装等多个领域的包装需求。

新建成的聚乙烯淋膜生产线总投资3100万欧

元，年产能为8万吨聚乙烯淋膜纸板产品。这种产品

适用于需要卓越防潮性能的包装产品，例如高端纸杯

与餐饮服务包装。

当晚，北海市人民政府与斯道拉恩索公司在香格

里拉大酒店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北海市政

府与斯道拉恩索公司将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扩大

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努力把双方合作打造成中

欧“一带一路”合作典范。

中企承建白俄罗斯年产40万吨大型纸
浆厂正式投产

据新华网报道 由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总承包建设的白俄罗斯大型纸浆厂日前

开始连续生产，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继中白

工业园项目之后，该公司在白俄罗斯建设的又一重要

项目。

该纸浆厂位于戈梅利州斯维特洛戈尔斯克市，设

计年产40万吨纸浆。项目总规模超过8亿美元，由中

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以出口买方信贷方式向

白方提供85％的项目融资，是中白合作建成单体规模

最大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受到中白两国政府及国际纸

浆行业的高度关注。

该纸浆厂的顺利投产，成为中东欧及独联体地

区近40年来投产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纸浆厂项目，将

极大优化白俄罗斯森工企业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种

类，提高盈利能力。预计每年可为白俄罗斯创汇近4亿

美元，同时还将为当地直接提供1000个就业岗位。此

外，因造纸产业关联度大，涉及林业、农业、机械制

造、化工、热电、交通运输、环保等产业，该纸浆厂将

对当地上下游产业的经济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

中工国际纸浆厂项目经理郭子杰向记者介绍说，

该厂采用了世界先进工艺技术和生产装备，项目设计

和建设采用了众多绿色创新技术，能源自给率高，降

低了生产成本和安全风险，真正实现了“以浆养林，

以林促浆”的绿色良性循环，是中白合作的成功典

范。

太阳纸业老挝浆纸项目生物质锅炉水压
试验一次成功

本刊讯（迪尔集团 消息) 2017年12月23日，迪

尔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公司承建的太阳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老挝浆纸项目生物质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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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水压试验期间，项目部严格按照试压曲线及相

关规定，对上水温度、上水速度、升降压速率、锅炉

膨胀等进行全程监控，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水压试验方

案和应急措施。项目工程管理人员精心组织、积极协

调，试验过程中所有焊口无泄漏，受压部件无变形、

无破裂、无漏水，顺利通过了联合验收。

生物质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功，为后续工程的顺

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器、粗筛、精筛、分级筛、纤维分离机、排渣分离机、

重质除渣器、干损纸碎浆机以及网前流送系统等相关

配套设备。

维美德向中国提供3台箱板纸机关键设
备

本刊讯（李芳 报道) 维美德将向中国造纸企业

提供3台板纸机关键设备与控制系统。其中两台生产

挂面纸板，一台生产瓦楞芯纸。纸机预计于2019年投

入运行。

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17年第4季度新增订单中。

合同金额未公布。类似项目的市场价格一般在3000万 

～4000万欧元之间。

维美德高级销售经理Tim o Saresv u o说：“流

浆箱和压榨部是箱板纸机实现高质量生产的关键设

备。维美德精湛的专业技术和一流的项目实施水平，

使得客户信任并选择我们为其3台新纸机提供这些技

术。”

供货技术信息

维美德向新箱板纸机提供的设备包括6台流浆

箱和3套压榨部。挂面板纸机的流浆箱采用OptiFlo 

Fourdrinier，可提高产量及产品质量。压榨部采用

OptiPress Linear双压区技术。纸幅以线性方式运

行，可确保更高的脱水能力以及更好的运行性能和成

纸质量；瓦楞纸机供货包括OptiFlo Fourdrinier 

流浆箱和OptiPress Center中心辊靴式压榨部各一

套。所有设备均配Valmet DNA纸机控制系统。

郑州磊展签约昆明红星荣和纸业年产50
万吨包装纸项目

本刊讯（磊展 消息) 2017年12月4日，经过多轮

技术交流和沟通，郑州磊展造纸机械和昆明红星荣

和纸业有限公司在云南昆明签订单条浆线处理L O C C

达1600吨/日的全套制浆设备合同。

本条制浆线主体设备均由郑州磊展机械提供，包

含面浆链板输送机、D型水力碎浆机连续碎解系统，

底浆散包和转鼓碎浆机系统、高浓一级二段除渣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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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帆纸业6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一
期工程整套制浆系统签约运达

本刊讯（王亚娟 报道) 2017年11月，山西一帆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一期工

程整套制浆系统及网前流送系统在山西省晋中市成

功签约郑州运达。

山西一帆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高强瓦

楞纸生产线项目，共分三期建设，旨在打造山西省最

重要的包装纸生产基地。目前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年产15万吨高强瓦楞纸生产线）正在有序推进，预计

2018年10月投产。此次运达的供货范围包括1800m m

链板输送机、3500m m转鼓式碎浆机、新型高浓除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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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索总投资8亿欧元在中国北海建立工厂，其聚乙烯

