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们刚刚送别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又走进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2019年。

回望过去的岁月，中国造纸工业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样，经历了披荆斩棘、筚

路蓝缕、砥砺奋进、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和改革开

放初的峰回路转，到21世纪初的高歌猛进和近年来的调整转型，经过几代纸业人的

奋斗拼博，中国造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坚持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告别供需

短缺，实现产销平衡，一路迎难而进、踏浪前行，登上世界之巅，开创了引以为傲的

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2018年造纸行业虽然整体保持了基本平稳态势，但在宏观经济“稳中有变”“稳

中有缓”的形势下，也遭遇了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等困境，加上

外部环境变化，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化、环保管理加严等叠加在一起，使得造纸

行业整体生产和运行问题增多，困难加大，生产总量减少，经济效益下滑。

带着荣耀与挑战，我们走进了2019年。应该说，眼下造纸行业面对的困难，既是

产业周期波峰波谷的正常运行规律，也受产业内部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诸多不确

定偶然因素的影响。在中国造纸工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不止一次的面对过市场的

起起伏伏，也不止一次地应对过各种危机和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正视眼下的问题，扎

扎实实地应对解决，也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前景，以及中国这个世界最

大最具潜力的纸张消费市场所蕴藏的机遇，科学理性谋求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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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方向 直面挑战
在充满变革的新时代创造新的伟大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



2019年国家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包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等，同时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持续释放内

需潜力，这些经济政策都将继续利好造纸行业的发展。制浆造纸企业眼前的重点任

务应该包括：重点关注原材料市场的政策变化和价格波动，重视去库存降风险，持

续改善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着力优化品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科学研判市场走势，理

性投资合理布局，坚持创新驱动，完善环境治理解决方案继续大力节能减排。

长远来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纸业”是中国造纸工业的长期发展目标。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面前的使命更光

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我们面对前辈纸业人创造的伟大历史，

应继续坚定坚持“绿色纸业”发展方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创新能力，增

加新动能，把造纸产业建设得更优化、更合理、更绿色、更环保。

2019年，中国造纸协会会刊《中华纸业》亦将迎来创刊40周年。40年来，在众多

读者和纸业同仁的呵护关心支持下，《中华纸业》杂志与伟大时代同步伐，记录了一

段风雨兼程的历史。未来，《中华纸业》还将继续伴中国纸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的传

奇。

新年伊始，未来已来。千里不辞行路远，相信一段新的伟大征程将在我们脚下开

启。祝愿2019年纸业更美好，祝《中华纸业》读者朋友们和纸业同仁们新年新春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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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格及参数 Main Specification

型 号
Model

10FT
12FT
15FT
16FT
18FT
22FT
24FT

3000mm
3660mm 
4572mm
4877mm
5486mm
6706mm
7315mm

1200mpm
1500mpm
2200mpm
2200mpm
2200mpm
2200mpm
2200mpm

5600mm
5600mm
5600mm
5600mm
5600mm
5600mm
5600mm

120KN/m
120KN/m
120KN/m
120KN/m
120KN/m
170KN/m
170KN/m

1.0MPa
1.0MPa
1.0MPa
1.0MPa
1.0MPa
1.0MPa
1.0Mpa

直 径
Dia.

设计车速
Design speed

净纸幅宽
 Trim width

最大线压力
Max linear pressure

最大蒸汽压力
Max steam pressure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979年创刊  半月刊  第40卷第1期(总第449期)  2019年1月  上半月刊

Start Publication:1979  Semimonthly  Vol.40 No.1 Jan.,2019   

卷首语/Fore word 
坚定方向 直面挑战 在充满变革的新时代创造新的伟

大/赵伟

关注/Focus 
焦点 中国造纸协会发布工作意见：推进制浆造纸行

业二噁英减排（8） 生态环境部：2019年启动为期4年

的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9） 湖南省2019年加快造纸

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9） 东莞对重点排污企业实施

错峰生产方案（10） 河北全面排查工业固废堆存场

所（10） 中国造纸协会产生新一届环境保护专委会

（11） 山东东顺集团在香港成功借壳上市（11） 

现场 第七届RIS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楞纸会议成功举行

（12） 

数据 行情低迷，纸浆市场量价指数三连跌，等（13）  

浮沉 泉林集团荣获“中国企业品牌创新成果”，等（14）

特稿/Featrue
15-29 致敬岁月 创造伟大——《中华纸业》创刊40周

年系列报道

16 在华20载：百年芬欧汇川绽放新芳华/宋雯琪  杨晨

鸣

18 “森领未来，创想无限”，生物经济助力纸业可持续

发展——专访芬欧汇川特种纸纸业利益相关方关系总

监马源源/宋雯琪    

22 安德里茨在华二十周年专访：加速转型升级，开启本

地制造新时代/宋雯琪  杨晨鸣

27 峥嵘十五载 制浆与纤维业务部伴随安德里茨转型

升级/宋雯琪  杨晨鸣

管理/Management
54 “三步走”激活银鸽发展新动能/梁喜英

P30-53│Special

专 题：

砥砺前行，废纸回收利用
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目录

2018年，中国造纸行业在喧嚣中又度过了震荡的一年，按照惯

例，在一年之初，《中华纸业》将开始以专题的形式来回顾过

去一年里行业的发展。在第一期首先要回顾的仍然是行业里

最关心的话题——废纸。本期专题，我们将一同回顾过去一

年里，废纸回收利用行业里发生的重要事件，取得的成绩，

从政策、市场两方面分析行业的发展走势，并对2019年的趋

势做出预测。

31 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政策回顾及评析/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36 2017年中国回收纸回收体系发展概述/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42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经营指标分析/中国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47 废纸进口受限，中国纤维原料供应的思考与应对/徐婉成

51 图表分析2018年进口废纸分布/本刊编辑部  





06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处理造纸工业废水的应用研究综述

12 碱回收工段烟气脱硫脱硝新型处理技术的工厂应用

18 基于纤维疏解的造纸法再造烟叶产品涂布率检测方法

24 棉短绒打浆性能分析及其用于纱管纸的研究

29 铜版纸损纸系统微生物代谢影响因素分析及控制方案

33 卷烟纸中助燃剂含量三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37 白泥盘式过滤机BYG3714的研发及自动化控制

43 纸机传动控制系统通讯故障分析及处理

47 特种纸项目工程设计中的难点、特点和先进性

50 造纸涂料消泡剂的性能评价

53  长网特种纸机毛布的选择和使用

56  胶黏物控制酶在瓦楞原纸生产中的应用

58 造纸专业现代师徒制问题解析

环球/Global
57 基于2017年RISI全球百强榜单的分析/李凌云  李玉峰

环球扫描 

[欧洲] 芬欧汇川计划投资20亿美元在乌拉圭建设新浆厂，等

（63）

[美洲] 2018年11月，美国箱纸板月产量同比下降0.8%，等

（64-65）

[亚洲] 维美德为印度CPP公司供应生活用纸生产线，等（65-

66）

资讯/Information
投资建设 紫荆花纸业本色纸项目顺利下线，等（67-70)

管理运营 牡丹江恒丰纸业与远舢智能联手打造“恒舢云”，

等（70-72) 

会议活动 2018维美德奖学金颁奖典礼第二站在齐鲁工业大

学举行，等（72-73)

纵横/Survey
74 “环龙杯”第四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优秀作

品选登（二）：美丽纸世界

76 我国四十位古代造纸名人评传（一）/刘仁庆  刘军钛

CONTENTS

下期要目┃THE NEXT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979年创刊  半月刊  第40卷第1期(总第449期)  2019年1月  上半月刊

Start Publication:1979  Semimonthly  Vol.40 No.1 Jan.,2019   目录

08 China Paper Association promoted dioxins reduction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15-29 Series reports for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s 40th anniversary
16 UPM enters its prime age in China
18 UPM’s bioeconomy accompani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terview with Mary Ma, director of stakeholder 
relations, UPM Specialty Papers
22 Interview--Andritz’s 20 years development in China: 
Further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and localization

27 PPF division accompanies Andritz’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30-53 Feature: China paper recycling industry 
enters the transition period
31 Review and comment on the policies of recycling 
paper in China
36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recycling 
system in 2017
42 Operation analysis on China top20 recycled paper 
companies in 2017
47 Analysis and solutions for China fiber supply in face 
of limited recycled paper import
51 Looking into recycled paper importation in 2018 
through diagrams
54 Yinge’s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brings new 
driving forces
57 Analysis on RISI’s PPI Global Top 100 list
74 Outstanding works of “Vanov Cup” 4th China Paper 
Industry Photography Competition(Ⅱ): The beautiful 
paper world
76 Review of 40 celebrities in China’s ancient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P15-29 Series reports for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s 40th 
anniversary
It has been 40 years since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started publication in 1979.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we’ll continue to get close to some typical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and commemorate great 
moments in 40 years by telling their stories.

P16 UPM enters its prime age in China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UPM started 
her paces in China from 1998. The past 
20 years has witnessed UPM’s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a’s 
pulp and paper market. Till now, UPM 
has invested over $ 2 billion dollars totally 
in China, contributing a lot to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18 UPM’s bioeconomy accompani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terview with Mary Ma, director of stakeholder relations, UPM Specialty Papers

P22 Interview--Andritz’s 20 years development in China: Further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and localization
2018 register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ndritz’s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new 
headquarter building, Andritz entered a new era of growth in China. In the end of 2018,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r. Thomas Schmitz, the CEO of ANDRITZ China, and Mr. Gary Beckingham, the vice president of 
Andritz China and SE Asia, to share the 20 years’ development of ANDRITZ in China and operation plans in 

the future.

P27 PPF division accompanies Andritz’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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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China paper recycling industry enters the transition period

Recycled paper has long been the hotspot for the paper industry. In this feature, we’ll review the important 
events taking place in 2018,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from policy and market, and make 
some predic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 in 2019.
P31 Review and comment on the policies of recycling paper in China
P36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recycling system in 2017
P42 Operation analysis on China top20 recycled paper companies in 2017
P47 Analysis and solutions for China fiber supply in face of limited recycled paper import
P51 Looking into recycled paper importation in 2018 through diagrams

P54 Yinge’s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brings new driving forces
Henan Yinge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developed rapidly in 2018 with its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ing on internal growth, discovering market potentials, and seeking new investment points. Guided b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Gu Qi, Yinge’s chairman, Yinge has optimized it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enhanced the brand influence gradually.

P30-53 Special topic:>>>

CONTENTS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979年创刊  半月刊  第40卷第1期(总第449期)  2019年1月  上半月刊

Start Publication:1979  Semimonthly  Vol.40 No.1 Jan.,2019   





广告索引Advertiser Index/

第26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博览会 /第1期彩广17

2019年山东国际纸展 /第1期彩广18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 /封1

亚马逊化工（Amazon Papyrus Chemicals） /封2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封3

山东同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封4

安徽亚东金龙网业有限公司 /拉页1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拉页2

江苏尚宝罗泵业有限公司 /封二邻页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目邻广1

西安兴晟造纸不锈钢网有限公司 /目邻广2

聊城市太和造纸技术有限公司 /目邻广3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有限公司 /目邻广4

四川邦尼德织物有限公司  /目邻广5

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邻广6

〉制浆及辅助设备

河南晶鑫网业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0

北京恒捷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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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株洲新时代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9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湖南三匠人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8、9 

丹东博威磨片有限公司 /彩广13

山东瑞中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彩广14、15

九益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彩广20

■ 本期广告（2019年第1期）

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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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4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 /拉页1

振欣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封2邻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目邻广1

河南兄弟实业有限公司 /目邻广2

张家港仁恒环保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目邻广3

嘉兴市开元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 /目邻广4 

〉制浆及辅助设备

山东华屹重工有限公司 /彩广7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正面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6

焦作市真节能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0

淄博临淄春光机电有限公司 /彩广11

杭州潮龙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9

台州兴达隆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彩广20

泰州兴洲工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单广7

〉造纸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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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砀山金兄弟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3

温岭南方粉体设备制造厂 /单广4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6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广8

〉技术服务及其他

镇江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5

陕西商洛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单广6

泰州市金洲吊装设备有限公司 /单广7

泰州市永达绳业器材厂 /单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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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武县长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3

■ 下期广告（2019年第2期）

■ 招聘启事、会展消息及其他

论坛“展示墙”宣传企业介绍 /第2期彩广14-17

2019印度新德里国际纸展 /第2期彩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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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协会发布工作意见：

推进制浆造纸行业二噁英减排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经中国造纸协会

与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研究，并询相关方意见，近

日中国造纸协会以中纸协[2018]22号文发布“关于推

进制浆造纸行业二噁英减排工作意见的通知”（下称

“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噁英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中首批管控的物质，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

和人类健康的重要化学污染物。2007年国务院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NIP）。

根据国家实施计划（NIP），制浆造纸行业在二

噁英控制和减排方面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了部

分旧源技术改造并明确禁止了新厂采用元素氯漂白工

艺，取得了较好效果，基本控制了新增排放源。

为进一步履行公约要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关

法律法规，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进一步加大制浆

造纸行业二噁英减排力度，促进行业向绿色纸业方向

发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主要目标：

按照国家实施计划（NIP）及其他法律法规要求，

制浆造纸行业于2025年前全面实施二噁英减排最佳

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BAT/BEP）措施和相关清洁

生产技术，力争实现生产过程二噁英现有源的改造，

并建立制浆造纸行业二噁英减排长效机制。

主要措施：

（1）贯彻适度经济规模要求，以先进产能代替

落后产能。依法淘汰、关停二噁英不能达标排放的企

业。新建化学木浆生产线起始规模在单条生产线30

万吨/年及以上，新建设的竹子及蔗渣、芦苇、麦草等

非木材化学制浆生产线起始规模应在单条生产线10

万吨/年以上；技术改造的化学木浆生产线起始规模

在单条生产线10万吨/年及以上，化学竹浆生产线起

始规模应为单条生产线5万吨/年及以上，蔗渣、芦苇

及麦草化学浆生产线起始规模应为单条生产线3.4万

吨/年及以上。

（2）在示范企业开展的二噁英减排BAT/BEP改

造运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BAT/BEP的技术培

训和经验推广及二噁英污染防治知识的宣贯工作，积

极推进清洁生产审核，推动元素氯漂白企业开展无元

素氯漂白（ECF）等低污染制浆技术改造，实现现有源

持续减排。

（3）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加大对低污染制浆技

术和装备的研发和应用，重点解决中小企业技术改造

和技术及装备升级换代的问题，提升清洁生产和污

染防治技术装备总体水平。

（4）随着技术与装备水平提升，定期更新行业

BAT/BEP技术导则，为行业二噁英减排提供技术指导。

（5）进一步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加强企业管

理和技术人员在环境监测、环境应急以及生产过程

中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培训，提升其环境管理

水平。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台账记录，

及时公开执行报告和相关信息，加强生产过程和末

端治理的环境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避免管理不当

造成的环境污染。

（6）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开展宣传教育，增加公

众对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的了解，促进公众在行业

二噁英减排和污染防治中的参与度，推广无元素氯漂

白的纸浆产品和无需漂白的本色浆产品，进一步引导

公众绿色消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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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

2019年启动为期4年的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

题案卷梳理阶段，并安排专门人员继续紧盯地方边

督边改情况，确保尚未办结的群众举报能够及时查处

到位、公开到位、问责到位，确保群众举报件件有落

实、有回音。

相比2018年上半年开展的第一批“回头看”工

作，第二批“回头看”的5个督察组名称已悄然发生变

化，在原来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基础上增加“生态”二

字，这也体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三定”方案，原国家环境保

护督察办公室在更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

室”后，明确为环境部的21个内设机构之一，负责监督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拟订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并组织实

施，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织协调工作，承担

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2018年12月15日，生

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南宁年会上发言时说，2019年开始，新一轮督察将全

面启动，计划再用4年时间，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工作，“计划前三年还是常规的全面督察，最后

一年开展‘回头看’。”

根据环境部此前发布的消息，截至2018年12月6

日，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5个督

察组已全部完成督察进驻工作。进驻期间，督察组共

受理有效举报38133件，合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

37679件。地方已办结26873件，其中，责令整改12240

家；立案处罚2991家，罚款21414.36万元；立案侦查

186件，行政和刑事拘留88人；约谈1804人，问责2177

人。

根据安排，各督察组已进入督察报告起草和问

湖南省2019年加快造纸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

本刊讯 2018年12月25日至26日，湖南省经济工作

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发表讲

话，总结2018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19年经济工作，明确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在讲话中对2019年经济工作作出具

体部署。

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改善供给结构、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必须保持定

力、扭住不放。要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

方针，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

手段，做好“破旧”“立新”两篇文章，加快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破旧”，就是破除旧动能，持续推进“僵

尸企业”出清，加快煤炭、非煤小矿山、烟花爆竹、

造纸、冶炼等领域过剩、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立

新”，就是培育新动能，从搞活微观主体入手，以提

升产业链水平为目标，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

能动性，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建立公平化、

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脱颖而

出、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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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对重点排污企业实施错峰生产方案
造纸等排放涉颗粒物的企业，限产50%

起至2019年1月31日，需要实施停产检修。而家具制

造、制鞋、金属表面涂装等重点VOCs行业的企业，每

天10时至16时臭氧峰值时段，应该自觉停止VOCs排放

工序的生产。

东莞市大气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摸底和

排查，目前将全市905家重点排污企业纳入错峰生产

名单，主要涉及大岭山、东城、高埗、厚街、虎门、寮

步、南城、石碣、万江、长安等10个镇街。

根据《方案》，各镇街对照名单，对辖区内重点

排污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与错峰生产企业签

订落实限产停产措施的《承诺书》，督促企业按照要

求严格认真落实。在一级警戒天气期间，将根据错峰

生产计划，采取停止或限制工业用电、用水等措施确

保错峰生产落实到位。

本刊讯 涉VOCs排放企业和涉颗粒物排放企业，

现在进入错峰生产模式。2018年12月18日，从东莞市

大气办了解到，《东莞市实施重点排污企业错峰生产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已

正式印发实施，2018年底至2019年1月31日，全市将对

涉VOCs排放及涉颗粒物排放两大类共905家企业实

施差别化错峰生产，有针对性削减近期主要污染物峰

值，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对企业错峰生产提出了明确的指引，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分行业、分时段”错峰生产。

其中，对于火电、造纸、陶瓷、玻璃、印染等排放

涉颗粒物的企业，从即日起至2018年12月底限产50%。

在有可能发生2天以上轻度或以上污染的一级警戒天

气，这类企业应该停产检修。而未完成燃煤锅炉、生

物质燃料锅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的企业，从现在

河北全面排查工业固废堆存场所

本刊讯 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近日印发《河北省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方

案》（以下简称《整治方案》），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工业

固体废物堆放场所环境隐患，核查堆存场所“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设施情况。

整治方案明确提出，此次全面排查要摸清工业固

体废物，包括尾矿、煤矸石、工业副产石膏、粉煤灰、赤

泥、冶炼渣、电石渣、铬渣、砷渣以及脱硫脱硝除尘产生

的固体废物堆存（贮存）场所底数。核查所有堆存场所

“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情况。对存在问题和

隐患的堆存场所，按照相关标准逐一制定整治方案；对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治并进行验收。

此外，自2019年1月起，河北省所有产生工业固体废

物的单位，要通过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管理平台，

定期申报工业固废种类、产生量、流向、处置、贮存等资

料，全面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的监管。

按照整治方案要求，河北将在2019年2月底前完成

排查工作，筛选出“三防”措施不到位以及存在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隐患的问题堆场；4月底前，按照“谁产生、

谁治理”原则，由责任主体逐一制定环境整治方案，完

善防护措施；9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并逐项验收。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对各地

进展情况进行抽查。对排查不彻底、工作进展慢、整治

标准低的，予以曝光、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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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顺集团在香港成功借壳上市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018年12月3日，山东省“香港周”泰安投资促进恳谈会暨冠均

国际成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盟科控股交接仪式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隆重举行，泰安市委

书记崔洪刚，东顺集团董事长陈树明、经营总裁陈小龙等泰安市代表团领导成员以及香

港客商出席交接仪式。崔洪刚、陈树明等共同推动引擎见证冠均国际成功收购上市公司

股权。

仪式上，东顺集团经营总裁陈小龙致辞，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东顺发展的各级领

导、公司客户、来宾朋友、各界友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和热烈的欢迎。东顺将以香港上市

公司平台为新的起点和契机，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突出的技术装备能力和产业链集聚

优势，借力资本市场，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治理结构，为打造国际一流品牌企业而奋

发努力，以更加优良的业绩和优质的服务，回报投资人、回报合作伙伴、回报社会各届的

信任和厚爱。

中国造纸协会产生新一届环境保护专委会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为了使我国制浆造

纸企业深入了解和适应我国环境管理形势的变化，做

好技术准备和积极的应对措施，中国造纸协会启动了

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并于2018年11月11日

在浙江宁波召开了换届会议。会上，按照《中国造纸协

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专委会审议通过了

第三届成员名单，并对新一届委员会工作进行了部署。

新一届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国造

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副主任委员为轻工业环境保护研

究所所长程言君、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春昱、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靳福

明等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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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RIS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楞纸

会议成功举行

本刊讯（R I S I 消息) 第七届RISI国际废纸及

箱板瓦楞纸会议（RISI International Recycled 

Fiber and Containerboard Conference 2018）12月

6-7日于深圳举行。本届会议吸引了来自26个国家、122

家公司、183位业内知名企业的管理、市场、采购等人士

参加。

本届会议由RISI公司PPI Asia助理新闻编辑王潇

女士主持，大会在RISI锐思中国总经理李炜先生的开

场词中拉开帷幕。在此次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16位来

自海内外行业协会、咨询公司，以及行业上下游知名企

业的演讲嘉宾，围绕着“后政策影响时期——供需市

场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一主题，从行业整体发展的视角

出发，解读宏观经济、区域市场发展规律，展望废纸行

业、箱板纸以及箱板瓦楞纸市场发展趋势。

中国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振雷博士首先登台，

他的演讲从行业组织的角度出发，向大家介绍了中国

包装纸和纸板的现状，面临的形势与挑战以及应对措

施。山鹰国际战略规划中心总经理黄正侃先生带来了新

固废进口政策下，企业如何调整及应对的精彩演讲，从

如何填补外废进口限制导致的原料缺口，如何减少原

料需求以及如何提高原料的周转速度和稳定性几大层

面展开探讨。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唐艳菊女士

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新政策新形势下，国内废纸回收行业

发展趋势，介绍了相关产业政策引导方向及效应，过去

一年内国内回收纸行业发展概况以及国内回收纸行业

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中国对废纸进口的限制已经改变全球纸再循环流

动和商业动态。来自Moore&Associates的Bill Moore

先生在他的北美和欧洲废纸回收的趋势：中国废纸进

口新政带来的影响的演讲中，阐述了中国政策变化如何

改变废纸出口流量以及欧洲和美国市场的不同之处。

CellMark副总裁Dan Cotter先生分享了全球回收

纸行业展望——全球废纸贸易流分析，对美国废纸需

求情况、全球废纸贸易流和未来市场趋势展开分析。

Tradecom International公司创始人Inder 

Aurora先生在中国固废进口政策对印度以及全球市场

的影响的演讲中，梳理了印度造纸现状、进出口情况以

及面临的挑战、风险和机遇。

建发纸业公司企业发展部经理翁海东先生以中国

造纸纤维市场的再平衡——从大宗商品贸易视角为主

题，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市场的废纸纤维和原生木浆如

何相互影响、中国造纸纤维市场再平衡的关键因素和

展望政策与政治长期影响。

Gruppo X di X Gruppo srl股东Marion Sterner

女士在采用新型工艺制造的新型纵向瓦楞纸的演讲

中，介绍了瓦楞纸生产的新工艺。

主办方RISI的三位嘉宾，纸业联讯废纸分析师徐

婉成女士、包装纸高级分析师陈春杰女士和工厂信息

部高级产品经理Sampsa Veijalainen先生分别分享了

中国回收纸市场回顾与展望、中国箱板瓦楞纸市场格局

变化和中国箱板瓦楞纸厂的资产质量与成本竞争力的

演讲。

会议期间的两场圆桌论坛，内容亦颇为出彩。论坛

嘉宾们着重围绕：固废进口限制政策的实施产生的影

响，海外废纸及国废供应商如何满足纸厂对再生纤维

的需求，全球废纸贸易流再平衡中产生的机遇和挑战，

纸厂建立独立再生浆厂与海外投资的利与弊，文化纸

机转产包装纸板的可行性以及出口原生浆和再生浆进

口机遇等热门话题展开讨论，

本届大会也获得了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CRRA）和Moore & Associates等单位的支持。

深圳
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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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低迷，纸浆市场量价指数
三连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018年11月份，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小幅回落，CPI、PPI同比

涨幅也均有所回落。而造纸行业景气度也继续回落，

纸张市场需求疲弱，价格走低，纸厂减少纸浆采购

量，导致本月纸浆市场成交连续第三个月量价齐跌。

据统计，11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

下滑6.12%至126.30点，物量总指数环比下滑1.82%至

77.61点，价格指数降幅有明显增加，而各分类纸浆

价格及物量指数也全部下滑。

具体来看，11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下滑

6.01%至129.90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1.88%至79.96

点。本月漂针浆市场下游需求依旧清淡，市场交投不

旺，库存高企，漂针木浆期货上市前，其现货价格呈

小幅下滑走势。期货上市后，由于对后期市场预期普

遍悲观，针叶浆期货价格连续走低，叠加现货市场

清淡需求，月底针叶浆现货价格出现大幅下滑。外盘

方面，在市场需求疲软以及期货上市的压力下，浆厂

放弃高位坚守，下调11月份漂针木浆外盘价格，降幅

30-60美元/吨，主流品牌降至810-820美元/吨左右。

漂针木浆期现货价格同时下跌，反映了纸浆市场的惨

淡现状，后期下游纸张市场需求预计改善希望不大，

春节前针叶浆市场依旧看空为主，但或有企稳调整。

49.4％

2018年12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2月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比上月回落0.6

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自2016年8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

线，且创下2016年3月以来的新低。制造业疲态显现，经

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70%

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G o l d m a n 

S a c h s）近日发布报告称，对中国纸业板块的看法转

至审慎，由于新增产能速度增快、加上消费放缓等原

因，导致2018、2019两年的需求疲弱，预期箱板纸的

供需情况将会大幅恶化。由于进口增加，该行预计行

业的利用率将从2017年的83%下降至2018年的75%，

2019年进一步跌至70%。

56.18万吨

2018年前三季度生活用纸总出口量56.18万吨，同

比微涨0.25%。出口额同比增长12.17%，平均价格2616

美元/吨，同比增长11.89%。出口产品仍以成品为主，

占总出口量的73.00%。中国生活用纸出口量价齐增，相

比2017年同期，出口略有回暖。

500亿件

据国家邮政局2018年12月28日消息，中国2018年

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总量达世界第一，超美日欧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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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林集团荣获“中国企业品牌创新成果”

近日，由中国质量协会举办的“2018品牌创新

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发布了“中国企业品

牌创新成果”名单，泉林集团“‘泉林本色’品牌建

设规划与实施”成果，从近400家企业的500余个成

果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陈洪国、李洪信入选“改革开放40年 

品牌山东40人”

2018年12月20日，“山东品牌40年峰会暨改革

开放40年，品牌山东40人”颁奖盛典举行，晨鸣纸业

董事长陈洪国，太阳纸业董事长、总经理李洪信等

40人荣获“改革开放40年，品牌山东40人”荣誉。

沈根莲荣获“第三届四川省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2018年12月29日，第三届四川省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暨省工商联十一届三

次执委会议在成都召开，环龙集团沈根莲女士荣

获“第三届四川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称号。

太阳纸业荣获山东省校企合作示范单位

2018年12月21日，山东省职工教育协会和山东

省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对2018年度山东省校企合

作示范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授予太阳纸

业“山东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

国家质监局：11家纸箱厂产品不合格

2018年12月27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

网公布瓦楞纸箱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抽查

发现长治市潞安包装等11批次产品不符合标准的规

定，涉及到空箱抗压强度、耐破强度、纸板厚度、粘

合强度项目。

济南发现5个批次纸制品类商品不合格

近期，济南市工商局委托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全市流通领域销售的包括

卫生纸、纸面巾、纸杯、纸尿裤等在内的纸制品类商

品质量进行了法定抽查检验。经检验，广东万安纸

业有限公司等5个批次的纸制品类商品被判定为不

合格。

临猗县清源纸业被多部门联合惩戒

拖欠9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89510元，经当地

人社局多次通报、强烈要求后，临猗县清源纸业有限

公司仍然拒绝支付工资。近日，当地政府将临猗县

清源纸业有限公司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海关查获纸尿裤芯体洋垃圾21.12吨

日前厦门某工贸有限公司向厦门海关申报进口

一批“次级高吸水性树脂”，现场关员查验发现，该

批货均为塑料桶装，部分外裹塑料膜，包装外无相

关货物品标识，且部分塑料桶存在不同程度破损，

关员发现桶内物体为白色粉末，品质较差，有较大

的固体废物特征。经专业机构鉴定后，21.12吨“次

级高吸水性树脂”为禁止类进口固体废物。

浮沉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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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岁月  创造伟大
《中华纸业》创刊40周年系列报道

从2018到2019，我们致敬了改革开放40周年，又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风云激荡，斗转星移，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民用勤

劳的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造纸工业亦从百废待兴中，一路迎难而

进、踏浪前行，登上世界之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2019年对于《中华纸业》亦将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是发刊于改革开放春风中1979年的《中华纸业》杂志创刊40周年，也是创办于

世纪之交互联网浪潮前夕1999年的中华纸业网上线20周年。

40年，450多期杂志，10000多篇文章和资讯，数以千万计的文字和图表，一本杂志伴

随着一个产业的砥砺奋进茁壮成长。40年来，在众多读者和纸业同仁的呵护关心支持下，

《中华纸业》杂志与伟大时代同步伐，记录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这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岁月。2018年，《中华纸业》杂志组织了“致敬岁月 创造伟

大——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专题”，选择刊发了10家造纸企业的创业故事。数十年来，他

们共同在中国大地上，在伟大时代下成长发展，走出了不同的轨迹，形成了各自的企业精

神，是中国造纸业成长发展的样本。

2019年，我们将延续“致敬岁月 创造伟大”这一主题，继续寻访我们的同路人，重点

报道那些有年代感的企业、机构和人物，用一段段不同的历程，纪念来时路，开启新征程。

2019，初心依旧，让我们继续以梦为马，并肩前行，迈向伟大。

特 稿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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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20载：百年芬欧汇川绽放新芳华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杨晨鸣  

刚刚过去的2018年，一系列致

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唤起了中

国社会的集体记忆。在那个激昂的年

代里，改革的春风吹醒了众多国人的

创业激情，开放的大门也迎来了一家

家飘洋过海而来的“客人”。1998年，

伴着“相约九八”的歌声，来自北欧

的全球森林和浆纸业巨头芬欧汇川

来到中国，开启了这家百年老店的又

一段光辉岁月。

2018年11月8日，芬欧汇川将她

在中国的20岁生日庆典，选在了令全

球瞩目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现场。“芬欧汇川是中国经济腾飞的

见证者，对我们而言，中国市场意味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市场在集团

全球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战

略地位。”芬欧汇川集团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贝松宁（Jus s i Pe sonen）在

庆典上说道。

的确，过去20年间，伴随中国经

济的腾飞，纸张产品的需求保持快速

稳定的增长，芬欧汇川在中国投资总

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

止芬兰在华最大的单项投资项目，对

中国市场的持续投资为亚洲新兴市

场的未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芬欧汇川开启在华投

资，收购了中国常熟纸厂的多数股

权，标志着在中国增长战略的开始。

2000年，芬欧蓝泰标签在上海开业。

2005年，在原有涂布纸机的基础上，

常熟工厂新增了一台未涂布文化纸

机。2007年，在常熟成立亚洲研发中

心，芬欧蓝泰常熟工厂正式投产，次

年成立亚太区供应链中心。2011年，

亚太区纸浆销售团队正式成立，为

纸浆直接销往中国奠定基础。2016

年，常熟工厂投资安装三号纸机，生

产特种纸和文化用纸。2017年，投资

10万吨复印纸裁切线，中国团队纸浆

销量突破100万吨......

特 稿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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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欧汇川特种纸纸业执行副总

裁爱博德（Bernd Eikens）说：“持

续投资表明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

期承诺。”爱博德表示，芬欧汇川的

战略是通过专注于精心挑选的产品

细分市场，来树立强大的市场地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高端办公用纸，

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这个领域拥有相

当大的市场份额。在中国的投资也支

持了芬欧汇川在相邻地区市场的发

展，芬欧汇川常熟厂区也是UPM亚

洲研发中心和亚太地区供应链中心的

所在地。

20年中，芬欧汇川始终坚持深

耕中国市场，重视环保和研发，着眼

于全工艺链的环保效能提升，曾六度

上榜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榜单并

荣膺行业领袖。在集团全球“2030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制定了一

系列可持续发展方针战略，致力于实

现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总投

资5.5亿元人民币，不断提升工厂环

境绩效，科研投资约5760万人民币，

并将继续增加中国的研发技术经费。

随着中国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环

保绩效将为芬欧汇川带来独特的竞

争优势。

在华20年，芬欧汇川正值桃李

年华。过去的20年，是芬欧汇川立

足中国、扎根中国的20年；是砥砺前

行、稳步推进的20年；是面向市场、

蓬勃发展的20年；也是坚定步伐、蓄

力未来的20年。

“对于高端办公用纸的需求在

持续增长，但中国目前的消费量仍远

低于欧洲。”爱博德提到。据介绍，

芬欧汇川着眼于未来增长，将在常熟

工厂开展进一步投资。当第二台超

压机在2020年初准备就绪时，三号

纸机的产能将得以进一步提高，使

UPM成为亚洲最大的标签离型底纸

生产商之一。

对于未来，贝松宁承诺道：“随

着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芬

欧汇川也将以创新的、负责任的解决

方案支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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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领未来，创想无限”，生物经济助力纸业可持续发展

--专访芬欧汇川特种纸纸业利益相关方关系总监马源源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访谈】

目前，芬欧汇川集团全球业务遍布六大领域：生物精炼、能源、标签、特种纸、传媒用纸和胶合

板，2017年销售额约100亿欧元。在中国及亚洲，业务主要聚焦于文化用纸、特种纸、标签、纸浆、木材

和胶合板业务。

作为芬兰森林行业企业代表，芬欧汇川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芬兰国家展台，展出了代表公

司先进理念的明星展品——Biofore概念车。这件承载着芬欧汇川全新品牌承诺“绿尽其能 创想无限”

（UPM Biofore-Beyond Fossils）的创新展品，代表了森林工业最前瞻的行业理念和最先进的材料技术。

进博会期间，中华纸业杂志社邀请到了芬欧汇川特种纸纸业利益相关方关系总监马源源女士接受专访。

自2008年加入芬欧汇川以来，她已经在芬欧汇川工作了十余年的时间，拥有高超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工

作经验。在此，她为我们分享了芬欧汇川在华的战略理念以及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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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20年砥砺前行

《中华纸业》：自1998年建立常熟

纸厂开始，芬欧汇川20年来在中国的发

展可以总结为几个阶段？

马源源：芬欧汇川于1998年正式

进入中国，是在一系列产品升级、产能

扩张和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发展壮

大的。常熟工厂建厂之初，只有一台

纸机（PM2）。经过多年发展，于2005

年投资建设第二台纸机（PM1），主

要生产复印纸，使文化用纸产能提高

了45万吨。2016年，常熟工厂三号纸机

（PM3）正式投产，这对芬欧汇川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三号纸机是

目前世界上产能最大的离型原纸纸

机，总投资额高达2.77亿欧元，年产

能60万吨，生产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标

签底纸。这台纸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

独特的“切换概念”，不再是只能生

产一种产品，而是能够根据市场及客

户需求，在不同产品间的生产进行切

换，包括高档文化用纸、复印纸、特种

纸和标签纸等。这极大地提高了纸张

生产效率，有助于降低能耗，标志着

公司能够直接在中国工厂生产更广泛

的优质产品，开启了公司新的发展阶

段。

《中华纸业》：芬欧汇川于2009

年提出了“绿尽其能，森领未来”战略，

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发展战略。

马源源：“绿尽其能，森领未来”

在英文中是BIOFORE，BIO代表生

物，FORE有两个含义，一是森林资

源，二是致力于做行业领军企业。这

一战略体现了公司坚定不移发展生物

经济和森林工业的决心，对当时正处

于整体战略变革中的芬欧汇川起到了

精准的定位作用，以更好的、更创新的

方式重新定义了这一产业。尤其在过

去十年里，指引芬欧汇川在生物经济

和森林行业开发及创新方面取得了很

多突破。

《中华纸业》：常熟作为芬欧汇川

在亚洲最早建立、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基

地，常熟基地的功能分布是怎样的？

马源源：常熟位于长三角区域，

工厂厂址距离上海不远，坐拥长江上

便利的港口，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这

也是当初集团选择常熟作为生产基地

的原因。目前，除了纸厂之外，常熟厂

区也是芬欧蓝泰标签工厂、亚洲研发中

心和亚太区供应链中心的所在地，具

备了完善的产品生产和研发能力。在常

熟工厂三号纸机投产以后，每年可以

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客户生产140

万吨全木浆标签材料和高级纸张。

立足中国，勇于开拓

芬欧汇川在常熟投产的三号纸机，是目前世界上产能最大的离型原纸纸机。

《中华纸业》：20年来，中国市场

在集团全球产业布局中占有什么战略和

投资地位？

马源源：目前中国市场销售额占

集团总额的12%-13%，随着中国经济

水平的提高，预计未来中国市场份额

还将继续攀升。除了高级文化纸、特

种纸和标签产品以外，UPM还在中国

销售纸浆、胶合板和锯木等产品，目

前纸浆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吨。公司

在上海设有亚太区市场和营销总部，

在北京、武汉和广州设有分公司，中国

公司的供应链除了中国市场之外，还

覆盖整个亚太地区。例如在悉尼、东

京、首尔和新加坡都设有销售办公室，

其中新加坡办公室是东南亚的市场中

心，悉尼办公室覆盖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及周边地区，各个部门之间既有业

务合作也有各自独立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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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对于芬欧汇川的所