淋膜生产线工厂于2017年12月19日正式投产。该生产

线采用了行业最先进的设备及技术，并执行最高卫生

标准确保产品安全。该生产线自2016年10月动工建设

以来，取得了零损失工时记录的卓越安全绩效，而它

使用的正是法兰泰克起重机。

起重机是造纸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防潮

无尘工作环境要求对起重机的要求更高。造纸行业的

起重机必须严格按照时间安排进行运作，生产停机时

间会造成很高的费用，故而起重机工作的可靠性将直

接影响到整个造纸生产线的生产效率和连续性。作为

全球最大纸业集团之一，斯道拉恩索尤其重视品控，

只会选择业内最优的设备进行投入。法兰泰克重工股

份作为起重行业的领导品牌之一，经过重重选择，成

为了斯道拉恩索集团的合作伙伴，为此项目提供全生

命周期产品解决方案。除了淋膜生产线，法兰泰克重

工股份还为斯道拉恩索一期项目45万吨液体包装纸

生产线提供了多台起重设备和服务运营全套解决方

案。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凭借其起重机产品和服务一

贯优异的表现，为斯道拉恩索项目顺利投产运营提供

了重要背书。在12月19日淋膜生产线正式投入运营庆

典仪式上，被授予了斯道拉恩索集团“2016～2017年

度优质供应商”奖。

统、粗筛选系统、分级处理系统、精筛选系统和网前

流送系统、损纸系统、推进器等全套制浆设备。

本制浆系统属于集中制浆，可以同时给纸机车间

PM1日产900吨三叠网牛皮纸/T纸纸机（5400/800）和

P M2日产600吨单长网高强瓦楞纸纸机(5600/800)提

供优良合格的浆料。

过去，受制于技术及加工水平，国产装备承担的

单线整套废纸制浆的产能与进口设备有较大差距，

而磊展此次签约的项目，既是云南省最大的包装纸项

目，也将国产装备单线最大的整套废纸制浆产能一举

提高的50万吨/年，创造了新的行业记录。

法兰泰克获斯道拉恩索优质供应商奖

本刊讯（法兰泰克 消息) 世界纸业巨头斯道拉
管理

运营

资讯 infOrMatiOn

山鹰纸业拟19亿元收购联盛纸业，产能
增加百余万吨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山鹰纸业2017年12月20

日晚间披露，公司当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现金方式收购自然人陈加育持有的福建省联盛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收购总价19亿元。本次收购

完成后，联盛纸业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盛纸业是一家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高

强度瓦楞纸和牛皮箱板纸为主的包装纸造纸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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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地处我国最大、最具有增长潜力的纸及纸板消费

市场之一的华东地区。该地区城市密集，经济发达，商

贸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对包装纸板的需求量相

对较高且不断增长。同时，该地区纸板消费量大，产

生的废纸量也较多，为联盛纸业提供了广阔的产品市

场和充足的原材料（废纸）供应。联盛纸业现有四条

生产线，技改完成后年产能将达到105万吨，业务范围

已覆盖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及中部等地。

公司称，经过多年发展，联盛纸业已形成较为完

善的采购、生产和销售服务体系，具有较为稳定的

销售区域和客户资源，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品牌知名

度。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现有安徽马鞍山、浙江

嘉兴海盐和湖北荆州公安（建设中）三大造纸生产基

地之上，新增福建地区包装纸造纸生产基地，进一步

扩大了国内区域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协

同效应，进一步强化公司的主营业务优势，提升市场

占有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选用
太阳纸张印制

本刊讯（孟华东 报道) 由人民出版社、党建读

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共同推出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

习辅导读物，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提供了最基本、最权威的文本材料。

笔者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截至2017年

11月10日，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发行总量

达到7174万册，其中由党建读物出版社与学习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已发行

438万册。该书内文用纸正是选用的太阳纸业P M29生

产的本白胶版纸印制。

太阳纸业P M29生产的本白胶版纸突破传统造

纸工艺，采用无增白剂调整白度和无染料调整色相的

“无添加”造纸工艺，纸张白度控制在80%－85%，纸

张更环保，更人性化，同时还具有纸面平滑细腻，尺

寸稳定性好，色彩还原性好，印后图案真实等优良的

纸张性能。自2015年投产以来，产品供不应求，获得

造纸行业和出版印刷客户的一致好评。

当本白胶版纸确定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

百问》印刷用纸后，太阳纸业高度重视，生产、销售、

物流、服务等部门精心组织，共同努力，密切配合，

确保市场足量供应，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全

力保障了学习辅导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据了解，10

月28日一早，第一批纸张材料抵达北京地区的承印单

位——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0月29日，带着印

刷机温度的学习辅导读物陆续送抵北京、上海等地的

各大新华书店，迅速掀起了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

继《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用“金太阳”美

术纯质纸印制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再次选用太阳本白胶版纸印制，这是对太阳人莫大