有纸种，目前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和发展

前景如何？

马源源：高级办公用纸是与国家

GDP的增长是成正比的，所以中国对

于高端办公用纸的需求也在平稳增

长，公司在中国市场也占有相当大的

市场份额，虽然中国目前的消费量仍

远低于欧美，但未来发展潜力还是很

大的。标签纸的发展前景也很明朗，

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特种纸和

标签纸需求还将持续增长。此外，在

纸浆销售方面，因为目前仍处于卖方

市场阶段，纸浆市场价和利润较高，

对公司整体业绩贡献很大。

重视科研投入，追求技术创新

《中华纸业》：在科研方面，2007

年，芬欧汇川投资5760万人民币建立了

亚洲研发中心，建立十年以来，在技术

研发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马源源：设在常熟的亚洲研发中

心是芬欧汇川集团继在芬兰、德国和

美国之后，在全球投资建立的第四大

研发机构，也是集团在亚洲的主要研

发基地。基地拥有完备的纸张和纸

浆研发、标签及化学分析、压敏胶产

品开发和其它应用设备，致力于纸产

品、绿色纸浆、标签材料、木产品、生

物化学品、纤维复合材料等领域的研

究开发和技术应用，并为芬欧汇川集

团在中国和亚太区的生产部门提供生

产支持和客户技术服务支持。尤其在

过去三年中，所涉及的研发项目37项，

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和对外合

作等形式，转让获得发明专利2项，申

请使用新型专利20多项，申请发明专

利4项。

《中华纸业》：为了使产品更契合

中国市场，芬欧汇川在技术研发本地化

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马源源：从建立亚洲研发中心

起，集团就注意到了技术创新本土化

的重要性。芬欧汇川非常重视与中国

大学、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建立广泛

且密切的产学研合作网络，目前已经

与南京林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

津科技大学、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常熟理工大学等产学研机构，在纸

张、纸浆、标签和纤维复合材料等领

域都进行过合作研究，开发或者改良

适合中国本土的产品。

生物经济助力造纸行业可持续发展

《中华纸业》：请具体介绍下

“More with Biofore in China”(绿尽其能)

可持续发展项目以及芬欧汇川在中国造

纸领域取得的环保突破。

马源源：“More with Biofore 

in Ch ina”（绿尽其能）是常熟纸厂

于2016年在集团2030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指引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

节水，最终目标是实现废水零排放，

致力于将吨纸水耗降低到3立方米，

通过闭合造纸过程中的水循环，综合

利用深度处理过的废水；二是降低能

源消耗，减少煤耗，发现更多可再生

进博会现场，芬欧汇川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介绍

“UPM Biofore概念车。

生物能源，减少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排

放。目前，芬欧汇川在中国的环保投资

达到了5.5亿人民币，着眼于全工艺链

的环保效能提升。随着这个项目在中

国的实施，芬欧汇川常熟纸厂在环保

和资源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成

为中国第一家获得欧盟生态管理和审

核体系(EMAS)认证的企业。自2005年

以来，耗水量降低了65%，电力能耗降

低了25%，废物填埋量降低了90%，现

在纸厂99%的废弃物都是回收再利用

的。2017年，常熟工厂的总能耗进一步

降低2%，未来还将继续为节能降耗进

行技术和工艺创新。

《中华纸业》：进博会期间，芬欧

汇川的明星展品“UPM Biofore概念车”

首次在中国亮相，能否介绍下它是如何

展现集团在生物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

马源源：Biofor e概念车采用可

再生生物材料和可再生柴油，以创新

的生物材料替代传统由塑料制成的

汽车零部件。车中使用的所有生物材

料均为可安全回收利用的纤维素复合

材料或可热塑成形的木质材料。用于

Biofor e概念车的材料包括可回收生

物复合材料UPM FormiTM，使用后高

达50%的油基不可再生原料都可用可

再生纤维代替；具有独特成形性能的

可热塑成形的木材UPM GradaTM，

应用于概念车带来新的设计可能；

该车使用可再生燃料——U P M 

BioVernoTM，产自纸浆生产的副产物，

能减少高达80%的温室气体排放。这

都展现了芬欧汇川“森领未来，创想

无限”的品牌承诺，承载着芬欧汇川

突破性的创新精神，寄托了对进博会

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期待和信心。

《中华纸业》：随着“十三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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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台，中国政府正在加速促进创新，

引导外资进入生物经济等新兴产业，芬

欧汇川将如何抓住这一契机发展森林

和生物经济等优势产业？

马源源：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

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公司注

重建立循环经济、资源效率及创新发

展模式，将高科技融入传统工业，实

现产业转型。在造纸行业，随着环保

趋严，我们作为环保型的造纸企业也

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我们也会

把握有利机遇，使公司“森领未来，创

想无限”战略契合中国的绿色发展理

念，将芬兰的生物经济和森林行业开

发经验带入中国，为中国提供高效生

产的可再生产品，解决社会能源和环

保瓶颈。

芬兰企业的“中国心”

《中华纸业》：2018年底，UPM第

七次荣膺“中国杰出雇主”，请介绍下20

年中UPM在中国的人才战略发展。

马源源：“勇于创新、相互信任、

携手共进”一直是公司发展和人才战

略的三大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的引

领之下，芬欧汇川中国团队建立了平

等的企业文化，推行扁平化管理，提

高运营和决策效率，并关注员工的职

业发展，使员工的声音和意见得到尊

重与重视。此外，对于生产一线的工作

人员，会长期关注员工健康与安全，通

过严格的管理培训以控制重大事故的

发生，为员工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

在人才本土化方面，我们会与高校合

作，通过共同研发或设置奖学金，不

断培养涵盖制浆造纸、化学、复合材

料、生物化学、环保等领域的专业人

才，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使

企业能够真正适应中国市场的发展。

《中华纸业》：20年来，芬欧汇川

在华投资已累计达20亿美元，下一步在

华投资重点和发展方向将有何调整或

转变？

马源源：未来在华投资会随着市

场需求的变化而随时做一些调整，目

前而言中国市场整体需求还是呈增长

态势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其中，标签纸需求与生

活水平息息相关，具有很大的市场潜

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标签纸需求也将持续增

长，尤其是快递标签增长迅猛，所以

芬欧汇川将扩大标签纸投资，继续致

力于增加特种标签纸的产量。第二台

超级压光设备将在2020年初准备就

绪，届时三号纸机的产能将得以进一

步提高，使芬欧汇川成为亚洲最大的

标签离型底纸生产商之一。

随着中国电商市场的发展壮大，

未来还有可能投资开发包装用纸领

域。2018年是UPM在华发展的第二十

年，我们也将继续秉承全球视角的创

新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不断开放的

经济贸易格局中，为中国市场带去更

多高效且环保的产品和技术，在获得

业务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助力中国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后记：森林工业是芬兰最重要的

产业之一，贡献了该国18%的工业产值和

15%的就业岗位。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十三五”规划都强调实施更严

格的环保法规，意味着环保型纸企将有

更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消费者环保

意识的提高，环保绩效也将为芬欧汇川

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作为从芬兰走来

的森林工业领导企业，二十年来，芬欧

汇川为中国造纸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未来也将伴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社会同步

伐，与中国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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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中国在华二十周年专访：

加速转型升级，开启本地制造新时代

来到位于佛山张槎的高新科技产业园，远远望去，有一幢崭新的现代化大楼高高矗

立，这便是安德里茨刚入驻的新总部大楼。正值安德里茨在华二十周年之际，新总部大楼

的开业，也标志着安德里茨在中国的发展即将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全球领先的工

业集团，安德里茨集团总部位于奥地利格拉茨（Graz,Austria），成立于1852年，业务涉

及水电、制浆造纸、金属行业、市政和工业领域的固液分离以及动物饲料和生物质颗粒

等，年收入约60亿欧元，在全球拥有超过280个分支机构覆盖40个国家。 

在安德里茨中国新总部大楼，我们有幸见到了安德里茨中国区总裁托马斯·施密茨

（Thomas Schmitz），严谨认真又不失风趣，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施密茨先生对中国

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安德里茨在华多年的发展感受颇深，在此，应《中华纸业》的邀请，

他为我们分享了安德里茨在华二十周年蓬勃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公司未来的畅想。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杨晨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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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奥地利在华投资的龙头企业，安德里茨在中国

已经走过了二十个春秋，正迈入蓬勃发展的青年时代。与

近170年的企业历史相比，安德里茨进入中国的二十年似

乎显得比较短暂，但这并未妨碍她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二十年转瞬即逝，但对于安德里茨而言，却见证了她在中

国发展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她的种种辉煌。随着中国社

会的飞速发展，这家老牌奥地利工业巨头也正在中华大

地上焕发着新的勃勃生机。

扎根佛山，不断发展

谈到公司一开始选择佛山的原因，施密茨坦言：“一

开始安德里茨选择佛山，是因为公司想为旗下的泵业务

进入中国寻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而佛山水泵厂就是一

个良好的选择，所以1997年，我们与佛山水泵厂合作成立

了合资公司，开启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20世纪90年代末，安德里茨集团从奥地利来到中

国，并成立分公司。安德里茨与佛山水泵厂合作，成立了

合资企业——佛山肯富来安德里茨泵有限公司，开始深

耕中国市场。此后，安德里茨逐渐加快发展的步伐，2002

年，在佛山成立独资公司——佛山安德里茨技术有限公

司，当时的业务主要集中于市政和工业的环保工艺、制浆

造纸的浆料制备，以及水泵和浆泵。2012年正式更名为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说起二十年来安德里茨在中国的几个发展阶段，施

密茨介绍到：“成立合资企业之后，随着业务不断发展，

在2002年又成立了我们自己的独资公司，发展制浆造纸、

分离业务、水泵浆泵等。从2002年以来，公司逐渐迈入高

速发展阶段，到2010年期间，陆续整合了旗下各个业务领

域，其中北京分公司主要负责水电业务，上海分公司负责

金属业务，无锡分公司负责无纺布业务等。2010年之后，

我们开始加速本地化脚步，以本地市场为中心，培育本地

项目经理和工程师等专业人才，本地研发团队也日渐成

熟，逐渐拥有自己的设计和研发力量，市场份额进一步扩

大，同时，制浆造纸业务在海外市场也逐渐拓展开来。”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佛山地处我国“一带

一路”的前沿阵地、创新高地以及金融核心区域，发展速

度迅猛，是广东省的制造业基地，为安德里茨业务的持

续发展创造了条件。扎根佛山二十载，如今的安德里茨已

成长为一个在多个关键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在中国制浆

造纸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了解，安德里茨在佛山禅城区建有制造基地，业

务覆盖水电、制浆造纸、分离和金属，面积2.3万平方米，

共有四期车间；三水区的加工车间主要负责零部件制造，

面积约2.5万平方米；佛山张槎欧洲工业园的新厂区，占

地约1万平方米，配备有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全系列测试

中心和一个研发实验室。

“安德里茨中国的佛山厂区目前是集团在全球最大

的生产基地，从全球来看，制浆造纸是集团最大的业务

领域，2017年销售额约20亿欧元，占集团的三分之一。而

对安德里茨中国来说，制浆造纸占的份额要更大，超过我

们总体业务的一半，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制浆造纸业务在

中国的发展。此外，我们的佛山基地也为东南亚等海外市

场提供设备与服务。”谈到制浆造纸业务的发展，施密茨

介绍到。

数据显示，伴随着在关键市场的瞩目表现，2018年，

公司订单量已创新高，安德里茨中国公司（含香港）订单

量实现新的突破，订单合计首次突破50亿元大关。

托马斯·施密茨（Thomas Schmitz）

安德里茨中国区总裁

“安德里茨坚持‘扎根中国，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发

展理念，不但坚持走本地化之路，也谋求拓宽海外市场。

制浆造纸占安德里茨中国总体业务的一半，所以我们十

分重视制浆造纸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此外，我们的佛山

基地也为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提供设备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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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技术研发与本地化进程

2018年，安德里茨位于奥地利的Pr ime LineTIAC卫

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启用，谈到该创新中心的作用，

施密茨表示：“安德里茨一直重视卫生纸研究与创新，

Pr ime LineTIAC卫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就像一个研

发基地或试验厂，可以测试纤维、卫生纸等各种产品，客

户和研发人员也可以在这里对新技术、新方案和产品进

行试验，发现更多生产可能性。对于我们自身而言，也能

够通过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测试和试验，开发本领域的

新产品和新工艺。”

此外，除了吸收利用欧洲先进技术，目前安德里茨

中国也拥有了许多本地化的研发成果。关于本土研发技术

的培养，施密茨介绍到：“二十年中，安德里茨加强技术

研发，培育本土研发力量。2006年，安德里茨泵技术中心

成立，拥有亚洲最先进的封闭式泵测试平台；2013年，建

立了首个浆料测试实验室；2015年，新的扬克缸业务中心

成立，标志着最先进的钢制扬克缸可以正式实现中国本

地制造、现场服务和本地质量管理，对本地化研发具有里

程碑式的作用。”

公司目前拥有30 0多名研发人员，约占总人数的

19%，公司还利用近两年获取的政府基金为研发项目提供

支持。安德里茨自2009年起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已拥有专利76个，每年至少把3%的收入投入到研发项目

中。

“这几个技术和研发中心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测

试，试验工厂和技术中心可以帮助客户检测纤维和产品质

量。此外，浆料测试实验室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设备

性能试验提供技术支持，并在检测的基础上优化工艺流

程，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生产和加工方案。”提到几个研发

中心的作用，施密茨阐释道。

以客户为中心，拓宽供货范围

安德里茨在制浆造纸领域有五十多年的经验，制浆

造纸业务是安德里茨业务发展的中流砥柱。“目前，安德

里茨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已覆盖集团四大领域，包括制浆

造纸、水力发电、金属和分离技术，成为安德里茨集团

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生产基地，是集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能提供从浆料制备到交钥匙工程的全套服务，在

化学制浆、机械制浆和回收纤维制浆领域都有良好的表

现。”施密茨说道。

在卫生纸机方面，除了拥有领先的技术优势之外，

安德里茨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也表现出了其发展的谨慎与

灵活性，对此，施密茨表示：“生活用纸市场发展长远形

势良好，我们也在卫生纸研发领域投入很大，为了使我们

首个浆料测试实验室

2002年成立佛山安德里茨技术有限公司

实现本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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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追求先进技

术的同时，我们还特别设计和生产了精益型的中小型纸

机，这种纸机性价比高，投资成本较低，有利于满足客户

的各种产能需求，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市场份额，这也是我

们的本地化策略之一。”

安德里茨卫生纸机制造逐渐实现本地化，在关键配

件还是整机装备加工方面成果显著，与恒安、维达等国内

领先的生活用纸企业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安德

里茨Prime Line卫生纸机，除了个别零部件之外，几乎所有

设备都可在中国实现本地生产，主要包括新月型成型器、

单层和双层流浆箱（三层流浆箱暂未实现本地生产）、

热风气罩、卷纸机、真空压榨辊，以及钢制扬克缸（包括

12/16/18/20/22英尺）等。尤其2014年之后，随着新的中

国扬克缸业务中心建成，本地技术支持提升到了一个新

高度。目前，Pr ime Li ne卫生纸机已经在亚太地区安装了

40多台。

为了进一步扩大供货领域，安德里茨于2018年收购

了致睿，谈到这起收购对安德里茨的意义，施密茨坦言：

“回顾过去二十年，你会发现我们收购了不少有特色或有

实力的企业，拓宽供货产业链。安德里茨一直有一个清晰

而长远的目标，那就是：做行业领导者。目前，我们已经占

据全球水电行业首位，位列全球制浆造纸行业前三甲，产

品供货范围广泛，在化学制浆、机械制浆和回收纤维制浆

领域拥有技术领先优势，卫生纸机技术先进。安德里茨

旗下的柯福乐公司（2008年收购）主要负责织物业务，在

纸机成型部占有很大市场份额。致睿是柯福乐业务的有

力补充，收购致睿主要是为了使柯福乐业务领域更加全

面，除成型部之外，可以在压榨部和干燥部拥有更多元的

技术方案，更好为卫生纸及造纸业务服务。致睿公司的织

物和辊子服务是安德里茨的互补性产品，其中致睿昆山

工厂运营网毯业务，西安和常州运营辊子覆层产品。”

据悉，致睿将与安德里茨柯福乐整合为安德里茨织

物与辊子事业部，除了运营柯福乐品牌外，还运营致睿

的原有品牌，包括海克王纳、Weavexx、斯通伍德、Mount 

Hope和 JJ Plank-Spencer Johnston等。

关注环保，承担责任

二十年中，安德里茨紧紧扎根佛山不曾动摇。也在

逐步发展壮大中，为佛山本地发展创造新的驱动力，带动

佛山经济的发展。谈到公司在实现本地化的过程中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施密茨表示：“我们一直致力于为环保做

贡献，安德里茨在环保设备与服务方面有很大的技术优

势，例如我们在水处理、空气污染防护和垃圾回收处理等

领域都有良好的表现。我们的各个工厂也都注重节能环

保。此外，我们与佛山政府在市政等领域也有合作。”

扬克缸业务中心

Prime LineTIAC卫生纸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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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在造纸行业，安德里茨环保研发的重点方向

主要是资源废弃物处理装备，如造纸工业废渣处理等。此

外，还能为电厂和其它工业领域减少大气污染，例如在浆

厂的回收锅炉后端安装烟气净化设备，还原氮氧化物。

随着浆料测试实验室的扩建，安德里茨还将更大力

度地投入到制浆造纸环保领域的研发项目中。 

据悉，安德里茨在国内供应商有1300多个，佛山本土

209个，佛山本地采购额达5亿，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和就业。

作为从奥地利远道而来的欧洲企业，安德里茨在中

国也形成了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每一个成功的外资企业

想要取得发展，都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作为一家来

自奥地利的欧洲企业也不例外。中欧文化还是有很大差

异的，所以我们在企业文化和人才本地化方面付出了很多

努力，为本地人才建立了完备的培训机制，也希望更多人

可以在工作中实现全面发展。”施密茨表示。

目前安德里茨在中国有约2000名员工，当然绝大多

数是中国员工，公司为员工提供各种职业培训及高级学习

课程，提升个人和专业的发展能力，包括加强和拓展专业

知识培训、个人潜能开发、语言能力培养、电脑知识以及

项目管理能力等。

立足本土，放眼全球

安德里茨坚持“扎根中国，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发

展理念，不但坚持走本地化之路，也谋求拓宽海外市场。

关于这一发展理念，施密茨为我们解释到：“‘扎根

中国，立足本土’，反映了我们的本地化理念，这也是每一

个成功的外资企业应该关注的问题，本地化做得越好，越

有利于与本地市场接轨，实现更快发展。目前，我们已经

培养了自己的专家技术团队，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客户解

答问题。此外，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也比较广泛，除佛

山之外，上海、北京、无锡、成都等各个分公司也能为客

户提供本地专业服务；‘放眼全球’反映了我们的国际化

视野，除了中国市场，我们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也

占有一席之地，印尼是我们在东南亚最大的市场，客户包

括APP、以及中国纸企在东南亚投建的浆厂，例如玖龙、

理文、亚太森博、太阳纸业等。此外，近几年东南亚包装

纸板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市场较为火热，这对我们回收纤

维制浆业务来说十分有利。”