的鼓舞和肯定。

岳阳林纸成功中标《求是》杂志专用纸

本刊讯（干胜军 报道) 近日，从北京传来捷报，

由求是杂志社公开招标，2018年《求是》杂志专用纸

采购项目，经过与中国造纸行业前８强的多家公司激

烈竞标，岳阳林纸以“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物流优

势、服务优势”等诸多优势，获得评委组的一致认同

和肯定，岳阳林纸“岳阳楼”品牌胶版纸一举成功中

标2018年《求是》杂志专用纸项目，成为2017年收关

时刻的“最优成绩单”。

《求是》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是党中

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

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作为承载文字、理论和思想的内文纸张，《求

是》杂志社高度重视产品供应商和产品品牌，并且对

资讯infOrMatiOn

83
Jan., 2018  Vol.39, No.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资讯 infOrMatiOn

质量保障和服务体系，纸张洁净度、白度、挺度以及

各项质量指标稳定性等要求极高。

岳阳林纸“岳阳楼”品牌胶版纸成功中标《求

是》杂志专用纸项目，对该品牌系列产品在华北地区

乃至全国范围的业务推广和拓展，具有非常深刻意义

和正面影响，本次中标，岳阳林纸的产品力、品牌力、

核心竞争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彰显。

金海浆纸码头首迎运煤船，大幅节降运
输费用

本刊讯（金海 消息) 2017年12月20日，一艘载

着4.4万吨煤炭的利比里亚籍“TANSY”号运煤船，顺

利靠泊金海浆纸专用码头9号泊位并完成卸煤作业。

这是金海浆纸专用码头迎来的首艘靠泊运煤船。随

着码头螺旋卸船机的运转，煤炭通过密闭传送皮带

直接输送至金海浆纸生产厂区，从此结束了金海浆纸

电厂发电所需煤炭需二次转运的困局，既避免了给当

地交通带来的影响，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煤炭运输成

本，为金海浆纸的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证，揭开

了金海浆纸专用码头新的发展篇章。

为减少煤炭在二次转运过程中对洋浦当地交通

的影响，同时考虑节省运输成本，降本增效，根据企

业业务发展的需要，金海浆纸按照相关政府主管单位

批准，对专用码头9号泊位进行改造，主要安装了2台

螺旋式连续卸船机和1台4060米长圆管带式输送机以

及相关的配套工程等设施。装卸、输送金海浆纸生产

所需的煤炭，年吞吐量为195万吨。金海浆纸专用码

头配备的煤炭卸载设备及输送系统先进，自动化程度

高，作业效率高。螺旋卸船机最大卸率700吨/小时，

圆管带式输送机最大输送能力1750吨/小时。今后，厂

区煤仓等相关设施改造升级后，两台卸船机同时作

业，3天内可完成一艘5万吨级煤炭运输船的卸船作

业。相较以往的工作模式，效率大幅度提升。同时，运

用先进的煤炭卸船和皮带输送技术，整个卸船、输送

过程为全密闭式，既能保证码头作业时不会造成煤炭

和木片、原木之间的交叉污染，又减少了目前煤炭从

洋浦港运输到公司沿途道路交通压力，避免产生粉

尘污染环境等问题。

江河纸业通过第二轮清洁生产审核专
家组验收

本刊讯（郭学军 报道) 2017年12月12日，焦作

市环保局受河南省环保厅委托，组织验收专家召开河

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验收会。

专家组一行现场察看了公司中高费方案实施情

况，审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听取了公司对清洁生产工作

的介绍及咨询单位（河南省中原环境保护服务有限公

司）对江河纸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汇报。经专家组

质询并讨论，一致同意江河纸业通过本轮清洁生产审

核验收，并就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面提出了明确意见

和建议。

江河纸业于2017年3月开始进行第二轮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2017年7月通过了本轮清洁生产中期评估，

2017年11月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本轮审核通过

对江河纸业生产过程的原材料，能源、资源利用，设

备、过程控制，废物排放和回收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符合规定，审核重点明确、目

标设置合理、方案可行。 

本轮审核共提出了46项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其

中无低费方案42项，中高费方案4项，实施率100%。通

过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后，取得了较好的环境、社会和

经济效益。

在本轮清洁生产审核中，江河纸业建立了清洁生

产组织机构和制度，清洁生产理念进一步深入企业，

提高了员工对清洁生产的认识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并制定了持续清洁生产计划，为公司持续推进清洁生

产工作，进一步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目标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江河纸业绘就“清洁生产，绿色

制造”行业标杆之蓝图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茂源林业与壳牌中国签订碳汇项目合作
协议

本刊讯（刘志坚 报道) 2017年12月1日，北京国

贸大厦壳牌中国总部，随着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锋与壳牌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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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Po ul先生在《碳汇项目合作协议》上签字，湖

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迎来首单碳汇交易收益。中

国纸业副总经理梁明武全程出席并见证签约活动。

茂源林业与壳牌中国的成功签约，标志着湖南茂

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湖南省首家进入碳交易市

场的央企，也标志着该公司第一期林业碳汇项目已完

成了项目设计-审定-备案-监测-商务谈判等诸多流

程，正式进入碳交易市场，为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

公司新业务拓展闯开了一条“阳光大道”。

从2016年起，茂源林业在中国纸业、泰格林纸、

岳阳林纸的指导与支持下，发挥自身优势，决定通过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积极开展林业碳汇新业务，以助

力生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公司林业资产的

最大价值。该公司对照造林碳汇项目技术标准，从现

有林地上筛选开发林地作为第一期造林碳汇项目林

地，它们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岳阳市的6个区县，树种为

湿地松。

随着国家2017年全面启动碳交易市场机制，茂源

林业全力推进第一期林业碳汇项目。茂源林业通过大

量细致的市场调研与商务谈判，走访了七大试点交易

所和客户，最终与壳牌中国达成了战略合作共识，并

共同起草了《排放服务主协议》及《确认书》。另外，

为使公司产品价值最大化，壳牌中国也表达出了按照

国际VCS标准开发公司产品，增进双方合作。

纳尔科宣布于2017年12月起在大中华地
区执行价格调整计划

本刊讯（纳尔科 消息) 作为制浆造纸化学品解

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纳尔科始终致力于创造更清

洁、更安全、更健康和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近年来，

在持续通货膨胀和政策因素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企

业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原材料及人工等多方面成本上

涨的压力。纳尔科公司已经通过规模效应、加强开源

节流、提升公司内部管理等优化方案缓解部分的成本

压力。

但是鉴于巨大的成本压力，同时为了保证继续为

中国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纳尔科公司决

定自2017年12月1日起将在售的造纸化学品进行价格

调整，涉及到的产品主要包括：施胶剂、留助剂、增强

剂和消泡剂等。

银河纸业成功研发“皓月”牌汉白轻质
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年来，银河纸业以市场

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将企业打造成区域性、

个性化的生产基地，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定制化服

务和优质的综合解决方案。

近期，公司联合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试验，成功研发出一种轻质

纸。该产品定位高端印刷，纸张表面细腻，色相柔和，

且白度舒适，呈现出“汉白玉”般的庄重与大气，故将

该纸种命名为“皓月”牌汉白轻质纸，自此银河皓月品

牌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此次新品研发，是公司在2640长网多缸纸机首次

试产轻质纸，为提高成纸视觉的舒适感，公司在产品

色相和白度上精益求精，并对纸张细腻度和平滑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反复的试验和上机调试，于12

月1日研发成功。

此次“皓月”牌汉白轻质纸的成功研发，不仅延

伸了公司文化用纸的产品链条，同时也是公司推行定

制化服务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银河纸业将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创新和研发

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和更高品质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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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以前只有某

朝某代的手工纸之称呼。后来，通过

有多数学者参与研究，才出现此名。

所谓古纸，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古代

的所有的纸，而应该是指历代中有史

料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纸张，这样才有

代表性和典型性。古纸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古籍记载，何时何地产纸、用

纸。另一个是纸样实物，包括出土清

理的和传世收藏的。在古纸研究中，

刘仁庆，1936年生，湖北武汉人；1959年8月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

南理工大学）化工系造纸专业；曾任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商大

学）造纸学教授，《纸和造纸》杂志主编；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终

身荣誉理事、中国宣纸协会顾问。发表专著（20余部）及论文（500多

篇）等共计700多万字。联系电话：010-68985767。

之三│现代纸名（上）

近现代手工纸纸名辑录与览正

⊙ 刘仁庆 (中国造纸学会)

常用的方法是采取现代最先进的化

验设备和技术，去分析古纸中的各种

成分，或者模拟仿制古纸，然后进行

比较，得出相应的合理的结论。

◆ 会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广东省肇庆

市四会地区生产的一种土纸，后被

人称为“会纸”。据当地族谱称:在南

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有中原

人迁居此地，带来了造竹纸的技术，

开始设立作坊造纸，到底其后如何

发展，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均不得而

知。其造纸工艺与《天工开物》中的

记载基本一致。综然，遍寻了有关纸

类历代典籍，自宋以降，均未找到有

会纸之名。只是因“非遗”而调研才

出现，作为一个地域性的专业名称，

仅供参考。

◆ 神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我国台湾省

纵横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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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纸的白度约为66%～85%之间，视

不同品种而有别。1985年9月，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上，

雅纸荣获新产品一等奖。同年，在北

京举办雅纸试笔鉴定会，受到刘海

粟、何海霞、黄胃、董寿平、黄苗子、

刘勃舒、黎雄才、许麟庐、娄师白等书

画家们的好评。如黄胄作《五驴图》

上题字：“可喜雅纸也”。1986年又

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开

始出口日本、美国、新加坡、加拿大、

泰国。1987年再获四川省优秀新产品

奖。

◆ 马兰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20世纪30年

代末，陕西省延安地区因缺少纸张，

而在山沟里生长着一种“野草”——

当地群众称为“马兰草”，它的植物

名称叫马蔺（i r i s e n s a t a），亦称马

莲。其拉丁文学名是Iris pallasii var. 

chinensis，鸢尾科，系多年生草木植

物。这种草老百姓只用来搓草绳，不

能用来喂牲口。于是，当时的科技人

员拿马兰草进行了造纸试验。先把草

洗干净，晒干，用石灰水浸泡1～2天。

然后把草放入大铁锅里用慢火煮1

天，草变成了像麻似的纤维。再经过

清水洗涤，投入石碾里捶打，于是碾

成了细浆。在捞纸槽内加些清水、把

细浆倒进去，搅拌均匀，就可以抄出

湿纸来了。最后把湿纸贴在向阳的墙

上晒干，所得到的“马兰纸”色黄、粗

糙、有拉力，基本上可供印刷、写字、

拓木刻、画漫画之用。全国解放后，

全部停产了。它已成为一个历史纸

名。

◆ 中兴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凤髓笺的另

一个纸名。该纸的作者是台湾省中兴

大学的教授，被校长代为取名。参阅

凤髓笺条目。

◆ 凤髄笺     

现代手工纸纸名。谓用菠萝（菠

萝）叶制成之国画用纸。20世纪70年

代，由中国台湾省中兴大学教授张丰

吉（1940年生）以凤梨（即菠萝）叶

为原料，研制成功的国画纸，受到书

画家们的欢迎。画家姚梦谷对凤梨

画纸喜爱有加，认为它是取凤梨植

物的精华而制成，并代命名为“凤髓

笺”。中兴大学校长罗云平则因为凤

梨画纸是该校师生所自创自制，又将

其命名为“中兴纸”。过去台湾省所

造的书画纸，多是利用进口的雁皮、

三桠、桑皮等，再配以一些木浆或草

浆来生产。因成纸难于发挥墨色、墨

趣，市场情况不佳。画家宁愿出高价

去购买宣纸。而由于凤梨叶中含有

的木素和色素等杂质较少，制浆条件

温和，成纸的纤维强度较大，更能发

挥其润墨性。因此，国画大师张大千

对此尤有偏好。在经过试笔之后，张

大师的评语是：“滑能驻毫，凝能发

墨。”对此种纸张十分推重，受书画

家爱用。

◆ 书画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以中国传统

的纤维原料和手工技艺制造出来的、

主要供书画使用的平张纸。它与宣纸

的差别是：原料、水质、产地、价格等

均有不同。例如，宣纸的主要原料必

须是青檀皮；书画纸则可采用各种韧

皮纤维和草类。宣纸使用的是特有的

山泉水；书画纸对水质的要求没有严

南部生产供祭神用的一类纸种。迷

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

拜的人死后的精灵谓之神，即呼之司

中、司命、风师、雨师、天师等。其原

料一般使用竹浆，有时还掺有少量木

浆、白废纸浆，最后进行再加工，制

成金条型、元宝型、轿车型、电脑型

等祭供品。

◆ 雅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产于四川洪

雅县天池坝。因采用龙须草等长纤

维原料制成，故又名龙须雅纸。该厂

靠近清衣江（古称平羌江、雅河），

河水清碧透澈，水质极优。尤以配方

独特，自然干燥。成纸具有拉力强、

变形小、“浸润性”较好等特点。其

质量大约介乎于宣纸与皮纸之间，能

适应于不同流派画家的需求。此纸

以前未有，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后建厂投产。雅纸的生产过程简述

如下：第一步，把龙须草切短为10～

20厘米，投入清水池中浸泡12小时，

然后捞出（尽量除去草叶内沙子）、

沥干。利用2立方米蒸锅加碱蒸煮，

洗浆，洒石灰水堆放（1～2周），再洗

净，漂白，洗涤，打浆，贮浆。下一步

是按传统法竹帘捞纸，最后是冷焙

法干燥（一般为4天）。抄4尺者，定额

为：500张/人·天。6尺、8尺者由几人

合作适当酌减。雅纸的规格有：丈二

匹（375厘米×145厘米）、八尺（248

厘米×124厘米）、六尺（180厘米×97

厘米）、五尺（155厘米×80厘米）、

四尺（138厘米×69厘米）、三尺（100

厘米×55厘米）、斗方（125厘米×125

厘米；150厘米×150厘米；180厘米

×180厘米）、丈二屏（380厘米×60厘

米）、八尺屏（250厘米×55厘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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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规定。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泾