在安德里茨进入中国二十周年之际，也在中国改革

开放迎来第四十个春秋之时，安德里茨用过去的二十年

讲述了一个优秀外资企业在华蓬勃发展的故事，充分展

现了其“扎根中国，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发展理念。

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安德里茨也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

伐，继续推陈出新，在实现本地化过程中加速转型升级，

为中国乃至世界制浆造纸行业树立新的标杆。

安德里茨中国的佛山厂区目前是集团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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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德里茨制浆造纸业务的核心部门，制

浆与纤维业务部（下简称“P P F”）在公司的发展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安德里茨在华

二十年的发展是一辆汽车，那PPF无疑是最强有力

的引擎。

20 03年，在安德里茨进入中国五年之后，在

现P P F亚洲区副总裁加利·白金汉先生（G a r y 

Beck ingham）的推动下，PF部门（PPF的前身）正

式成立，标志着安德里茨在中国制浆造纸领域迈出

了关键一步。2010年，部门订单总金额创安德里茨中

国纪录，超过10亿元；2018年又创出一个破10亿元

订单的新纪录，业务能力持续攀升。

从创立至今，PPF部门已经走过了十五年，正值

部门成立十五周年之际，PPF创始人白金汉先生与

我们共同回顾了PPF废纸制浆业务的发展，以及在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持续壮大本土力量的宝贵经验。

他伴随PPF从最初成长到现在，在东南亚地区拥有

过超过20年经验，对部门的本土运营和海外业务拓

展都有深刻的见解。

谈到PPF的业务领域，白金汉表示：“PPF全

称为制浆·纤维·资源再生业务部，是在2011年由两

个相关业务部门合并而成，现在的业务范围十分广

泛，主要包括脱墨制浆、OCC制浆、浆料制备与流

送、机械制浆系统、纸厂废渣回收，固废回收处理系

统及中纤板纤维系统。”

峥嵘十五载

制浆与纤维业务部伴随安德里茨转型升级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杨晨鸣  

加利·白金汉（Gary Beckingham）

安德里茨制浆与纤维业务部亚洲区副总裁

“我们一直注重与本地经济发展相融合，公司的发

展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还与华

南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中国高等院校合作，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积累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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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11月，安德里茨已经供应了

备浆流送系统100多条，OCC系统88条，脱墨系统58条，

机械制浆系统30条。

万事开头难

没有一项伟大事业的发展会是一帆风顺的，P P F

也是一样，在起步阶段也经历了创业期的种种艰辛和

业务领域的诸多挑战。

谈到成立之初遇到的困难，白金汉表示：“由于当

时中国研发能力有限，许多技术和产品还是从欧洲引

进的，因此需要与工厂及团队成员充分沟通，让他们

对项目更加了解，这在部门成立之初的项目运作中显

得尤为重要。此外，我们还需要在本地甄选可靠的供

应商，成立之初我们进行了大量考察，最终与佛山、江

门、广州乃至全国优秀的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

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这对于当地的就业也是

一种推动，也是我们对本土经济的一份贡献。”

废纸制浆系统的突出优势

作为安德里茨的核心技术之一，安德里茨的废纸

制浆技术享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转鼓碎浆机是我们

废纸制浆的关键设备，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中国本土生

产。它可以轻松处理杂质含量高的回收纤维，大大提高

了制浆效率，降低了能耗。2018年11月止，我们已经卖

出了100多台转鼓碎浆机。”白金汉在谈到废纸制浆技

术的突出优势时说道。

安德里茨转鼓碎浆机现在制浆系统中的应用非常

广泛，与其他制浆工艺相比，它具有最大程度保持纤维

机械及物理性能的特点，同时具备低能耗、运作稳定、

排渣率低等特点。安德里茨转鼓碎浆机，在几十年的不

断发展和创新中，目前已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已经

被列入2017年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

导目录。

由于制造成本相对较低且制造质量高，安德里茨

中国不但将转鼓碎浆机销往亚太地区，还同时供应欧

洲市场。此外，在制浆关键设备方面，还向客户供应

了压力筛2400多台，磨浆机1300多台，搅拌器4400多

台，除渣器2400多台等。

培育壮大本地研发力量

为了增强自身硬实力，PPF15年来不曾停止过研发

的脚步。2013年，安德里茨中国建成了首个浆料测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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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具备了在自己的实验室进行专业浆料测试的能

力；2018年初，制浆试验工厂落成，可支持碎浆机和除

渣器的研发，未来还将扩展至其他关键部件，为浆线

工艺技术的研发奠定基础，并将本土研发带到了一个

新高度。

在谈到技术研发与本地经济协同发展时，白金汉

表示：“我们一直注重与本地经济发展相融合，公司的

发展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还与华南

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中国高等院校合作，共同开

展技术研发，积累储备人才。”

在环保领域，安德里茨在固废处理方面拥有领先

的技术优势，主要代表性设备有各类先进的破碎机、脱

水压榨机及弹跳筛等，例如，为APP集团、太阳纸业、

博汇、联盛纸业等纸厂及市政和工业领域提供了废渣

处理系统，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一带一路的早期践行者

安德里茨中国作为总部集团立足中国、辐射亚太

的窗口，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城市也有突出

表现，当然这很大程度得益于白金汉在业务发展中的

长远眼光。“PPF业务不仅局限于中国，在东南亚也有

较大的市场份额，尤其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和泰国

等都是我们的重点市场。此外，不少中国企业，例如玖

龙、理文和太阳纸业等，都在东南亚建设了自己的浆

厂，我们也是他们的合作伙伴。”谈及P PF在东南亚的

业务范围，白金汉这样介绍道。

PPF于2003年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当时主要出

口压力筛，随着供货范围的不断扩大，现在部门设备和

产品已经覆盖东南亚主要造纸国家。例如，为印尼APP

累计供应了超过20套卫生纸机浆料制备及流送系统；

与泰国SCG合作，为其供应了产能1150吨/日的带浆渣

处理系统的废旧箱板纸生产线；为印度TNPL供应了第

一条三回路脱墨混合办公废纸线；为越南D o n g H a i 

J/S和Cheng Yang纸业分别供应废旧箱板纸浆料制

备系统等。

2018年下半年，PPF部门刚刚完成了印尼APP的

OK I项目，为APP子公司OK I供应了两条173吨/日长

纤线、一条343吨/日短纤线、一条湿强损纸处理线、

六套生活用纸处理系统、六套损纸处理系统和白水回

收系统。在对方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的情况下，

PPF各员工提前筹备、细化分工、紧密合作，如期完成

了项目执行任务，又为P P F东南亚业务蓝图增添了亮

丽的一笔。

十五年风雨同舟，PPF部门自成立之日起，一路跟

随安德里茨在华发展的脚步，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也

为公司发展贡献良多。过去的十五年见证了PPF部门从

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安德里茨整体

制浆造纸业务的快速成长。“扎根中国，立足本土”，我

们也希望安德里茨能够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新的辉

煌，书写外资企业在华新篇章。

特 稿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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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
废纸回收利用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机遇和困难并存，希望与困惑同在。”这是在2018年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回收纸行业大会上，中

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管爱国先生在致辞中对国内废纸回收利用行业做出的判断。

造纸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具有明显的循环经济特征，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产销

量国家，提高国内的废纸利用水平对于保障造纸原料的供需平衡、降低能耗、改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论指导下，国内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获

得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政策红利下，一批回收纸骨干龙头企业逐步扩大规模，在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向规范化、集聚化、标准化发展，技术管理水平逐步提升，新的商业模式也不断涌

现，产业发展不断壮大。

回收纸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带动了下游包装纸生产行业的进步，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互惠共赢，为行

业在2018年应对进口废纸量大幅减少、中美贸易战等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加剧，大宗商品贸易转向下行，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中国造

纸行业彻底告别了过去两年的高速发展势头，进入了调整期，受影响最大的则是过去两年增长最快的包装

纸行业，这也对废纸回收利用行业产生了影响。

一方面尽管有政策支持，但国内废纸回收利用体系仍不健全，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偏低，技术装备水平

总体不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另一方面，由于行业集中度低，行业规范和秩序尚为形成，骨干企业控制力

不强，良性价格机制没有建立，导致在2018年，价格剧烈波动的次数和幅度超过了2017年，影响了行业的

健康发展。“成本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小，社会地位依然很低”成了2018年底行业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些挑战，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行业的未来在哪里？从2018年底召开的几次废纸行业大会以及企

业年会上，大家普遍认为，高速发展的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整个行业进入了新的深度调

整期，企业要彻底抛弃以前的观念，重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敢于创新，在合作共赢的目标下打造积极回

收造纸用户等闭环供应链体系。但是这一过程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上下游企业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本期专题，我们将一同回顾过去一年里，废纸回收利用行业里发生的重要事件，取得的成绩，从政

策、市场两方面分析行业的发展走势，并对2019年的趋势做出预测。

2018年，中国造纸行业在喧嚣中又度过了震荡的一年，按照惯例，在一年之初，《中华纸业》将开始以专题

的形式来回顾过去一年里行业的发展。在第一期首先要回顾的仍然是行业里最关心的话题——废纸。

专 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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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政策回顾及评析
⊙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2017年以来，我国回收纸行业相关政策频繁出台，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方面，分别是进口回收纸政策、垃

圾分类政策、税务政策和环保督查政策。

1  进口废纸政策

1.1 出台背景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中国经济经过40

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不同程

度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以洋垃圾和进口固体废物支撑

的产能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属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淘汰的产能。

二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当前，“生

态文明建设”、“环境质量改善”已成为我国新时代主

旋律。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能有效切断

“散、乱、污”企业的原料供给，从根本上铲除洋垃圾

藏身之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

全。

三是为做好国内生活垃圾分类营造好的环境。国

内倡导生活垃圾分类，严格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可以为

生活垃圾分类分出的可回收物再生利用提供渠道和空

间，形成市场牵引机制和价格倒逼机制，从正反两个方

向促进我国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的提高，为普遍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创造条件。

1.2 相关政策

专 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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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年来我国废纸进口政策变化

修订《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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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保部向WTO提交关于禁止进口部分固体废物原

料的通知

环保部发布“关于征求《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

境保护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征求意见稿）》

环保部公示《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和《限制进

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环保部正式公示《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

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GB 16487.4—201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监督管理实施

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

政策名称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取消自动许可类，将所有废纸品种纳入限制类进口目录。

完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分行业分种类制定禁止固

体废物进口的时间表，分批分类调整进口管理目录。

中国拟于2017年底，禁止进口4类24种固体废物原料，涉

及废纸类的税则编码为4707900090（其他回收纸或纸

板），即“混杂废纸”。

进口废纸一般夹杂物控制标准调整为0.3%。

规定申请废纸进口许可证的企业应为以造纸为原料的生

产企业，且产能不小于30万吨/年。许可证减量审批，按

季度分批发放。

对比征求意见稿，正式文件将30万吨/年修改为5万吨/

年，取消“按照减量审批的原则”和“按季度分批”字样。

正式文件中修改进口废纸中一般夹杂物的控制要求至

0.5%，3月1日起执行。

2018年6月1日起，第三方检验机构必须对准备运往中国境

内的进口废物原料实施现场检验、监装以及施加封识。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拟于201X年X月X日施行。

主要相关内容

2014年8月

2017年4月

2017年7月

2017年8月

2017年10

月

2017年12

月

2018年1月

2018年5月

2018年7月

出台时间

近年来，我国废纸政策变化见表1，可以看出对废

纸进口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对进口废纸的质量要求

进一步提高，对进口废纸的目录进一步缩窄。

1.3 主要内容

2017年7月底前，调整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目录；2017

年年底前，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回收纸。

分批分类调整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目录，大幅减少固

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

申请进口废纸许可的加工利用企业应为以废纸为

原料的生产企业，企业生产能力应不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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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委托其他企业代理进口。

进一步加严标准，修订《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加严夹带物控制指标，其中进

口废纸杂质含量标准为0.5%。

1.4 效果及影响

(1）废纸进口数量减少。2016年全年进口废纸2850万

吨，2017年全年进口废纸2810.79万吨（其中2016年12月批

复2643.36万吨，2017年批复167.43万吨），2018年上半年

仅批复1084.404万吨，仅占2017年全年的38.5%。

(2）促使造纸企业更加注重建立国内回收纸采购

渠道。倒逼国内回收纸产品质量提升，形成差异化竞争

优势和价格优势。如山鹰纸业、玖龙纸业等，这些企业

积极构建回收体系，参与回收纸质量规范的推广，注重

与回收企业合作，这将加速国内回收纸回收行业的健康

发展，加快国内回收纸加工行业的技术和模式升级，优

化国内回收纸行业的环境管理。

(3）改善国内回收企业与造纸企业间原有的无序

供应关系。造纸企业对供应同盟的选择将倾向对原料

渠道有规模控制权的实力回收企业，小而散的个体回

收商将被淘汰出市场。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成为大势

所趋。2017年6月，由多家央企、民企共同组建的西安沣

东回收纸回收分拣中心在西安正式成立，该分拣中心由

陕西武功东方纸业集团、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旗下泰

格林纸集团岳阳华泰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中

环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经营，主要承担中国

纸业旗下中冶银河纸业、岳阳林纸、宁夏美丽云纸业等

上市公司的回收纸采购任务。

2  垃圾分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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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台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

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垃圾围城”现象普遍存

在，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

约因素。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

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

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

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2 相关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通知。

2.3 主要内容

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第一批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城市等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

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

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同时参照

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再选择确定易腐垃圾、可回收

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建立

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

收体系，合理布局布点，提高

建设标准，推进垃圾收运系

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

的衔接，建设兼具垃圾分类

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

点和中转站。

2.4 效果及影响

(1）促进原有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重构，回收纸企业开

始参与垃圾分类与两网融合。

生活垃圾分类中可回收物的

回收成为各地政府主管部门

关注的重点，也是垃圾减量的关键。原有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由于机制、模式、管理办法等无法满足新的城市环

境治理需要，在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必须进行重

新定位和体系重构，融入城市生活废弃物总体体系框架

中。新的体系要求回收企业拥有完整的收运体系和规范

的管理流程，对多种再生资源拥有分拣处置能力。

(2）为回收纸回收开拓了更多来源。生活类回收纸

变为回收纸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回收纸与其它生活垃圾

的混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后，在前端将回收纸与其它

垃圾分离出来，避免了回收纸的被污染，最大化地保证

了回收纸的品质。

(3）为回收纸经营者提供了场地保障。两网融合进

程中，回收纸回收体系逐步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为回收

纸打包站、分拣中心正规化、规模化运营提供了场地保

障，提升了行业经营者的投资信心，可以放心投资、上

马先进的设备，提高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4）社会资本更加关注回收纸回收领域。随着政府

更加重视垃圾分类，资本将更加关注回收纸回收领域，

新的技术和交易形式不断涌现，为企业加速发展提供

条件。如近两年快速成长的“闲豆回收”、“小黄狗”回

收，为回收纸回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3  税务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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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出台背景

2017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再生物资回收行业增值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针对

部分地区出现再生物资回收行业增值税收入增长异常、

虚开发票风险趋高的情况，要求各地税务部门进一步加

强再生物资回收行业增值税管理，规范税收秩序，防范

税收风险。

3.2 稽查内容

(1）将回收行业纳入监管重点。要求各级国税机关

务必高度重视再生物资回收行业出现的相关税收问题，

排查本地区存在的税收风险隐患，问题突出的重点地

区，国税机关要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有关情况，加强与

财政、公安等部门的沟通配合，进一步规范行业税收秩

序。

(2）跟踪分析收入变化。各地国税机关要加强对再

生物资回收行业增值税收入情况的持续跟踪和分析，发

现行业和企业的税收异常变动情况，及时发现税收异常

增长背后的税收风险和苗头性、趋势性问题。

(3）对税负异常、购销名背离、发票额突增等现象

重点筛查。税务总局把再生物资回收行业作为2017年

下半年风险分析的重点，利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

核心征管系统等税收数据，对再生物资回收企业实施

风险分析识别，筛查具有增值税税负异常、购销品名背

离、经营“两头在外”、发票开具金额突增等风险特征

的企业，进行风险任务推送。

(4）加大稽查查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再生物资回

收行业虚开发票行为的查处力度。特别是虚开案件多

发、再生物资回收行业集中的重点地区，要有针对性地

开展稽查选案，选取高风险虚开案源主动安排检查。对

已查实虚开的企业，要及时作出处理并按相关规定列入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涉嫌违法犯罪的，要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

3.3 效果及影响

(1）促进回收企业加强税务规范化管理。税务稽查

后，企业开始完善业务管理制度和流程，加强全链条物

流、资金流和交易流的单证统一，很多企业开始使用信

息管理系统将流程信息开放给税务管理部门。

(2）影响了部分回收企业经营业务开展。在税务稽

查期间，回收行业固有的前端采购无进项问题再次凸

现，由于无法认定前端采购成本，回收企业需缴纳全额

增值税和所得税，高额税负迫使大部分企业无法正常开

展经营。由于进项凭证无法开具，导致多地税务部门对

回收企业的经营采取停业稽查方式，企业经营受到严

重影响。

4  环保督察政策

4.1 督察过程

2016年7月，第一批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共组建8个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负责对内

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

西、云南、宁夏等8个省（自治区）开

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进驻时间为1

个月左右，重点了解省级党委和政府

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情况。11月，第二批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共组建7个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负责对北

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

甘肃等7个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从本次开始下沉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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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

动，共组建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负责对天津、

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7个省（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8月，启动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共

组建8个中央督察组，分别负责对吉林、浙江、山东、海

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开展督察进驻工

作，实现对全国各省（区、市）督察全覆盖。2017年7月1

日，环保部开始进行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多家纸厂因环保不合规而被予以不同

程度的处罚，这其中不乏大型造纸企业。

2018年5月，启动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工作，覆盖河北、河南、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

苏、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10个省（市），对第一轮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紧盯不放，一盯到底，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达目的决不