县；书画纸各地均可生产。宣纸的售

价较贵；书画纸的价钱比较便宜。我

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书画纸有：河北

迁安书画纸、浙江温州市的温州书画

纸、浙江龙游县的龙游书画纸、四川

夹江县大千书画纸、四川洪雅县的雅

纸、云南腾冲书画纸等。

◆ 民俗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在历史上福

建省出产的手工纸多数销往东南亚

地区，而这些国家民间信仰儒佛道教

者甚众，对火烧纸需求量较多。过去

曾叫它为迷信纸，现在则改称为“民

俗纸”。它是以竹子为原料，石灰法

半料制浆，手工捞纸（后又有部分圆

网机抄造）。但因生产规模和污染防

治等均存在问题，阻碍其进一步发

展。这个纸名只在福建省使用，是一

个地域性纸名。

◆ 团花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即团花剪纸

所用的方形彩色纸。团花剪纸是折

和剪相结合的艺术，制作方法简便易

学，具有造型简化夸张、色彩明快、

对比强烈、富有装饰性的特点，构成

形式呈均衡或对称式。剪纸步骤由

设计图案、折纸、剪刻三步骤完成。

在剪刻时阳纹要线线相连，阴纹线线

相断。有时也把品质好的红纸称为团

花纸。

◆ 黄（红）表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一般民间多

用来敬神或祭祀死者的叫作黄（红）

表纸（或表黄纸，也混称为黄表

纸）。主要用竹浆抄造再染色（红色、

黄色）而成。佛教用作纸钱，道士用

于画符。现代作家马烽（1922-2004）

写的小说《吕梁英雄传》第16回：“站

在一边的康顺风，早吓得脸像一张

黄表纸。”天津作家冯骥才（1942年

生）等编的《义和拳》一书中第2章

内：“刘三虎上前将摆在香案上的一

张黄表纸，双手捧给张德成，张德成

接过用香案上的烛火引着焚掉。”介

绍了当年使用这种纸的情景。

◆ 防蠹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它原本是我

国明、清时期，在广东南海（今广东

省佛山市）一带，为防止线装书被虫

蛀蚀，在书的扉页和底页各加装一张

桔红色的加工纸，俗称“万年红纸”。

据研究，这种纸是在毛边纸（或连史

纸）上涂以“红丹”（又称铅丹，即四

氧化铅Pb3O4）而成。毒理试验表明：

铅丹的半数致死量（使试验对象50%

死亡的剂量）LD50%=220毫克/千

克。这就是防蠹纸具有一定防蠹作用

的根据。由于四氧化三铅是重金属盐

类的氧化物，性质稳定，在通常情况

下很难被分解 ，因此能使此纸（毛

边纸加工的）书页具有防蠹性，可保

存一段较长的时间不遭损坏。在当今

修复古籍的工作中有时还需要仿制

这种纸，故把仿万年红纸改称为防

蠹纸。

◆ 远身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台湾省制作

的出殡用纸。白色的竹纸，轻薄挺

平，剪成老式“铜钱”形状。在棺材

行列中，把这些纸钱抛洒向天空，任

其飘散，其意是留下“买路钱”，让逝

者平安地进入阴间。

◆ 近身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台湾省制作

的下葬用纸。黄色或白色的竹纸，厚

实匀称，剪成长方形。掩盖在死者的

脸面，让其安息，凭人吊孝、悼念。

                  

◆ 折表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我国民间舞

龙活动缘由图腾崇拜意识，后来演变

为祈求丰收、祈求平安的民俗活动。

体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

的价值观念，深受百姓喜爱。龙灯制

作工艺细腻、精美，龙灯的长度可长

可短，短的几十余米，长的则达百余

米以上。通常用竹篾扎成龙头、龙身

和龙尾的骨架，糊以彩纸，再饰以龙

须、龙眼、龙角、龙珠，贴上龙鳞、龙

鳍、绘贴花纹图案、剪纸等。这些彩

纸便用折表纸代之。龙灯的制作没

有专业艺人，几乎都由村里的能人集

体创作，群体传承是其最大的特色。

折表纸没有统一的划定，有竹纸、皮

纸、草纸等。

◆ 纽（钮）扣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因为按照中

国唐装的样式，衣服上的扣子是用

布料条（或桑皮纸条）扭缠而成，再

套上布料圆环扣住，所以叫做纽扣。

而现代作家老舍（1899-966）在《四

世同堂》里用的是金字旁的“钮”：

“瑞宣淡淡的一笑，随手又系上了

个钮扣”；北京作家邓友梅（1931年

生）在《那五》一书中用的是绞丝旁

的“纽”：“除去会看病，连钉个纽扣

也钉不上去。”到底哪个对？长期以

来，这两种用法纠缠不清。笔者认为，

“纽扣”和“钮扣”是一组全等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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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说唱词话》里载：“口内奶牙由

（犹）未落，头上胎毛未更生。”在我

国汉族家庭旧时的育儿风俗，其中对

婴儿的胎毛极为重视和珍惜。很早

有人拿胎发制毛笔，称为状元笔。将

此笔看作祈福、辟邪、期待、喜悦之

象征，同时还有收藏、纪念的意义。

从前，胎毛并不去做纸，而在20世纪

60年代，我国台湾省地区有人突发奇

想，创意拿纸浆（或白色废纸）经过

疏解处理，如果胎毛的数量较多，可

以在烧杯里把胎毛与纸浆混合均匀

后，即可抄造完成。如果胎毛的数量

较少，则用手抄网抄出湿纸页，把胎

毛分散洒在其上，然后烘干，即得胎

毛纸。在纸上可以写下婴儿的姓名，

出生日期，医院名和地点，以及婴儿

体重，有时还可贴上照片，等等。

◆ 莎草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又称纸草纸。

我国古代没有这个纸名。现代引入埃

及的Papyrus（译名有莎草、纸草、

或者纸草纸），这是5000年前在非

洲古尼罗河畔生长的一种莎草科植

物。古埃及人取其茎部，剖切成片，

交错铺平，反复捶打，石头压平，太

阳晒干，磨光表面，便成为可供书写

的平面材料了。某些执有西方观点的

人说:它就是最早能够被称为“纸”