松手。同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结合被督察省（区）具体情况，同步

统筹安排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一步拧紧螺丝，严肃

问责，强化震慑，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

力。

4.2 督察内容

(1）企业生产情况。企业所属行业及主要产品。上

个月的产品及产能，各条线是否存在运营。

(2）企业环保落实情况。包括项目是否依法履行

环评手续，查看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等；查看项目的性

质、生产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采用的污染治

理措施等是否与环评及批复文件一致。环评批复五年后

项目才开工建设的，是否重新报批环评；检查项目投运

后，是否进行了环保竣工验收。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是否

完备；原料涉酸、碱及其他易腐蚀性的车间地面是否做

防腐处理，并定期进行保养。生产过程是否存在跑冒滴

漏现场；检查排污许可证申领、排污申报执行、排污费

缴纳执行。

4.3 效果及影响

(1）倒逼纸厂提高固废管理水平，加速落后产能淘

汰。在2017、2018年开展的环保督察行动中，造纸企业

出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制浆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危废管

理处置不合规、回收纸露天堆放、未建立危废处置台账

和意外事故应急预案等。在后端固废处置设施不能马

上满足处置需求时，纸厂普遍采取了提高回收纸采购质

量要求，将固废处置压力前移。为了达到环保要求，纸

厂开始注重固废处置投入，具备后端焚烧发电或资源化

处置设施的企业在环保督察风暴中更有竞争优势，环保

投入不达标的中小纸厂将迅速被淘汰。

(2）推动回收行业向绿色化规范化发展。在环保督

察中，由于原有回收体系环保管理标准与环保部门的

督察标准不一致，导致大量回收企业在督察到来时手

足失措，对于固废管理、环评审批、污染物排放没有基

本认识，也缺少环保制度建设，导致被查处、关停甚至

立案，包括很多回收体系主体企业、示范企业。据中再

协废纸分会调研，2017年北京仅剩76个回收纸分拣中心

（含集散市场），而2016年北京的分拣中心数量近200

家。未来的回收企业必须将环保至于发展之上，大型回

收企业在环保督察中将占据竞争优势。

(3）推动政府规划再生资源用地，加快相应标准出

台。当环保督察关停大量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打包站和

集散市场时，城市垃圾分类和环境治理必将要求规划

新的大型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用于承接可回收物回收，同

时制定新的行业标准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如上海、北

京、杭州、长春、沈阳都在大量关停回收站点分拣中心

后出台了城市再生资源（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新规划。商

务部也在2018年对原有《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管理

规范》进行了“绿色化”修订，将环保要求列为企业开展

经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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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回收纸分省市回收规模

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2017年对全国进行的调研，广东省回收纸回收

规模达到650万吨，位列第一梯队，是我国回收纸回收量最大的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年

回收量均在300万吨以上，位列第二梯队；北京、湖北、河南、陕西和湖南的回收纸年回收量

在200万吨至300万吨之间，位列第三梯队。除了上述省市之外，福建、河北、四川、安徽、重

庆、天津、辽宁、江西和黑龙江的年回收量在100万～200万吨，其余省市回收量较少。见表1。

从区域分布来看，华东、华南、华中区域是我国回收纸回收的主要区域，2017年回收纸回

收量分别达到1800万吨、950万吨、850万吨，对应全国占比为33.0%、17.4%、15.6%；华北和

西南回收量为730万吨和455万吨，占比13.4%和8.3%；东北、西北的回收量最小，分别为455

万吨和335万吨，对应占比为6.2%和6.1%。见图1。

2  规模打包厂区域分布

注：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表1  2017年国内回收纸分省市回收量

广东

山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湖北

河南

陕西

湖南

福建

河北

四川

安徽

重庆

天津

省份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序号 省份

辽宁

江西

黑龙江

广西

吉林

山西

云南

贵州

甘肃

内蒙古

海南

宁夏

青海

新疆

西藏

合计

回收量

/万吨

130

120

120

90

90

80

80

50

50

50

30

30

20

15

5

5460

650

480

420

400

350

280

270

260

220

200

180

180

180

150

140

140

回收量

/万吨

注：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表2  经营量100吨/日以上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分布

山东

江苏

广东

北京

福建

河北

辽宁

江西

上海

浙江

广西

内蒙古

安徽

天津

四川

黑龙江

省份

陕西

重庆

河南

湖南

甘肃

宁夏

新疆

湖北

海南

吉林

山西

贵州

西藏

青海

云南

合计

省份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0

18

17

15

10

10

10

7

7

6

6

6

5

5

5

5

2017年

5

4

3

3

3

3

3

2

2

2

2

2

2

1

0

199

2017年2016年

15

13

5

15

6

15

8

7

7

10

0

8

7

8

0

8

2016年

0

0

0

5

3

1

3

2

6

2

0

0

2

1

0

157

2017年中国回收纸回收体系发展概述
⊙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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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经营量100吨/天以上单体回收纸打包厂

分布

总数方面，2017年国内经营量100吨/日

以上单体回收纸打包厂达到199个，较2016年

增加42个，增长率达到26.8%，可以发现回收

纸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趋势进一步凸显。

从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看，山东、江

苏、广东、北京的回收纸打包厂数量均超过15

个；福建、河北、辽宁、江西、上海均在7个及以

上；其余省份数量较少。见表2。

区域分布方面，华东、华北、华南区域是

主要分布区域，分别拥有66个、38个、35个，占

全国总数的33.2%、19.1%、17.6%；东北、西北、华中、西南数量较少，分别为17个、15个、15个和

13个，占比8.5%、7.5%、7.5%和6.5%。见图2。

2.2 经营量50～100吨/日单体回收纸打包厂分布

总数方面，2017年经营量50～100吨/日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为852个，较2016年减少2381

个。造成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环保政策趋严背景下的环保攻坚战，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

等回收纸打包厂进行了关停、取缔等措施；企业自身回归理性发展，取消调整了那些待建和低效

益的打包厂，减人增效，降低成本；经营企业对10～50吨/日回收纸打包厂进行整合，升级为更为

大型的打包厂。

从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看，仅山东省打包厂数量就超过120个，江苏、广东、北京、福建、

河北等省（市）打包厂数量均在50～100个之间，辽宁、江西、上海、浙江、广西、内蒙古、安徽、天

津打包厂数量均在30～50个之间，其余省份分布的数量较少。见表3。

区域分布方面，华东、华北、西北三大区域拥有50～100吨/日打包厂数量最多，分别为310

个、160个、112个，对应全国占比分别为36.4%、18.8%、13.1%；华南、西南各有90个、87个，对应

占比分别为10.6%和10.2%；华中、东北数量最少，分别为65个、28个，对应占比为7.6%和3.3%。

见图3。

图2　2017年经营量100吨/日以上回收纸打包厂分区域分

布情况（单位：个）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1　2017年国内回收纸分区域回收分布（单位：万吨）

注：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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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营量30～50吨/日单体回收纸打包厂分布

总数方面，2017年经营量30～50吨/日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为1908个，数量多于50～100

吨/日、100吨/日及以上单体打包的和，说明我国目前仍然是以体量小的回收纸打包厂居多，行业

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看，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数量位居前四，分别为200个、200个、

180个和140个；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北京、上海、安徽、河北、辽宁和内蒙古经营量30

～50吨/日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在50～100个之间，其余省份分布的数量较少。见表4。

区域分布方面，华东、华北两大区域拥有30～50吨/日打包厂数量最多，分别为580个、420

个，对应全国占比分别为30.4%、22%；华中、华南、西南各有280个、240个和187个，对应占比

分别为14.7%、12.6%和9.8%；西北、东北数量最少，分别为101个、100个，对应占比为5.3%和

注：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表4　2017年分省市经营量30～50吨/日

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福建

河南

湖南

湖北

四川

北京

上海

安徽

河北

辽宁

内蒙古

天津

省份

江西

陕西

广西

天津

吉林

贵州

云南

黑龙江

山西

甘肃

新疆

宁夏

海南

青海

西藏

合计

省份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数量

200

200

180

140

90

80

80

80

80

80

80

70

60

50

50

40

数量

40

40

30

30

30

30

30

20

20

20

20

15

10

6

2

5460

注：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表3　2017年分省市经营量50～100吨/日

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

山东

江苏

广东

北京

福建

河北

辽宁

江西

上海

浙江

广西

内蒙古

安徽

天津

四川

黑龙江

省份

陕西

重庆

河南

湖南

甘肃

宁夏

新疆

湖北

海南

吉林

山西

贵州

西藏

青海

云南

合计

省份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数量

120

70

50

50

50

50

40

40

40

40

30

30

30

30

20

20

数量

20

15

15

12

12

10

10

10

10

10

5

5

5

3

0

852

图4　2017年国内30～50吨/日打包厂分区域分布情况

（单位：个）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3　2017年国内50～100吨/日打包厂分区域分布情况

（单位：个）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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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见图4。

3  典型城市回收体系建设分析

3.1 北京：积极构建广泛覆盖的回收纸回收网络体系

北京市高度注重回收纸回收体系建设，通过定点回收、流动回收、协议回收等方式鼓励企

业构建回收体系，实现对市内各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回收纸资源的前端回收、集中输运、分拣及打

包，最后运至外地的造纸厂生产再生纸。此外，北京市频繁出台回收纸回收体系建设利好政策文

件，有效促使了回收纸回收利用的规范发展。

(1）回收体系建设

由于回收纸资源本身的回收处理较为简单且价值较高，在市场的驱动下，社会参与度较高。

目前，北京市社区居民产生的回收纸回收体系主要为三方面：一般社区内的传统社区固定回收纸

回收站点回收；部分较先进的社区设立智能回收箱回收回收纸资源；对于其他难以设立固定回

收站点的部分地区，主要采用流动回收的方式，包括三轮车、打货车以及零散的拾荒者作为参与

者，实现回收纸资源的回收。

对于回收纸产生量较大且品类较为单一的大型企事业单位，主要采用协议回收的方式集中

回收，最终经由分拣、打包后售卖到外地造纸厂进行再生。

(2）相关政策

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回收及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政策，为回收纸的回

收加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2016年，北京市商务委发布《2016年度新建或规范便民商业网点

支持项目要求》，提出相关区商务委要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回收纸回收体

系。2017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到制定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布局规划，健全完善回

收纸回收促进机制；同时，加快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选址工作，并配合回收体系布局规划提供相应

土地支持，实现每个社区至少明确1个交投点，每个街道至少明确1个中转站。

（3）小结

一是定点回收与流动回收相结合，打造全面覆盖的回收纸回收网络。通过社区定点回收站点

满足大部分区域回收纸回收需求，借助于流动回收的方式弥补部分不适合设立固定回收纸回收

站的地区回收空白，有利于构建全面覆盖的回收纸回收体系。

二是出台相关政策作为回收纸回收体系建设理论依据。积极出台回收纸回收利用相关引导

性、鼓励性政策，并以政策、土地保障回收纸回收网络体系建设。

3.2 广州：打造多渠道灵活的回收纸回收运营体系

广州市针对回收纸资源分布“网点小、资源散、回收难”的特点，在实践中总结推广了与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线上线下相结合、与属地管理相结合、与物业管理相结合、方便

居民交投”的回收纸回收模式。

(1）回收体系

广州市主要来源于居民日常生活、超市、商场、写字楼等场所的废包装纸箱、报纸、办公用

纸、书本、杂志等，分别经由预约回收（包括APP、微信公众号、400电话等预约途径）、智能回收

箱、便民回收站点、物业公司回收、活动板房回收等多元化的前端回收渠道进入回收纸回收利用

体系，经过回收员（个体回收户）、物业保洁人员、环卫工人等途径最终进入回收纸分拣中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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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打包后送至东莞市等地的造纸厂再生利用。

(2）相关政策

2010年，广州市作为全国第二批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积极对市内回收纸回

收网络进行了改造建设。在此过程中，广州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广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

定》《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广州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广州深化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17-2020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鼓励政策、规

章规范，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回收纸等资源回收利用，引导和鼓励消费者更多选用再生产品，

为广州市回收纸回收体系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

(3）小结

一是针对不同的区域基本特色，尤其是结合区域人群构成、周边设施基础等条件，坚持回收

方式与当地高度契合的基本原则，设计最为可行的回收纸回收模式，保证再生资源切实得到有效

回收。

二是通过政府颁布相关引导政策、行业规章规范，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回收纸回收体系

建设之中；同时引导和鼓励消费者更多选用再生纸产品，推动回收纸回收利用产业发展壮大。

3.3 南京：“政企合作”模式下的回收纸回收体系

南京市采取“政企合作”模式，通过引入回收纸回收行业领先企业，借助市场化推动回收纸

回收利用。在“政企合作”模式下，回收纸回收企业负责回收体系建设及具体运营维护，实现社

区、商超、企业等回收纸资源的高效回收利用。

(1）回收体系

在回收纸回收体系建设过程中，南京市采取“政企合作”模式，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

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推进垃圾分类和回收纸回收利用。在该模式

下，南京市通过招标或指定等方式确定资源回收企业（如纸联、苏商、怡华等），并由回收企业构

建回收纸回收利用体系，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回收

服务：借助宣传教育、积分奖励方式，经由社区回收

站实现社区居民产生回收纸的回收；对于大型印刷

厂、包装厂等回收纸产量较大的企业，则通过竞标获

得回收纸回收权后，采用协议约定定期定时集中回收

回收纸资源；最终收集的回收纸资源送至分拣中心/

集散市场完成打包后销售至周边造纸厂利用。

(2）相关政策

近年来，南京市出台了系列强有力再生资源鼓励

引导的政策文件，为回收纸回收利用奠定了良好社会

基础。早在2011年3月，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我

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规划建设对

废旧报刊及纸包装社区回收站点、废造纸原料分拣

中心和集散市场。2017年11月，南京市发布《南京市

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2017-2020）》，提

出三年内形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单位垃圾强制分类模

式，保证生活垃圾中回收纸等系列再生资源基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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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回收处理。2018年3月，南京市发布《南京市2018

年垃圾分类工作计划》，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公共机

构、公共服务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回收纸资源

的回收利用创造良好环境。

(3）小结

一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政府和资源回收

利用行业领先企业达成合作。政府购买回收运营企

业全套服务，并由企业组建高效回收纸等资源的回收

利用体系，提供高水平、专业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

务。

二是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全面推进公

共机构、公共服务企业等场所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为回收纸资源回收利用营造良好氛围。

3.4 杭州：推广应用“互联网+回收纸回收”新模式

杭州市主要通过在住宅小区、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规范化的回收纸回收点，

同时推广应用“互联网+回收纸回收”新模式和便捷的交投方式接受公众交投回收纸资源，建立

完整、先进的回收纸回收、运输、处理、利用体系。

(1）回收体系

杭州市构建了以“前端回收站点-回收纸分拣/打包中心-再生纸生产企业”为主线的回收

纸回收利用体系，在连锁式社区回收站点交投的基础上，杭州市积极创建“互联网+回收纸回

收”新模式。杭州市通过和回收纸回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由企业打造回收纸回收信息平台系

统，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回收纸APP回收、热线回收、网络平台预约回收、扫二维码回收以及智能

回收箱自动回收等回收纸回收新模式。此外，政府鼓励回收纸回收企业和提供居民日常生活用品

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通过积分制或是资源换物等形式，提高居民交售回收纸资源的积极性。

(2）相关政策

近年来，杭州市从规划建设和实施管理等方面对回收纸回收作出了相关规定，深入开展回

收纸等再生资源分类回收体系建设。2018年5月，《2018年杭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工作要点》提出积

极构建回收纸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同时着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创新，吸纳推广“互联

网+再生资源回收”模式。2018年8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

要进一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加快先进的“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模式扩大覆盖；此外，还

提出通过减免其营业房租金、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回收网点及分拣中心的建设。

(3）小结

一是政府直接予以政策扶持，在回收网点、分拣中心等回收纸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运营过程

中给予减租金、经营补贴等系列优惠条件，加快回收网络体系建设。

二是积极探索“互联网+”回收模式，开拓回收纸资源回收渠道，如APP回收、微信回收等多

样、高效、便捷的回收渠道。

三是开展回收纸回收企业和社区商店联合经营模式，并借助“积分制”“资源换物”等形

式，形成回收互惠互利模式，提升居民参与回收纸回收利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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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南京启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大连金凯旋再生资源收购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大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亳州龙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天津北再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天津物产化轻旭阳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纸业)

辽宁陆帆实业有限公司

大连三省纸业回收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市天鑫元科贸有限公司

天津物产基建毕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滕头强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长春市国英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北京魔力象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南方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天津宏宇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公司名称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531492.41

505000

452208.97

439511.01

248918

216681

208792

206350

198546.47

167502.27

84100

72632.69

64680

62963

50400.88

45250.85

41750

40000

39533

37000

3713312.55

销售规模

/万元

7634.27

21000

38365.2

22701.31

26589

4481

13118

1126

26548.72

8625.87

5100

1798

50909

1264

52000

2429.56

2500

8000

1211.79

1020

296421.72

净资产总

额/万元

表1  2017年我国回收纸20强企业经营量

258.95

240

230

254.28

67

85

72.5

82.54

84.49

70.35

30

42

45

30

17

22

19.8

30

18.75

28

1727.66

经营量

/万吨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经营指标分析
⊙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1  20强企业整体经营情况分析

1.1 经营量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的经营量1727.66万吨，较2016年的2529.21万吨减少了约800

万吨，下降31.6%，行业集中度下降。见图1、表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2017年回收纸价格剧烈震荡，大型回收企业经营风

险较大，小散回收者在价格上涨期间进入较多，以低经营成本在前端抢收，导致规模型企业经营

量下降；二是2017年废钢铁等回收市场稳定向好，不少原有20强企业由于资金优势和场地优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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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经营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2  2015～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销售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3　2015～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净资产总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4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区域分布

（按销售收入排名）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向经营废钢铁等其他市场稳定、利润率高的再生资源；三是与《2016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报告》

相比，《2017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报告》的20强企业不包括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等超大型回收企业，影响了整体经营量。

1.2 销售规模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的销售规模371.33亿元（2015年为216.46亿元，2016年为

396.69亿元），较2016年同比降低了6.39%。见图2、表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受2017年全年造纸价格大幅波动影响，部分回收企业采

取观望态度，没有全力收购；二是受国家环保政策不断收紧、环保督察日趋严格、回收纸进口管控

政策趋严等因素影响，部分回收纸打包厂被迫关闭，减少了回收纸回收量；三是与2016年中国回

收纸20强企业相比，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超大型回收企业没有申报，20强整

体销售规模下降。

1.3 净资产总额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的净资产总额为29.64亿元，较2016年的34.52亿元同比降低了

14.14%。见图3、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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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大量回收纸打包

厂关停，其中很多就属于20强企业的经营对象，造成净资

产总额大量下降；二是企业自身回归理性发展，取消调整

了那些待建和低效益的回收纸打包厂，减人增效，降低成

本，企业由求数量向求质量方向发展；三是与《2016中国

回收纸行业发展报告》相比，《2017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

报告》的20强企业不包括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影响了20强的净资产总额。

2  20强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2.1 地区分布情况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仍主要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地区，其中，华东、华北地区各有6家

企业入围，且华东沿海地区的几家企业从销售收入角度来看，排名都比较靠前；东北地区4家，华

南地区3家，华中地区1家。这种分布特点与经营量100吨/天以上单体回收纸打包厂分布趋势相一

致，说明前20强企业均重视较大规模的回收纸打包厂，并由一定数量的大型回收纸打包厂作为业

图6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区域集中度（按经营量）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7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省市集中度（按经营量）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8  2015～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平均毛利润率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5　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产业集中度（按经营量）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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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撑，由传统回收向精细化方向发展，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正在加快进行。见图4。

2.2 省市分布情况

20强企业中，天津市拥有4家，广东省、辽宁省、江苏省均拥有3家，安徽省、北京市、河北省、

湖南省、吉林市、山东省和浙江省均拥有1家。对这些省份20强企业研究可以发现，沿海省份的20

强回收企业依托便利的海港优势，多数有较大比重的外废进口业务，支撑起了较大的经营量。

3  20强企业集中度分析

3.1 产业集中度

2017年中国回收纸回收总量为5460万吨，20强企业经营总量为1727.66万吨，占全国总量

31.6%；前10强企业经营总量为1445.11万吨，占前20强总量的83.6%，占全国总量的26.5%，前

10强企业经营总量超过25%，产业集中度较高；且其中7家企业连续两年进入前10强，引领行业发

展的龙头企业集中呈现。见图5。

但是近年受到国家环保监督和回收纸进口管控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呈下降态势，2016年

20强上榜的3家企业在回收、生产、销售等方面受影响较大，未能在2017年保持稳定发展，进入前

图9  2015～2017年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平均净利润率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图10  中国回收纸企业20强回收站点、分拣中心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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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排名，导致2017年的产业集中度相较于2016

年有所下降。

3.2 区域集中度

回收纸20强企业中，华东地区6家上榜企业经

营总量为674.2万吨，占前20强总量的39.02%，占

全国总量的12.3%；华南地区3家上榜企业经营总

量为361.28万吨，占前20强总量的20.91%，占全国

总量的6.6%；两个区域上榜企业经营总量占前20

强比重均超过20%，尤其是华东地区上榜企业经营

总量占比超过30%，区域集中度较高，也变相反映

出回收纸行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见图6。

3.3 省市集中度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中，江苏3家上榜企业经营总量为517.70万吨，占前20强总

量的29.97%，占全国总量的9.5%；广东3家上榜企业经营总量为361.28万吨，占前20强总量

的20.9%，占全国总量的6.6%；辽宁3家上榜企业经营总量为302.00万吨，占前20强总量的

17.5%，占全国总量的5.5%。上述三个省市上榜企业经营总量均超过5%，省市集中度较高。见

图7。

4  20强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1 平均综合毛利率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平均综合毛利率为7.69%，较2016年的7.55%上升了0.14个

百分点，同比增长1.79%；但仍低于2015年的10.70%。说明中国回收纸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受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影响，提升缓慢。见图8。

4.2 平均净利率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平均净利率为3.65%，较2016年的3.07%上升了0.58个百分

点，同比增长了19.02%，但是略低于2015年的3.66%。结合前20强企业整体经营情况，在2017

年中国回收纸企业销售收入总额降低的情况下，平均净利率和平均综合毛利率保持相对稳定

状态，说明总体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反映出两个行业发展趋向：一是回收纸企业发展的内

生动力开始加强；二是行业整个生产体系的内需拉动开始复苏。见图9。

5  20强企业回收站点及分拣中心数量

2017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分拣中心数量为131个，较2016年79个增加了65.82%，说明

2017年企业更加分拣中心的建设，单纯贸易型企业在减少，回收渠道建设成为大型回收纸企

业的战略重点。而20强企业前端回收站点总体数量在逐年递减，2017年20强企业回收站点总

量为1089个，较2016年减少7.32%。大型回收纸企业前端回收站点数量的减少，首先是因为城

市综合环境治理需求对原有回收站点的改造，其次是由于垃圾分类第三方服务公司进社区后

对原有回收站点的取代，还有前端回收劳动力和城市综合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一部分企业

的原有回收站点消失，流动回收成为更为常见的回收形式。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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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加强进口废纸管控，相关政策逐一落地，影响持续发酵。中国废纸原料市场

价格、供需格局均受到较大影响，上下游企业逐渐磨合适应，并对未来必然存在的纤维缺口问

题寻找解决方案。

1  废纸进口许可证额度收紧，到港量显著下降

2018年，环保部固废中心共发布26批废纸进口许可证，共获批造纸企业83家，对比2017

年减少79家；总核定废纸进口量约1816万吨，同比减少约35.4%。与此同时，废纸进口量出现

显著下降。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18年1～10月份，中国废纸进口到港总量约1283万吨，同

比减少约45.3%。如图1。

2  中国国废回收量加速增长

根据R I S I统计，2017年中国废纸回收总量约5607万吨，同比增长约7.9%，十年年均增

长率约6.7%，预计2018年将以13.8%的增速继续上行至6379万吨（如图2）。废纸进口受限，

极大程度地推升了中国纸厂对国废数量的需求。根据纸业联讯的调研统计，2017年以来，中

西部地区国废回收量增长明显，特别在新疆、内蒙、云贵等省份，更多的废纸被收集运输至华

东、华南等造纸产能集中的区域（如图3）。国废价格的整体上涨是贸易流向形成最主要的推

动力。

3  中国纸厂废纸采购价重心上移

2016～2018年，中国废纸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纸厂采购成本整体上移。受进口管控政策

影响，废纸市场价格在2017年7月及2018年5月呈现两轮十分强劲的涨跌波动，国废价格刷新

历史高位，并在2018年基本保持在较高水平。以OCC为例，根据纸业联讯统计，2018年1～11月

份，国废黄板纸A级均价约2656元/吨，对比2016年均价增长约1.13倍。如图4。

进口废纸价格走势与国废有所差异，由于中国对进口废纸数量与质量的管控措施，外废

价格在2017年底与2018年初呈现阶段性的低谷。而后随着市场逐步适应，国外供应商提升分

拣，将最高品质货源出口至中国，价格也开始回升。根据纸业联讯统计，2018年1～11月份，进口

废纸进口受限，中国纤维原料供应的思考与应对
⊙ RISI中国废纸分析师  徐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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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均价约247美元/吨，对比2016年均价上涨约35%。

整体而言，不论是外废还是国废，中国纸厂采购废纸原料成本均有明显增加。其中，有进

口废纸资质的纸厂具有相对成本优势。以箱纸板的生产为例，中国每生产一吨箱纸板平均消

耗进口OCC约0.44吨，那么根据同时期进口OCC与国废黄纸板价差可以粗略估算，2018年前

三季度，含外废生产吨纸成本红利约300～700元/吨。这一情况在2018年第四季度发生转变，

由于中国纸厂针对本年度到港外废的集中采购，进口废纸价格高企；同期，国废价格受下游成

品纸市场疲软行情影响，大幅走跌。两者一升一降，外废成本红利短期消失。但是，随着后期

废纸进口量的进一步收紧，预计国废价格将很难较长期保持低位，纸厂纤维成本压力将持续

存在。

4  201X年禁止进口固废？

2018年7月1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草案第二十九条指出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第一百

零二条指出本法自201X年X月X日施行。

根据草案信息，我们或可推断，中国完全禁止固废进口是很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而进

口废纸作为中国造纸生产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纤维数量与质量的补充作用不容忽视。未来1

图1  2017～2018年中国废纸进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2  2008～2017年中国废纸回收量统计   

数据来源：RISI 

图3  2017年中国废纸区域回收量统计

数据来源：纸业联讯

图4  2016～2018年中国废纸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纸业联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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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纸厂海外投资不完全统计

玖龙纸业

玖龙纸业

玖龙纸业

玖龙纸业

山鹰纸业

山鹰纸业

山鹰纸业

太阳纸业

收购两家美国制浆造纸工厂，分别位于美国缅因州和威斯康辛州，两厂合计拥有约89万吨造纸年产能和52万吨制浆年产

能。计划投资3亿美元，将原年产30万吨文化纸扩产为36万吨；建设两条再生浆生产线，合计日产能3100吨；B25纸机转产

为箱纸板。

越南：计划投资8亿美元，在海防筹建120万吨包装纸项目。

收购美国西弗尼吉亚州费尔蒙（Fairmont）浆厂，现有产能21.8万吨再生漂白牛皮浆（RBK）。

收购位于美国缅因州的Old Town纸浆厂，将原产品BHKP调整为UKP，预计改造后年产27.5万吨本色硫酸盐针叶浆。

参股投资芬兰北方生化公司年产40万吨制浆项目。

宣布收购荷兰再生资源回收公司（WPT），WPT是欧洲最大的废纸贸易商之一，年销售废纸超过100万吨。

宣布收购美国肯塔基州威克利夫（Wickliffe, Kentucky）工厂，该工厂现有28.5万吨/年造纸产能，年产3万吨商品浆。

公告称将在老挝建设1条年产40万吨废纸浆板、2条年产40万吨箱板瓦楞纸生产线。

图5  2017～2018年中国进口本色浆量价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纸业联讯

图6  2017～2018年中国再生浆进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年内，完全依赖国废回收的增长弥补纤维缺口是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在产业利润的驱动下，推断中国国废实际回收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继续增

长空间有限。中国每年有大量的纸及纸板在国内生产但并没有在国内消费，比如直接出口的

纸制品、随着商品出口的纸包装及印刷品以及沉淀印刷品（书籍、书刊）等，这部分数量无法

在国内被回收，从而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表观回收率较低的“假象”。其次，中国林木资源不

丰富，在箱板瓦楞纸、新闻纸等再生纸及纸板的生产中原生浆的使用比例较低，均不足3%。

纤维在重复生产利用中性能不断衰减，如果没有更多高质量纤维的补充，循环生产将难以为

继。

5  纤维替代——本色浆

增加原生浆的比例是最直接被考虑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解决OCC的缺口问题上。根据

海关数据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本色浆进口量约58.2万吨，同比增长约21.7%。据了解，

2018年部分纸厂由于外废短缺，确有少量增加本色浆使用比例以保持成品纸物理指标的稳

定。与此同时，本色浆价格大幅推涨。以智利UKP为例，根据纸业联讯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

中国进口智利UKP均价约861美元，对比2017年均价上涨约30.8%（如图5）。而从供应上看，

全球本色浆贸易量十分有限，年出口量不足200万吨。

因此，可以想象，在生产中一定程度的增加原生浆比例确为提升纤维强度的有效方式，

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再生纸及纸板产能以及全球范围内有限的原生纸浆供应能力，浆价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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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升至下游纸厂及终端消费者都难以承受

的水平。

6  纤维替代——再生浆

再生浆是中国浆纸上下游相关企业更为

积极探讨的解决方案，即废纸在海外被加工生

产成再生浆板然后进口至中国。这一做法使得

废纸在国门外进行细化分拣及加工，再生浆作

为半加工品可以避免对国内环境产生二次污

染。

2018年，中国再生浆进口量已出现强势

增长的趋势。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18年前

三季度，中国再生浆进口量约18.4万吨，对比

2017年同期增长约28倍。越南和台湾地区是再

生浆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据了解，目前活跃在中国市场的再生浆报盘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越

南、印度等东南亚产区。

7  中国纸企加速海外投资，再生浆线成为焦点

为解决未来必然存在的纤维缺口问题，2018年中国大型造纸企业加速海外投资进程，密

集发布海外投资计划，除了包装纸产能也更多的聚焦在纤维产能，特别是再生浆生产线的投

资。如表1。

除了目前已经公布的项目，据了解，中国有更多的浆纸相关企业在考虑海外生产再生浆出

口中国的可能性，若2019年废纸进口政策进一步收紧，或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中国再生浆进口

量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增长，未来或可能成为解决中国国内纤维缺口的主要方案。

但从目前看，这一方案仍将存在投资环境风险，特别是东南亚、台湾地区等其它亚洲地

区，或可能效仿中国针对固废进口出台更严格的管控政策。事实上，2018年由于中国减少固废

进口，美国、欧洲等更多不被中国接纳的废纸、塑料等品类被出口至亚洲其它地区。10月份，台

湾明确表示进口废纸仅限回收且经妥善分类的牛皮纸、瓦楞纸或脱墨纸，即通常所说的OCC

和高标号类废纸，并限定进口者身份为纸或纸制品制造业者。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面对大

幅增加的固废进口量亦出台过短期应对措施，虽然截至目前对废纸进口一项暂未有明确影

响，但如果中国废纸进口政策进一步趋严，甚至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布局大量再生浆产能，考

虑到当地环境容量，不排除该地区政府出台更多限制措施。

另外，据了解，目前海关等职能机构对再生浆板的认定较为模糊，进口标准制定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的少量再生浆板进口操作中，时常出现再生浆板被海关错认为是进口废

纸或是进口再生纸板的情况。后续市场仍需等待进口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以进口废纸管控为契机，中国造纸产业生产、消费、回收等各环节都将可能迎

来一些新的转型和发展。国废回收体系不断完善；生产端由于环保高压和纤维限制或可能带

来部分小产能的腾退，产能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而由进口废纸管控带来的纤维缺口，或以原生

浆、再生浆、进口成品纸等多种形式呈现，最终达到纤维循环利用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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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6批次审批的数量和企业数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第八批

第九批

第十批

第十一批

第十二批

第十三批

第十四批

第十五批

第十六批

第十七批

第十八批

第十九批

第二十批

第二十一批

第二十二批

第二十三批

第二十四批

第二十五批

第二十六批

合计

批次
数量

/吨

2265673

344291

466301

1114626

407945

182925

636730

1315676

2059259

649642

1347067

23255

30745

0

1773355

832976

588671

289657

232202

362980

603844

2012821

465660

139995

4355

5000

18155651

15

3

7

20

3

13

1

5

16

10

26

1

3

0

13

13

26

2

4

9

10

47

16

1

1

1

企业数

/个

图表分析2018年进口废纸分布
⊙ 本刊编辑部

图1  各批次审批的数量和企业数图示

图2  2018年外废进口纸厂分布

伴随着国家对“洋垃圾”进口利用的专项检查，

从2017年5月23日之后，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就取

消了限制类进口废物的审批，整个2017年下半年，都

没有新的进口废纸额度获得审批许可。

经过半年多的检查，到2017年底，生态环境部

（原环保部）重新开发了申请许可，2017年12月26日，生

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公示了2018

年第一批建议批准的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随后，以

平均每个月2批左右的频率，到2018年12月7日，全年共

审批了26批次进口废物的许可。其中，共审批进口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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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河北)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泉州)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江西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森叶(清新)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胜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道勤纸业有限公司

台州森林造纸有限公司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有限公司

杭州东大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大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远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司

浙江富阳华天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龙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东纸业有限公司

加工利用单位 序号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加工利用单位

江门星辉造纸有限公司

山西强伟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三星纸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高阳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丰达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涌金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华隆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鑫源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通达纸业有限公司

昌乐新迈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潢涌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文丰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上游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远大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瑞星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金民源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意纸业有限公司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蓝鸟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正华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远大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富星纸业有限公司

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莱州鲁通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昇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意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溪市华圣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牡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港兴纸品有限公司

江苏京环隆亨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科伦纸业有限公司

德彦纸业(厦门)有限公司

浙江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信纸业有限公司

合计

表2  单家企业获批的进口废纸数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8820

48494

44624

44002

43020

41257

41024

37401

34600

32559

32342

31760

29722

29161

29076

27734

27291

26220

25258

23340

22713

21589

21184

18130

17983

16349

14539

14494

14411

11961

9573

5740

5527

5011

5000

4657

4581

4355

3921

3871

1675

18155651

合计

3212287

1408340

1393443

1099329

900000

841296

810924

750000

708106

696279

642182

550283

434188

396446

357202

262060

259092

252633

245573

224058

202402

127132

99226

97323

96860

95497

93040

85641

84011

75951

73399

72393

68565

65166

64460

58467

58116

56535

55227

54835

53077

4963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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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5651吨，企

业83家。

1  批次

全 年 共 审

批了26批次进口

废纸，平均每批

次698294吨，审

批数量最多的一

次是第一批，共

2265673吨；最

少的一次是第14

批，共0吨。如表

1、图1。

全年共有83家企业获得进口许可，审批企业数量

最多的是第22批，共47家；最少的是第14批，共0家。

全年共有3批次数量超过200万吨，分别在年初第

一批，全国两会后第一批和四季度第一批，是企业安排

浙江

广东

山东

福建

江苏

重庆

山西

安徽

天津

河北

辽宁

江西

合计

区域 数量

40

16

8

6

5

2

1

1

1

1

1

1

83

表3  获批企业的区域分布

表4  大型企业获批的进口量及占比

玖龙纸业（7家）

理文造纸（5家）

山鹰国际（3家）

华泰纸业（2家）

广州造纸

联盛纸业(龙海)

其他

合计

加工利用单位
合计

/吨

6217884

2698355

2460536

984011

750000

642182

4402683

18155651

34.25 

14.86 

13.55 

5.42 

4.13 

3.54 

24.25 

占比

/%

图3  大型企业获批进口量占比

进口的主要时间段。

2  企业

2018年共有83家企业获得进口废纸的资格（如表

2），其中玖龙纸业有7家子公司，理文造纸共有5家子公

司，是获批最多的两家集团。

单家企业批准数量最多的是玖龙纸业(东莞)有限

公司，共3212287吨；数量最少的是浙江万信纸业有限

公司，共1675吨。共有4家企业批准数量超过100万吨，

分别是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广东理文造纸有限

公司、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

司。

获批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山东、江苏、浙

江、福建和江西；华南地区的广东，华北地区的河北和

山西，东北的辽宁和西南的重庆，也都有企业获批。获

批企业最多的省份是浙江省，共有40家企业，占到总数

量的近一半；广东排名第二，有16家企业，这与浙江和

广东是我国包装纸生产大省的身份非常相符。如表3、

图2。

3  集中度

废纸进口政策向产量大、环保达标的大型企业倾

斜，鼓励“用废”企业做强做精，是政策出台的一个目

标。在全部83家企业中，玖龙纸业、理文造纸和山鹰

国际三家集团化企业得到的许可量最多。其中，玖龙

纸业下属的7家企业共获得6217844吨指标，占总量的

34.25%；理文造纸的5家企业获得2698355吨指标，占总

量的14.86%；山鹰国际的3家企业获得2460536吨指标，

占总量的13.55%，三家企业合计占比达到62.66%。三家

企业包装纸的年总产量约2300万吨，占到我国包装纸年

总产量的近一半。

除以上三家外，华泰纸业、广州造纸和联盛纸业（龙

海）的审批量也相对较多。

从2018年的分布集中度可分为四档，玖龙纸业属于第

一档，理文造纸和山鹰国际属于第二档，华泰纸业、广州造

纸和联盛纸业（龙海）属于第三档，剩余其他企业同属于第

四档。见表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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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激活银鸽发展新动能
⊙ 梁喜英