的物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去

埃及尼罗河衅纵览Papy r u s的全部

处理过程，完全是物理性加工方法，

类似中国早期制作竹简的方法。而中

国发明的造纸术，是对植物进行化

学性加工。中华民族的先人发明了把

“天然物质”（植物）经过加工而成为

“人造物质”（纸张），是使植物先分

散成纤维，再利用化学“氢键”交织

词，写老式汉族服装，应用“纽扣”。

写现代服装则用“钮扣”（新扣子的

材质多，如玻璃、塑料、金属等），比

较好一点，两者可以通用。

◆ 净皮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这是宣纸按

其原料分配而分的一大类纸。净皮

宣是宣纸的三大类别之一，是一个

大品种之统称。净皮之意，就是纸中

约含青檀皮较多（60%），沙田稻草

较少（40%）。其主要品名有：罗纹、

龟纹、扎花、四尺单、五尺单、丈二

匹、蝉翼等。净皮宣是书、画用纸中

之精品。规格有四尺（69厘米×138厘

米）、五尺（84厘米×153厘米）、六尺

（97厘米×180厘米）、八尺（124厘米

×284厘米）的。可用于书法和绘中国

画。

◆ 拜拜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台湾省的汉

族民间祭祀、殡葬用纸之总称。其种

类尤为繁多，如足百寿金、玖金、玖

银、财神金、土地公金、刈金、冥币、

金元宝、金银纸、福金、台湾拜拜、台

湾寿金、台湾三童子、台湾公/妈金/

银，台湾福金、台湾大银、台湾财子

寿、发财金、莲花金、往生钱等。它采

用的原料主要是竹子、废纸、桑皮等

等，销售之地除台湾外，还有香港、

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

◆ 胎毛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胎毛即婴儿

出生时便有的，且没有剃下的头发，

称为胎毛或胎发。明·袁宏道（1568-

1610）写《与方子公书》中云：“小儿

子未落胎毛，讵识之无？”又，《明

而成平滑的纸张。所以，从专业角度

上看，莎草纸与植物纤维纸，泾渭分

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

谈。故莎草纸不能够称为是真正的

纸，可视为纸的“前身”。

◆ 烧钱纸    現

现代手工纸纸名。从前又叫“钱

纸”，在中国台湾省又分别称为神

纸、敬神纸、拜拜纸。此纸一般用竹

子或稻草为原料，多用石灰沤烂发酵

法制浆，抄纸后用日光晒干，再加打上

“钱眼”，每逢清明、重阳、年关祭日

时供烧化之用。浙江、江苏、福建、江

西、四川等地都有少量生产。中国的

台湾高雄、嘉义两地原有生产，近因

人工太贵而停产。

◆ 梦花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又名都匀铁

笔蜡纸。它出产于贵州省都匀市及

其附近地区，以雁皮为原料。雁皮也

称山棉皮，为落叶灌木，瑞香科荛花

属，多为野生。其纤维细长，柔韧，有

扭曲现象，杂细胞稍多。20世纪50年

代都匀市派人去杭州造铁笔蜡纸，

花去不少时间、精力，终于完成任务，

被以为是棒到了“梦中之花”，故名。

不过，杭州用的是桑皮，都匀用的是

雁皮。制成的原纸还必须放入通过

加热使其融化的石蜡（加有部分泰

胶）槽内，让纸面附着一层蜡膜，冷

却后即凝固成薄薄的蜡层，此乃称为

“梦花纸”（平时简称蜡纸）。当铁

笔在下边铺有钢板（长方形）的蜡纸

上写字时，就把部分蜡层划开，留出

空洞的笔迹。油墨辊压过蜡纸，放在

底垫的白纸即印出相应的字迹。每张

蜡纸一次印刷的张数大约在200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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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蜡纸破裂了，就印不成了。

◆ 棉料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此类宣纸亦

为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合抄制成。其中

含有的檀皮较少（50%以下），沙田

稻草较多（50%～70%），故称为“棉

料”。主要品名有棉连，四尺单（原

名料半）、五尺单（原名科举）、六尺

单（原名十刀头）、四尺夹、五尺夹、

六尺夹、四尺二层夹、六尺三层夹等

等。此类棉料宣宜于书法之用。

◆ 蝴蝶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我国台湾省

制作的一种手工加工纸。它是在湿纸

页上放入收集的蝴蝶标本，然后再加

上一层湿纸页，把两层湿纸页进行烘

干，即得到夹有蝴蝶的手工纸。此纸

的制作量甚少，多作旅游景点的参观

表演。采用的浆料不一，有竹浆、草

浆、废纸浆等。

                                    

◆ 旧色素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加工宣的一

个品名。纸面呈淡绿色，规格有四尺

（69厘米×138厘米）、六尺（97厘米

×180厘米）。参阅素宣条目。

◆ 都匀皮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由都匀纸衍

生而来，产于贵州省都匀市，原料多

为雁皮，再进行深加工，不再加入梭

草。成纸的质地柔韧，耐撕力大，可

用于书写、印刷、包装等。

◆ 温州皮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系以桑皮为

主要原料生产的一种供书画用的手

工纸。以前曾称为“白棉纸”，又叫绵

纸，这是为形容这种纸手感绵韧而得

来。因为这种皮纸迎光而视，发觉其

中纤维有点光泽，似与丝棉相近，由

此得名。也有人把它说成是蚕丝纤维

所制，纯为误传。温州皮纸的纸质绵

韧，受墨有弹性，墨色深厚，韵味自

然。所以，1962年著名国画家潘天寿

用温州皮纸绘《双清图》并题字称赞

曰：“笔能走，墨能化，尚有韵味，并

不减于宣纸也”。用温州皮纸作画，

一笔下去，墨色华滋丰胜，墨晕自然

谐柔，韵味隽永，别具一格。吴作人

画熊猫，黄幻吾画葡萄，张辛稼画樱

花，被世人叹绝，均为所取用温州皮

纸之墨韵味也。

◆ 旧色虎皮（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加工宣的一

个品名。旧色多指浅黄色，纸面呈虎

皮纹状而得名。其规格多为四尺（69

厘米×138厘米），少有别的尺寸。参

阅虎皮宣条目。

◆ 旧色鱼子（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加工宣的一

个品名。其规格为四尺（69厘米×138

厘米）。以浅黄色素宣为底纸，洒有

同等粒度的金粒而成，宛如鱼子状而

得名。

◆ 橘红冷金（宣）    

现代手工纸纸名。加工宣的一

个品名。其规格为四尺（69厘米×138

厘米）。参阅冷金宣条目。

◆ 大千书画纸    

现代手工纸纸名。原名四川连史

纸、又名夹江纸、夹江宣、夹江国画

纸，俗称“夹宣”等。产于四川省西部

峨嵋山麓、青衣江流域的夹江县，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早在明清两代就把该

地所产的纸列为“贡品”之一，并钦定

为“文闱用纸”，故又称为“贡川纸”。

后因张大千（1899—1983）先生为解

决“后方”画家的用纸问题，到夹江调

查、了解后，提出改进方案。要求在帘

子的中央编织有“蜀笺”，两端编织有

“大风堂造”的水印字样。“大风堂”