2018年，按照董事长顾琦制定的“练内功+做市场

+寻资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不断实施组织机构整合、生产流程优化、内部

创新改革，生产经营、投资者关系、品牌影响力以及员工

精神面貌等都悄然发生着可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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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0日，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鸽公司或银鸽）首批深航专属定制产品全

部生产完毕，整装待发。这是银鸽公司持续提升自有品

牌竞争力后，实施的系列组合拳中的又一漂亮“战役”。

2018年7月，银鸽旗下生活纸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优质的售后服务和品牌竞争力，在众多竞标纸企中脱颖

而出，成为“深航纸制品首选供应商”。

按照董事长顾琦制定的“练内功+做市场+寻资

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银鸽公司不断实施组织机构整

合、生产流程优化、内部创新改革，生产经营、投资者关

系、品牌影响力以及员工精神面貌等都悄然发生着可喜

变化。

练内功——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2018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市场形势，以顾琦为

董事长的领导班子带领全体银鸽人重整行装再出发。

深入分析问题不足，盘点发展成绩，总结经验做法，围

绕“抓两头，控中间”推出一揽子改革举措，深耕内部

管理，培育自主品牌，整合产业链条，开启了银鸽再次创

业、再创新高的新征程，推动企业扭亏为盈，走出了一条

具有银鸽特色的创新改革之路。

做细管理提效益。银鸽公司生产运营中心不断优

化成本管理，从原料采购到制浆，再到造纸、复卷、入

库等关键流程进行跟踪考核，加强过程监控，组织开展

“浪费大排查”活动，查出的浪费现象限期整改，确保

消耗最低。

营销系统加大智慧平台建设力度，构建全新CRM

服务台，不断完善销售价格机制，并通过打造“线上+线

下”营销网络，实施差异化销售；加强科学考核奖惩，

提升销售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全力推进降应收、降库存

的“双降”工作。

政工部发出“全员节约”活动倡议，号召全员以积

极的态度和行动寻求新的增效突破点，助推企业实现

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双提升。

优化流程提效率。银鸽公司先后对双基建设、物资

仓储等进行系统优化，提高了管理效率。对外部室及时

了解当前经济形势，供应链中心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时

监控采购物资价格变化，建立供应商库，完善供应商等

级和评价机制，并通过优化招标与采购流程，科学调配

物资，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各单位仓储上马信息化系

统，推行产品扫码出入库，提升了工作效率。

对标先进提效能。银鸽公司生产运营中心在全公

司范围内评选标杆车间，激励各基层单位主动适应变

革，对照先进，拓宽视野，找准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不断

学先进、添措施，持续抓好质量、效率、效益的多提升，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和企业效

益。

各单位先后实施了机构优化、流程再造等，尤其是

清洁生产系列举措的推进，打破了管现场就是打扫卫生

的传统观念，并改变了“运动式”现场管理模式，实现

了物定位、人定岗的标准化管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银鸽公司正积极

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压缩管理层级，建立以业绩为导向

顾琦 银鸽投资董事长

“主业经营发展思路：一是要尽快挖掘新的利润

增长点；二是要重点培育自主品牌；三是整合产业

链、分享后端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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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分配制度，使激励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做市场——提升自有品牌竞争力

在公司管理层看来，造纸作为银鸽的主业，不仅要

发展，更重要的是要高品质可持续发展。董事长顾琦曾

公开表示，要吃透国家及行业的大发展方向，在分析市

场变化的基础上制定主业经营发展思路：一是要尽快

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要重点培育自主品牌；三是

整合产业链、分享后端红利。

公司通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引入先进

工艺，2018年5月，银鸽深耕研发的液晶电子玻璃间隔纸

的生产工艺取得了相关发明专利证书，该工艺多项指标

表明，生产工艺水平处于全国前列。2018年8月，玻璃间

隔纸这种利润率高、市场需求大的纸品顺利投产。

除了玻璃间隔纸外，银鸽也在试产生活纸系列的

高端产品和新型厨房用纸。此外，公司还开发了包括竹

浆本色纸、吸管原纸、超柔型纸巾纸等在内的新型生活

纸品类，并通过银鸽生活馆小程序实现网上直营，广受

粉丝好评。

未来，公司也将继续在立足现有主业的同时，顺

应国家科技发展趋势，继续巩固发展生活纸、包装纸和

特种纸三个支柱的同时，尽一切办法开拓创新，拓宽渠

道，增强品牌知名度。

寻资产——积极转型聚焦新战略

苦练“内功”的同时，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运

作手段也正不断引起外界的关注。公司管理团队以造纸

主业为依托，以对外投资为抓手，双管齐下，秉承“生产

+投资”的经营理念，对未来的投资项目进行政策、市

场、前景三位一体的考量，着力打助推公司由单一生产

到投资平台的战略转型。

2018年公司成功投资了备受国内资本青睐的安世

半导体项目，预期将给银鸽带来十分可观的收益。董事

长顾琦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公司选择投资标的，

一是吃透政策的底，二是探清时代的脉，安世半导体等

高端制造业是国家重视、前景广大的行业，有其他资本

难以捕捉的机遇。

行百里者半九十，2019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有机会也有挑战。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拼搏和奋斗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下一步，银鸽公司将持续加大改革力度，建立责权

清晰、科学高效、奖惩分明的管理机制，让创新的源泉

充分涌流，活力充分迸发，为努力实现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走好每一步。

管 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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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7年RISI全球百强榜单的分析
⊙ 李凌云  李玉峰

每年的年底,致力于提供最为权威的全球森林产品咨询和

数据的美国RIS I公司都会按照惯例推出《全球纸业100强》,2018

年亦不例外,《2017全球纸业100强》报告近期由RISI公司推出。而

《中华纸业》近两年也形成了依据《全球纸业100强》报告，通过

全球视角来解读全球造纸企业乃至全球造纸行业的新亮点。让

我们通过梳理2017年全球重点企业的动态及基于全球造纸百强

企业的数据报告来回顾2017年发生在全球造纸市场的大事记。

环 球gloBAl

□作者单位：李凌云，山东交通学院财务处；李玉峰，中华纸业杂志社。

57
Jan., 2019  Vol.40, No.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International Paper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WestRock 

Oji Paper 

Stora Enso 

DS Smith 

UPM 

Smurfit Kappa Group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Ltd. 

Mondi 

Sappi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Packag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Anhui Shanying Paper 

Daio Paper 

Essity 

Rengo 

Resolute Forest Products 

SCG Packaging Public Co., Ltd.  

Cascades 

Shandong Sun Paper Ind. J.S. Co., Ltd.  

BillerudKorsnäs AB 

Long Chen Paper Co., Ltd. 

Domtar 

Verso Paper 

KapStone Paper & Packaging 

Graphic Packaging 

Metsä Group 

公司名称

Yuen Foong Yu Paper 

Marubeni 

Klabin 

Shandong Huatai Paper 

Burgo Group 

Hokuetsu Corporation 

Hansol Paper 

Bio-PAPPEL 

Catalyst Paper 

Cheng Loong Corporation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The Navigator Company  

Mayr-Melnhof Karton 

Holmen 

Svenska Cellulosa Aktiebolaget (SCA) 

Sonoco Products 

Lecta 

Empresas CMPC 

LEIPA Georg Leinfelder

Mitsubishi Corporation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hina Sunshine Paper Holdings Co., Ltd. 

Suzano Papel e Celulose 

Sofidel 

EUROPAC Papeles y Cartones de Europa 

Clearwater Paper 

Progroup 

RDM Group

公司名称
百强榜

排名

1

14

3

4

7

12

5

6

28

9

11

15

22

13

37

30

10

18

33

40

24

31

35

56

16

38

25

19

21

百强榜

排名

47

32

29

57

50

41

59

65

54

61

63

46

34

62

64

20

55

17

84

45

67

79

26

44

74

49

77

89

表1  2017年，纸及纸板产能突破百万吨的全球造纸企业

21307

13000

11667

10594

8876

8234

8200

7000

6000

5790

5424

5395

5100

4534

3576

3518

3173

3135

3106

2960

2824

2798

2775

2745

2622

2603

2540

2484

2471

纸与纸板

产量/千吨

2420

2300

2141

2129

2057

1923

1913

1911

1900

1891

1835

1698

1685

1618

1577

1542

1533

1447

1376

1372

1300

1288

1150

1098

1090

1086

1017

1012

纸与纸板

产量/千吨

1  全球“新五虎”局面已基本稳定

在2015年之前，全球前五强的位置基本是稳定的，被称为“前五虎”，分别是美国国际

纸业、美国宝洁公司、日本王子制纸、芬兰芬欧汇川和芬兰斯道拉恩索。而在2015年的全球

纸业百强榜单中，一家名叫We s t Ro c k的美国公司第一次闯入百强榜单，并打乱了原“前五

虎”的排列，以全球第四位的名次形成了“新五虎”格局，而在2016年的全球纸业百强榜单

中，Wes tRock公司继续发力，夺得2016年全球百强榜单第三名的位置。而从2017年的全球

百强榜单看，WestRock公司稳居第三位，“新五虎”格局已经基本稳定，原来五虎中的芬兰

斯道拉恩索已经被WestRock取代，而斯道拉恩索在2017年的榜单中排名第7位。

每次在百强榜单的分析中，国际纸业总是不能被忽视，而2017年国际纸业继续毫无疑

问地领跑全球纸业。从2017年的业绩来看，国际纸业在连续几年销售额下降之后，终于迎来

了首次止跌，实现了年销售额同比增长3.2%的成绩。而这个止跌的信号对国际纸业来说应

该非常具有意义，这是国际纸业近两年完成了全球“轻东方重西方”策略以来，销售业绩出

现的第一次同比增长，可以说这一增长说明了国际纸业的新全球布局已经基本成型和稳定，

环 球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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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表2  2017年全球纸浆造纸企业销售收入排名百强企业

排名

2016

1

2

3

4

5

8

10

7

14

11

12

13

17

15

16

19

18

20

21

23

22

31

26

25

29

24

38

35

30

39

9

27

34

33

36

46

32

41

40

37

60

44

42

56

47

43

50

45

48

21743.0 

18216.0 

14615.9 

13247.5 

9740.8 

9651.8 

9214.4 

9140.0 

8587.4 

8040.2 

7999.2 

6976.0 

6444.9 

5793.0 

5296.0 

5157.0 

5143.0 

5099.7 

4403.7 

3990.0 

3962.4 

3888.2 

3677.0 

3328.5 

3315.6 

3295.2 

3116.8 

3059.0 

3046.8 

2795.5 

2795.4 

2720.1 

2716.0 

2634.2 

2614.6 

2537.5 

2523.8 

2461.0 

2451.0 

2400.0 

2331.5 

2209.4 

2047.1 

1943.4 

1796.4 

1786.0 

1768.1

1730.6 

1730.4 

1718.0 

2017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3.2

-0.4

4.0

3.2

-11.3

4.9

2.1

0.3

58.3

6.5

21.7

11.5

22.0

3.0

1.2

18.4

11.3

2.5

6.8

14.4

14.7

22.1

8.0

7.8

6.5

-7.1

34.6

18.6

4.5

30.7

-68.7

-7.9

2.8

3.2

6.3

49.1

-5.3

20.1

9.3

2.7

80.5

3.0

1.1

33.9

3.1

-15.1

11.9

-0.2

1.2

2017年较2016年

增长/%

International Paper 

Procter & Gamble 

WestRock 

Oji Holdings Company 

UPM 

Smurfit Kappa Group 

Stora Enso 

Kimberly Clark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Ltd. 

Essity 

Mondi 

DS Smith 

Packag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Sappi 

Domtar 

Empresas CMPC 

Rengo 

Graphic Packaging 

Sonoco Products 

Metsä Group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Fibria Celulose 

Cascades 

KapStone Paper & Packaging 

Suzano Papel e Celulose 

Sequana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Klabin 

Daio Paper 

Shandong Sun Paper Ind. J.S. Co., Ltd.  

Marubeni 

Resolute Forest Products 

Mayr-Melnhof Karton 

BillerudKorsnäs AB 

Lenzing Group 

Anhui Shanying Paper 

Verso Paper 

Arauco 

SCG Packaging Public Co., Ltd.  

Hokuetsu Corporation 

Ahlstrom-Munksjö 
Heinzel Group 

Sofidel 

Mitsubishi Corporation 

The Navigator Company  

Yuen Foong Yu Paper

Vinda Paper Group 

Clearwater Paper 

Burgo Group 

公司名称

3708 

0 

505 

2200 

2800 

2135 

0 

0 

0 

1200 

1722 

4100 

0 

0 

0 

1625 

5642 

0 

0 

3500 

0 

0 

1401 

813 

1500 

0 

0 

3700 

111 

699 

0 

520 

311 

204

5 

170

商品浆

/千吨

21307 

0 

11667 

10594 

8200 

7000 

8876 

0 

5790 

3173 

5424 

8234 

4534 

13000 

5395 

2622 

1447 

3135 

2484 

1542 

2471 

5100 

0 

2824 

2540 

1150 

450 

6000 

2141 

3518 

2798 

2300 

3106 

1685 

2775 

942 

3576 

2603 

0 

2960 

1923 

0 

793 

1098 

1372 

1698 

2420

1086 

2057

纸与纸板

/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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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7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续表2  2017年全球纸浆造纸企业销售收入排名百强企业

排名

2016

51

54

49

52

53

68

59

28

65

66

58

57

64

6

61

63

62

71

75

67

69

70

76

72

73

77

79

78

88

80

83

81

86

84

85

93

74

87

94

90

89

91

96

95

92

98

97

100

99

1690.9 

1647.1 

1591.3 

1540.6 

1537.9 

1535.0 

1520.4 

1485.3 

1465.7 

1423.8 

1401.8 

1341.2 

1318.2 

1284.3 

1263.8 

1219.4 

1205.0 

1135.3 

1071.7 

1051.9 

1048.1 

986.0 

979.9 

978.7 

927.0 

922.7 

906.6 

883.3 

855.4 

845.4 

800.9 

781.4 

761.1 

755.3 

709.9 

687.2 

680.9 

673.8 

641.4 

638.0 

584.1 

582.3 

580.8 

550.9 

548.9 

486.0 

478.6 

395.3 

342.9 

162.4 

305804.5 

2017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7.1

14.1

-0.8

0.0

1.1

43.7

27.6

-49.6

22.9

23.8

6.4

3.1

15.2

-87.0

9.3

2.6

3.6

23.7

26.5

-1.5

-1.6

4.2

16.7

8.4

6.7

8.7

9.7

5.8

42.7

8.3

16.6

-0.5

11.4

8.1

7.9

14.8

-21.8

0.0

19.0

9.7

-5.7

-0.7

20.1

7.9

-1.9

3.5

6.3

21.4

3.6

-1.2

2017年较2016年

增长/%

Palm 

Prinzhorn Holding 

Glatfelter 

Catalyst Paper 

Lecta 

Long Chen Paper Co., Ltd. 

Shandong Huatai Paper 

Orora 

Hansol Paper 

VPK Packaging 

Cheng Loong Corporation 

Holmen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Svenska Cellulosa Aktiebolaget (SCA) 

Bio-PAPPEL 

Fedrigoni SpA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Södra 
Mercer International 

Moorim Group 

Eldorado Brasil Celulose 

Kruger Products 

Neenah Paper 

EUROPAC Papeles y Cartones de Europa 

Rayonier Advanced Materials 

Canfor 

Progroup 

Koehler Paper 

China Sunshine Paper Holdings Co., Ltd. 

Chuetsu Pulp and Paper 

Greif 

Arctic Paper  

West Fraser Timber 

LEIPA Georg Leinfelder 

Yueyang Forest & Paper Co. 

Celulose Nipo-Brasileira (CENIBRA) 

Tembec 

Exacompta Clairefontaine 

RDM Group 

Altri 

KleanNara Co., Ltd. 

ITC 

ENCE 

Jeonju Paper Corporation 

SWM 

Hankuk Paper Manufacturing Ltd. 