是大千先生书画室的宝号，水印是竹

帘上的一种暗记。然后，再把连史纸

更名为“夹江纸”。多年后，经过书画

家们的广泛试用，他们对夹江纸的评

语是：纸质细腻，色泽光亮，润湿吸水

性能好，保留墨色效果佳，宜书宜画，

易于裱褙。至今，夹江县还珍藏有大千

先生亲自设计、监制的画纸纸样。1983

年6月，夹江县人民政府决定：为了纪

念张大千先生，今后夹江县所产的手

工纸一律以“大千书画纸”为正式名

称。它的原料是：嫩竹、麻类；产地：

四川省夹江县。大千书画纸的纸质细

腻、白度适中（约68%～70%），拉力

好，浸润性佳，耐潮染，不灰墨（画幅

上墨后，墨色长久，不会变成灰色）。

宜书、宜画，可裱、可拓，均有佳效。

其规格有：八尺（248×124厘米）、六

尺（180×97厘米）、四尺（138×69厘

米）、三尺（100×55厘米）等，每刀纸

100张。有卷式、盒式两种包装，供客

户挑选使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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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外事司司长，中国造纸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

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造纸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离休干部胡宗渊同志因病于2017年12月30日凌晨在北

京逝世，享年91岁。

胡宗渊同志，江苏淮安人。1926年2月22日出生，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后，参加了中

共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平津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结业后分配到天津造纸总厂任制浆工艺技术员、车间副主

任。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受组织派遣参加中央轻工业部组织的俄文训练班，结业后派往黑龙江

省佳木斯造纸厂工作，历任厂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浆场副场长、制浆车间主任、总工艺师兼厂生产调度室主任。

1965年调派到福建省青州造纸厂任副总工程师、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1979年任原轻

工业部造纸工业局副局长、外事司司长、党组成员、技术顾问。中国造纸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第四、五、六、七届理事会顾问，中国造纸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1998年10月离休，编入现国资委轻工离退休

干部局百万庄活动站。

胡宗渊同志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造纸事业，为中国造纸工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连续多年资助贫困学生读书，为汶川地震灾民捐款。

胡宗渊同志主持编写了《中国造纸发展战略》，主持编写原轻工业部《当代中国轻工业史研究》的部分章

节，担任原国家经贸委、原中国轻工总会“造纸工业污染治理课题组”特聘顾问并编写《我国造纸工业制浆废

液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应用研究》。1998年退居二线以后，先后参加由原轻工业部、原中国轻工总

会、原国家轻工业局和原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多项技术进步奖的成果鉴定、新产品鉴定、评审以及有关造纸

科技项目的论证，评定并参加国内有关造纸重大项目的申请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和重大项目的评标。

在中国主要杂志、刊物和大型造纸会议上发表和宣读论文、论述120多篇。

爱国廉正忠于党，鞠躬尽瘁献纸业；不忘初心铸楷模，高风亮节励后人。胡宗渊同志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

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沉痛悼念胡宗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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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还去考察清洁草浆新技术。最感人的就是在胡老

去世前6个月，胡老叫他大儿子由北京家里陪伴到山东昌

邑润德生态纤维有限公司出席由四位资深专家教授组

成的对“创新技术提取优质秸秆纤维工程项目”的评议

会，并已第三次到工程化项目的生产线上实地考察。照

片上（编者注：见下页）已九十多岁高龄的胡老，正在生

产线上考察，站在胡老最右边的是技术团队的夏书娟高

级工程师，最左边的是胡老的大儿子。这次关键的评议

会结论，极大地坚定了新技术团队和润德生态纤维有限

公司老板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决心。

所到之处，人们都对胡老发自内心的钦佩，因为胡

老总是用博大深厚、见多识广的韬略，以及以鼓励、支

撑、爱护、保护新鲜事物的心态，直言驳击那些没有用

辩证发展的、大局的、长远的、科学的眼光来对待新鲜

事物，而一味打压的陋习。胡老常说“古今中外，所有的

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新鲜事物，开始总是

良师益友胡老胡宗渊先生于2017年12月30日与我

们永别了！然而，这位为人正直、作风严谨，以及不恋钱

财、乐观、助人的高尚品德和脸上常带笑容、目光慈祥、

言语洪亮的胡宗渊先生却如同日月永远铭记在我们心

中。

胡老把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造纸事业，

尤其是退休之后，人退了休，心却还在岗位上，心没有

退休，甚至比在原轻工业部领导的位置上还要忙。可不

嘛，胡老退了休，却约同老部下、老朋友“周游世界”：南

到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北到佳木斯、丹东，中到郑州和滑

县，东到上海及北京的昌平、密云和周边地区的固安、天

津等20多处多类型的清洁草浆新技术的源发地，这些地

方都有了胡老深入考察的足迹。在广州考察途中病了，

回北京住院，一出院又出发到丹东考察稻草清洁制浆新

技术和设备，像这样的“考察—住院—考察”的经历数

次。后来，走不动了，就拄着拐杖，在自己儿子的搀扶陪

怀念良师益友胡宗渊先生

⊙ 宋美如  邝嘉龙  夏书娟  侯珍珍  毛振峰

纵横 Survey

胡宗渊先生是造纸行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领导，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造纸事业，为中国造

纸工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1998年离休退居二线以后，依然对造纸业的政策、科研、

生产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多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实地考察调研，在中国主要杂志、刊物和大

型造纸会议上发表和宣读论文、论述120多篇。

胡宗渊先生对《中华纸业》杂志也关怀备至，多年来，撰写刊发了数十篇行业政策性、前瞻

性、指导性的重量级文章。以下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山东一家企业，也是《中华纸业》多年的

作者和读者，半年前90多岁高龄的胡老还亲临该企业考察调研。我们刊登这篇纪念文章，以表

对胡老的景仰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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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的，需要我们倍加呵护，如同婴儿，不呵护，不全身

心倾注照料能活吗？新鲜事物在成长期是很不像样的，

需要我们有耐心去完善。如同小孩学走路，总是东倒西

歪，跌跌撞撞的，难道就把小孩禁锢起来，不许他走了

吗？不行，要鼓励他，还要扶着他学走路。新鲜事物有不

足之处，如同对待犯错误的人那样，不能一棍子打死那

样，还要耐心的帮助那些人改进错误。”胡老的话多么

有正能量！我们听了心里暖暖的，浑身都有劲，我们想，

如果我们搞不出科研成绩来，就对不起胡老这番话呀！

胡老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与那些对待新鲜事

物泼冷水、讽刺讥笑、挖苦奚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胡老用热情诚恳的语言和大家沟通交流，深受欢

迎。众人称胡老是行业科技界的鲁迅，爱憎分明，旗帜

鲜明。

胡老还有难能可贵的就是：每到一处，坚决不要

礼，不收出席费，不收任何费。如果硬是给了，他老人家

都托人坚决退回去，这些事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当有些人想快捷地见到中央某部委的领导，或是

想见到在职的或离休的部级、副国级领导登门求助于胡

老时，只要来者要求正确、合理，胡老都不推辞，而且努

力积极地去办理。事情办好后，照样如上所说的分文不

收，而且还时不时出钱贴补来者的招待费。我们也曾经

托过香港的朋友牵线要见当时的国家发改委某副主任，

那时我们各方面的钱都付了，结果只先后见了秘书三次

就不了了之。而我们托胡老带我们去见原轻工部的王部

长时，没过几天，我们就在王部长家见面了。这说明了光

明与黑暗同时存在，胡老是阳光的一面，是正能量的一

面，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一面。

胡老还经常对我们讲应该如何做人。胡老要求我们

要与人为善，不要恶语伤人，不要自己去树敌，不要自己

孤立自己，要包容和团结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一起工

作。因为自己不可能样样都正确，不能以“我”划线，不

要以“我”论是非，要全面、求实、求真地来看待人情世

故，不然的话你就成了孤家寡人，独木不成林，就一事

无成呀！他老人家在茶余饭后常讲这些方面的事例，我

们听不烦，因为他这是为我们好，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

好，是长辈爱护晚辈说的话。胡老还常教导我们“做事

先做人，坏人去做事，好事都做成坏事了！”。老人家指

纵横Survey

2017年6月，九十高龄的胡宗渊先生（中）到山东润德生态纤维有限公司实地考察秸秆纤维工程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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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外面修的马路说：“修好这条路是好事，因为就可以安

全快捷通行，但坏人来做这事，他从中取利，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结果修出的路没多久，就坑坑洼洼，还不如不

修！这不就是坏人把好事办成坏事了吗？”

胡老还常对我们讲“不管做人还是做事，都首先要

树立起目标，目标不要树错了，什么叫错？错就是损人利

己或是损人不利己，这就更不用说对国家如何如何啦，

有了正确的目标就努力去奋斗，这才不愧为人！”我们清

楚地记得有一次与胡老在北京曲园饭店聚餐，当众人到

齐时，大家欢迎胡老讲话，胡老就说“今天大家相聚在一

起，其中有四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搞着不同类型的清洁

草浆新技术，还有的人就是这四位的朋友和孩子。要知

道，清洁草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以前国内外没

人搞过，现在国外还没听到搞出什么名堂来，而在国内，

有的已经起步多时了，有的已初见成效了，如在座的山东

海利源公司宋总那里的清洁草浆餐盒都出口创汇了。还

有清洁草浆能够代替进口木浆，就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

外汇。清洁草浆革了传统草浆技术的命，不污染环境了，

不砍树，保护了森林，改善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这是

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清洁草浆的目标是正确的甚至是伟

大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支持这新鲜事物，要为这伟大的

目标去努力奋斗！”胡老指着在座的孩子们说：“你们做

儿女的更应该支持自己的父母从事清洁草浆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工作，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从事伟大事业的父母

感到自豪，我七老八十的人都支持这项事业，你们这样

年轻，就更应该支持啦！”胡老激情宏亮的声音和大家

不时的热烈掌声把周围房间用餐的客人和大堂经理都

吸引过来了，大家被这样的气氛渲染的也鼓起掌来，胡

老的一席讲话多么符合现在的词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人民、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胡老的思想，胡老

的语言是当代国情主题思想，是当代社会最强音，他老

人家讲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所以说，胡老如同日月永远

在我们心中！

记得在七年前，我们请胡老组队出席我们在山东博

兴京博控股集团海韵纸业有限公司的创新清洁草浆技

术中试鉴定会，由胡老带队，有科研、生产、质量检测、

设备、污水处理和专利事务所等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我们

中试现场进行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其结果令专家们满

意，“海韵”总经理赵总也宣布进入专家签字的程序，但

没想到胡老竟提出要我们在实验室再做两组平行小试，

我心想：胡老，胡老呀，您中试都看过了，还要做什么小

试呀？我出于对胡老的礼貌和尊重，就强笑着说：“好

呀！好呀！行！行！”事后我们团队的女同志说“邝工，你

笑得比哭还难看，幸亏胡老没生你的气。”经过一天小

试，第二天现场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出来了，胡老满意地

说：“我能零距离的从始至终看着你们小试做出来的清

洁麦草浆，检测指标也不错，我用手马上就能触摸到样

品，有强度，白度也好，就是硬点，这在中试线上是不能

做到的，因为浆太烫，开着机伸手取样很不安全。小试

的污水我也能马上用pH试纸检测，是中性，很好。邝工

你认为怎样？满意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只好笑而

不语，胡老就缓和地说：“邝工呀！你们加药是一次性地

就加完了，能不能分两次、三次的加药呢？这样就能使

化学反应透些，浆也软些，还可能节约药液。还有，你们

小试是一杯一杯地做，中试是一罐一罐地做，这样的形

式到真正的生产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罐和下一罐

浆的质量很难做到一致，这就是说浆的质量不稳定，还

有像这样一罐罐的生产方式，产量也提不上去，如此一

来，就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没有人愿意投资了。再有，

浆是中间产品，不是终端产品，终端产品利润远大于中

间产品利润，你要吸引投资，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做适合

你们浆高强、硬挺特点的终端产品的试验工作。”胡老零

距离地接触我们的小试，使我们有机会零距离地得到胡

老的教导，从始至今，使我们获得像胡老那样严谨作风

的回报。正因为我们接受了胡老的指教，使得现在的润

德生态纤维有限公司的秸秆纤维工程化项目，实现了边

进料、边出浆的连续化生产，同时在生产流程上也设置

了多处加药点，可以机动、灵活地加药，不过这条连续生

产的生产线上还有不足之处，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写到这，把我的思路跳到和技术团队夏工程师在

胡老去世前45天，我们在胡老家谈论到生产线的情况，

胡老慈祥地看着我们，鼓励我们说：“我听你们的好消

息，生产线你们就好好的改进吧！”时间一晃，45天过去

了，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胡老的亲切慈祥的目

光和开怀笑容。胡老平时爱喝点酒，我们在给胡老送花

圈的同时，敬上一瓶上等红酒，好让胡老在路上喝。胡老

您走好，走好……我们永远铭记您！

（编者注：本文由行业资深技术专家邝嘉龙先生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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