De la Rue 

BILT-Ballarpur Industries 

Lintec 

Orchids Paper

公司名称

0

443

0

0

0

54

0

496

0

1712

1507

223

1700

0

0

0

761

1205

0

0

1172

71

1220

0

0

1042

957

0

0

51134.00

商品浆

/千吨

928

1900

1533

2745

2129

1913

950

1891

1618

1835

1577

1911

447

1300

0

0

989

0

380

0

1090

38

138

1017

506

1288

952

700

663

122

1376

910

0

0

229

1012

0

516

728

0

860

206

527

12

700

0

122

223567.00

纸与纸板

/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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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7年百强榜单中的区域占比

34 

31 

25 

8 

1 

1 

企业

数量

94790

75386

108235

20612

5296

1485

2017年区域

销售额

/百万美元

89998

71955

105018

17014

5141

2861

2016年区域

销售额

/百万美元

区域

欧洲

亚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大洋洲

5.3

4.8

3.1

21.1

3.0

-48.1

2017年较

2016年变化

/%

31.0

24.7

35.4

6.7

1.7

0.5

2017年

总销售额

占比/%

11822

4321

12528

21263

1200

商品浆

/千吨

23.2

8.3

24.5

41.6

2.4

0.0

2017年

总商品浆

占比/%

66906

83769

60848

6649

5395

纸与纸板

/千吨

29.8

37.7

27.1

3.0

2.4

0.0

2017年

总纸与纸板

占比/%

业务已经步入正轨并且实现了增长。

从2017年的百强榜单中看，“新五虎”中芬兰UPM公司业绩同比2016年下降明显，下降

11.3%，与第四名的日本O j i公司业绩相差不小,而UPM2017年销售业绩的下降应该与成本

及汇率波动等因素相关。除了UPM外，“前五虎”中还有Procter & Gamble公司业绩同比

稍微有所下降，其余三家公司在销售业绩上同比均有所提高。

2  全球纸业前十强榜单有变动

从近几年的《全球纸业100强》报告中可以看出，全球纸业前十强的企业基本上没有

太大的变动，仅是前十强企业内部位次的微调。但从《2017全球纸业100强》报告中来看，

前十强添了新成员——Ess ity公司。Ess ity公司可算是来头不小，2017年原爱生雅（SCA）

集团基于为股东创造价值和操作灵活性的原则，在集团董事会上提出并通过了将原有集团

拆分成两家上市公司的决定。一家为卫生用品公司，包括了原SCA集团现有的在个人护理和

生活用纸方面的业务，其卫生用品业务的销售额约占原集团总销售额的85%，也就是现在的

E s s i t y公司；另一家为林产品公司，包括SCA集团旗下运营的所有林地和林产品业务，林产

品业务销售额约占集团总销售额的15%，也就是现在的SCA公司。在原有的SCA集团未被

拆分前，在《全球纸业100强》报告中SCA集团位居全球第六位，拆分之后，Essity公司位于

第10位，依然挤进了全球前十强的阵列里；而现有的SCA公司则位于全球第64位。单纯考虑

公司的名字，可能会认为SCA集团2017年的全球百强榜单中相比2016年下滑飞速，但想想

现在的SCA公司仅仅承接了原SCA集团15%的销售额，便能顺利地跻身全球百强，这也足够

说明原SCA集团的强大，或者是两个新公司Essity和SCA发展势头良好。

从前十强的榜单来看，2017年除了E s s i t y公司让人关注外，还有日本的Ma r u b e n i公

司，从2016年的十强榜单的第9位下降到2017年的第32位，下降明显，而Ma r u b e n i公司的

2017年销售收入同比下降68.7%。从M a r u b e n i公司的发展规划看，公司认为：现今，世界

迎来了“时代的转折点”，市场竞争正在发生着转变，货币宽松正常化导致的融资环境的

变化；另外，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结构与竞争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因

此基于全球正面临这种重大转折点的现状认识，Ma r u b e n i公司正在实施公司2020年之前

的发展模式及中期经营计划（2016～2018年度）“Glob a l Ch a l l e n g e 2018”，而2017年

Maruben i公司业绩的跳水式下滑，或许就是规划实施过程中带给公司的短期影响，我们可

以期待Marubeni公司2020年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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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于Marubeni公司，另一家日本公司Nippon的表现却显得较为强劲。Nippon公

司从2016年的百强榜单中的第14位，上升到了2017年的第9位，前进了5个名次。

3  兼并重组，甚至破产依然在影响着百强榜单

近几年，兼并重组现象频频发生，强强联合的案例对百强榜单中的企业来说更不是新

鲜事。2017年，发生在百强企业中间的强强联合也是不少。2017年年底，巴西纸浆生产商

Eldorado Brasi l Celulose公司的股东J&F已同意将其全部股权出售给CA Investment 

S.A.公司，转让价格约为150亿巴西雷亚尔（约合40亿欧元）。CA I nv e s t m e n t S.A.是

APP旗下Pap e r Exc e l l e n c e的子公司。据约定，收购将在2018年完成，因此E ldo r ado 

Bras i l Celu lo s e公司依然出现在了2017年的百强榜单中，但收购工作完成之后，因Paper 

Excel lence公司是私人公司，不会对外公布财务状况，因此Eldorado Brasi l Celulose公

司将不会出现在百强榜单中，也可以说这或许是Eldorado Brasi l Celulose公司最后一次

出现在百强榜单中。

2018年初，巴西两家全球顶级漂白阔叶浆生产厂商Su z ano（金鱼）和Fibr i a（鹦鹉）

主要股东投票通过了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从2017年的百强榜单中可以看出，S u z a n o

公司位于第26位，F i b r i a公司位于第23位，而这项强强合并势必会影响2018年的全球榜

单。同样是2018年初，美国的Wes tRock公司和KapS tone纸及包装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

Wes tRock将以约4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KapS tone全部的已发行的股份（由基于每股36美

元的收购价格加上约13.6亿美元的债务）。Ka p S t o n e公司位于2017年全球榜单中的第25

位，与We s t Ro c k公司的强强联合，将给2018年全球榜单带来变化。另外，在2017年和2018

年期间，We s tRo ck公司并购消息不断，因此在未来几年的全球榜单中，We s tRo ck公司将

持续向国际纸业发起冲击。

再有，从2017年的全球榜单中，有两家百强榜单的“老人”N o r s k e S k o g公司和

Ap p v i o n公司从2017年的榜单中退出，这两家企业均在2017年宣布破产。位于美国南部的

卫生纸生产商Orchids Paper公司挤进百强榜单，位列第100位，而由Norske Skog公司和

Appvion公司破产所空出的两个空位则由Orchids Paper和Essity公司所填补。

4  强劲中国：14家企业上榜，9家销售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根据相关榜单整理发现，共有14家中国企业进入全球100强，其中，玖龙纸业排名中国

企业第一，2017年营业收入达到5793百万美元，晨鸣纸业、理文造纸、太阳纸业和山鹰纸业

等入围全球百强。

报告还公布了全球57家纸及纸板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造纸企业名单，国际纸业排名第

一，玖龙纸业和WestRock位列第二位、第三位。有4家中国企业产量进入全球前15强，分别

是玖龙纸业、理文造纸、晨鸣纸业和山鹰纸业。

在所有100家上榜企业中，有52家的营收较上一年同比增长，约占一半。14家中国企业

中，大陆11家，9家的营收同比增长；台湾的3家企业，有1家同比增长。比较可以看出，中国

大陆的造纸企业与全球同行相比，在过去的一年里表现更好，中国大陆造纸行业的景气度

明显高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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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欧汇川计划投资20亿美元在乌拉圭建设新浆厂
芬欧汇川于2018年底宣布将投资20亿美元在乌拉圭中部建设新浆厂，该厂将生产桉木浆，计划

产能200万吨/年。芬欧汇川和乌拉圭政府早在一年之前就签署了投资合约，开始筹建新浆厂有关事

宜。目前芬欧汇川已经完成了工厂建设的技术方案，正在等待最终批准。

斯道拉恩索增资2200万欧元扩建瑞典Skoghall水处理

厂
斯道拉恩索将投资2200万欧元用于扩建其位于瑞典Skoghall的水处理厂，此次扩建将提升工厂

处理能力、进行技术升级，达到更高的环境标准。

纸板生产企业排出的水中仍会有木纤维残留，通过技术革新，将进一步提高废水过滤和分离能

力，使处理之后更干净的水排入河流，过滤残渣还可继续用作生物燃料。

Skoghall水处理厂环境经理Margareta Sandstrom表示：“我们一直致力于环保，不断改进水

处理环节，使木纤维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减少碳足迹。”

此次扩建项目包括：新建三个高效沉淀池，以及相关辅助和控制系统等。预计将于2020年初完

成。

斯道拉恩索转让June Emballage全部股份
斯道拉恩索已经将手中June Emballage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目前June Emballage的管理团队，

瑞典June Emballage公司主要生产用于小包定制运输包装的瓦楞纸板。对此，斯道拉恩索北欧瓦

楞事业负责人David Ekberg表示：“作为一个小规模定制包装公司，我们认为June Emballage已经

完全可以独立运行，未来我们将重点关注公司核心事业，谋取在北欧地区更好的发展。”此次股份转

让，将不会对双方业务运营等产生明显影响。

瑞典制浆用木材库存上涨15%
瑞典林业局数据显示，2018年9月底，瑞典制浆用木材库存约为390万立方米，同比上涨15%，针叶

类据木库存约为240万立方米，同

比上涨超5%。

各类木材库存分别为：混合

针叶木250万立方米，杉木50万立

方米，阔叶木80万立方米。制浆用

木片库存约70万立方米，同比增

长6%。

针叶据木、制浆用木和木片

总库存约为700万立方米，同比增

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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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美国箱纸板月产量同比下降0.8%
据美国森林和纸业协会（AF&PA）消息，2018年11月，美国箱纸板（boxboard）月产量相比2017年

11月同比下降0.8%，相比同年10月，环比增长1.2%。

箱纸板开工率为96.3%；截止11月，2018年硬漂白箱纸板及衬板产量同比增长2.2%，可再生箱纸

板产量下降2.2%，未漂白牛皮纸板和石膏板产量增长2.1%。

此外，2018年11月美国包装纸成交量相比2017年11月总体平稳，相比同年10月增长了2.8%。

截止11月份，2018年纸袋纸成交量同比增长5.3%，多层纸（multiwall）成交量增长0.3%，加工纸

类产品成交量提高1.0%，食品包装纸成交量提高2.5%。开工率由10月的95.6%下降至89.5%，库存环比

增长7.1%，同比下降1.7%。

瓦楞纸板原纸（containerboard）产量同比增长3.2%，累计增长1.9%，日均产量增长3.4%。开工

率为96.0%，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出口量环比增长5.2%，年累计增长0.9%。

Greif出资18亿美元收购Caraustar Industries
工业包装产品公司Greif Inc将以18亿美元现金从H.I.G. Capital附属公司手中收购回收纸板

和包装公司Caraustar Industries，收购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完成。

Caraustar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主要生产可再生纸板以及特种纸等，在美国拥有80多个工

厂，年销售额约14亿美元。

对于此次收购，Greif总裁Pete Watson表示：“收购Caraustar符合我们的战略规划，

Caraustar在包装和可再生纤维领域优势明显，能帮助我们扩展工业包装市场，带来可观的利润。最

重要的是，我们两家公司具有类似的价值观和客户服务理念。”

Caraustar总裁Mike Patton也表示：“Greif拥有强大的制造基础和广泛的客户资源，此次收购

对于双方来说是共赢的选择。”

此次收购将大大扩充Greif在工业包装领域的产业规模，带来十分可观的竞争优势和战略收益，

主要有：第一，快速提高产业规模和利润，带来明显的收益，增强战略发展的灵活性；第二，扩宽供

货范围，提高Greif在美国的销售份额，美国销售份额将从占全球总销售额的1/2提高至2/3，Greif包

装纸销售份额将从占总销售额的23%提高至50%；第三，收购将带来明显的综合效益，三年之内，年度

运营成本协同效应将达4500万美元；第四，Caraustar主要生产可再生纸板和特种纸类产品等，将扩

充Greif的包装产品供应范围；第五，双方企业文化和工厂运营理念相近，将更有利于双方的未来发

展。

凯登以1.79亿美元收购Syntron Material Handling
凯登已与Syntron Material Handling（下称“Syntron”）签署收购协议，将以1.79亿美元现

金收购Syntron。Syntron是一家物料运输设备和系统的供应商，主要服务矿业、食品、包装和制浆造

纸等行业，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和中国常熟建有生产基地，旗下有Link-Belt®、Syntron®等品牌。

收购Syntron将拓宽凯登在物料输送领域的供货范围，Syntron的物料振动与输送技术具有高

附加值，对资源集约型行业十分关键，在该领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Syntron约有员工250人，截止2018年10月31日，过去12个月收入约89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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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Suzano与Fibria合并案获得欧盟批准
根据欧盟并购制度，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9日正式批准了巴

西Suzano与Fibria的收购案，至此，Suzano收购Fibria完成了最后

一道通关。Suzano与Fibria是世界两大漂白桉木浆（BEKP）生产商，

两者的合并可能会对全球纸浆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据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世界最大的两家纸浆生产企业的合

并将降低全球木浆生产和供应链的市场竞争，尤其在漂白桉木浆领

域。此外，Fibria曾在2016年与巴西另一家桉木浆生产企业Klabin达

成销售代理协议，将代理Klabin在除南美之外大部分地区的桉木浆

销售，这意味着合并之后的Suzano与Fibria在桉木浆市场将占有很

高的市场地位。

为了取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Suzano向欧盟保证不干涉Klabin

在欧洲经济区（EEA）的桉木浆销售，使Klabin在欧洲的桉木浆销售具有自主权，不过这也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Suzano和Fibria在欧洲的桉木浆竞争优势，使Klabin在欧洲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降低了

Suzano的定价权。

Suzano和Fibria的合并重组将于2019年1月14日完成，新公司将成为巴西市值第四大公司（不包

括金融机构），Walter Schalka将担任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新公司成立后，公司将有11个生产基

地，可年产1100万吨商品浆和140万吨纸和纸板，客户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人数可达

3.7万，年出口额可达245亿雷亚尔（巴西货币）。

2018年1-9月，两家公司运营现金流合计1010亿雷亚尔，总收入245亿雷亚尔，前九个月总投资49

亿雷亚尔。

回顾Suzano收购Fibria获得批准的过程，2018年2月，Suzano和Fibria的主要股东投票通过了

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5月31日，通过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批准；8月31日，通过中国反垄断机构的批准；

9月6日，通过土耳其反垄断机构的批准；9月13日，两家公司股东在各自的特别股东大会上批准了公司

重组的条款；10月11日，通过巴西反垄断机构CADE的批准11月14日，通过巴西水运局ANTAQ的批准；最

终11月29日，通过欧盟反垄断机构的批准。

两家公司的内部重组主要包括：每位Fibria股东将获得Suzano的0.4611普通股，每股获得52.50

雷亚尔，支付总金额将于2019年1月10日对外公布。

维美德为印度CPP公司供应生活用纸生产线
印度Century Pulp and Paper（CPP）公司选择维美德为其位于印度Lalkua的纸厂提供生活用

纸生产线。这是维美德向这家工厂提供的第二条生活用纸生产线，2008年维美德曾向该工厂提供过

第一条生活用纸生产线。

CPP公司总裁J.P. Narain表示：“CPP是印度市场首个使用AdvantageVisconip压榨技术的生活

用纸公司，这种一流的压榨技术，加上Advantage ReDry预干燥技术，可大幅降低纸机能耗，提高水

分分布的均匀性，线压力达150kN/m。新生产线将使我们公司高档面巾纸、卫生纸、厨房纸巾及餐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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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产能每年提高3.6万吨。”

目前，无论就产量和质量来看，印度生活用纸市场都在迅猛发展。借助维美德新生活用纸机，

CPP可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市场位置。

供货范围包括全新的TM7 Advantage DCT 100HS卫生纸机，幅宽2.85m，设计车速2000m/min。

纸机包括OptiFlo流浆箱和16英尺铸铁扬克缸各一套，采用ReDry预干燥技术。此外，还配有AirCap

气罩与Hot Air热风系统及SoftReel卷纸机等。

安德里茨PrimeLine系列卫生纸机在印度Bashundhara纸

厂开机
安德里茨（Andritz）为印度Bashundhara纸厂供应了一台PrimeLineCOMPACT VI型号卫生纸机，

供货范围还包括备料和自动化系统等。

该纸机设计车速2100m/min，纸幅2.85m，主要生产高质量面纸、厕纸和纸巾纸，采用16英寸

PrimeDry扬克缸。该纸机还配备了安德里茨PrimeControl自动化系统、MMD多元启动系统、完整的备

料生产线等。

APP印尼OKI纸厂陆续投产8台卫生纸机
2018年8月14日-10月14日，APP在其印尼南苏门达腊岛的OKI工厂顺利投产了4台拓斯克AHEAD-

2.0L PRODERGY卫生纸机。

至此，APP与拓斯克签订的8台卫生纸机仅在8个半月的时间内就全部投产。前两台纸机于2018年

第一季度在APP帕拉旺工厂投产，后6台纸机于2018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在OKI工厂开机。

这8台卫生纸机均是幅宽5.6m，运行速度2000m/min，都配备了直径22英尺的第二代拓斯克钢制

扬克缸，也是全球生活用纸领域应用的最大直径扬克缸。纸机干燥部的节能设计完全依赖于蒸汽作

为能源，包括蒸汽加热的拓斯克Milltech-DYH双系统气罩。

AP P与日本王子制纸成立瓦楞包装合

资企业
2018年12月4日，日本王子制纸发布公告，决定与印尼APP的浆纸事

业子公司Purinusa Ekapersada公司（以下简称PE）合资在印尼组建纸

箱加工厂。

新公司将命名为PT Oji Sinar Mas Packaging，其中王子制纸出

资55%，PE公司出资45%，投资总额约3500万美元，生产能力约5000吨/

月，预计2020年1月开始营业。

王子制纸预计，随着印尼制造业的发展，印尼今后的纸箱市场将

会进一步增长。新工厂的建成将为在当地投资的其他日资企业提供完

善的包装服务，不断提升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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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4月恢复生产以来，安州基地正在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2017年8月，安州基地原纸车间1

号、2号纸机一次性开机成功；9月，3号高速纸机一次

性开机成功；10月，4号高速纸机一次性开机成功；12

月，5号高速纸机一次性开机成功。据悉，接下来基地

还将继续完成6号高速纸机的调试和试运行。

一年多的时间，斑布安州基地旧貌换新颜，矗立

在绿水青山之间，从当初的荒草丛生到如今的欣欣向

荣，从曾经的机器老旧到现在的机器轰鸣。我们有理

由相信，未来的斑布安州基地将成为一个林、浆、纸

一体化工旅结合的现代化样板基地。

保定东方纸业首条生活用纸线投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河北省保定市东方造纸有

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宣布，首条生活用纸生产线

(P M8)已完成建设和设备安装，并获得当地政府包括

污水排放许可在内的相关环保批准手续，该生产线

紫荆花纸业本色纸项目顺利下线

本刊讯 近日紫荆花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车间捷报

频传。2018年12月18日凌晨4时，紫荆花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一期项目试产，第一袋黄腐酸有机肥下线，

12月20日下午15时，第一辊本色生活用纸下线，标志

着紫荆花由传统的造纸行业华丽转身，加入到绿色制

造、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行业。

经过多年探索和攻关，宁夏紫荆花成功打造了秸

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新模式。通过技术创新，把农作

物秸秆做成本色纸、造纸过程中产生的黑液变成有

机肥用于农作物生产，形成了“纸浆+肥料”的联产模

式。该项目所应用的技术，在制浆蒸煮工艺方面用碱

量下降60%；生产的有机肥，有机质高达60%以上，有

机肥腐殖酸含量达30%；整个工艺流程废水产生量减

幅66%，废水的CO D减幅达72.7%。每产1吨纸制品可消

耗秸秆2吨左右，同时产出有机肥1吨左右。环评结论

是：“清洁生产可达国内先进水平；项目废气、废水及

噪声均能满足排放要求”。

产品获得美国F DA、欧盟A P食品级认证及中国环

境标志（Ⅱ型）产品认证，该项目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二

届五次会议提案。“纸浆+肥料”的联产模式，不仅破

解了制约造纸企业发展的纤维原料、环境保护和水资

源三大技术瓶颈，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而且

在推进减排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可实现减少秸秆焚烧

污染、替代木材造纸、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等多重环保

效应，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全面共

赢。

斑布安州基地5号纸机一次性成功开机

本刊讯（环龙 消息) 2018年12月19日，斑布安

州基地再传捷报，原纸车间5号高速纸机一次性投料

试机成功，为斑布的自动化生产再添利器。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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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试生产后，正式投入生产。P M8生产线位于河

北省威县工业园区，年设计产能1.5万吨。同时公司计

划在未来几个月启动第二条生活用纸生产线(P M9)建

设，PM9年设计产能同样为1.5万吨。

“公司不断寻求业务增长，我们相信生活用纸市

场强劲的增长势头为我们提供了重大机遇。P M8生产

线的投产，加上我们现有的生活用纸包装产能，将助

力公司未来几个季度业绩增长”，东方纸业董事长兼

CEO刘振勇如是说。

新疆芳菲达纸业圆网卫生纸机投产

本刊讯（仟松 报道) 2018年12月24日，位于新

疆昌吉州阜康市的新疆芳菲达纸业投产首台宝拓卫

生纸机。纸机型号为SF10-900真空圆网卫生纸机，

幅宽2860m m,设计车速900m/min。宝索企业宝拓公司

为本项目提供了从备浆、流送、纸机、分切复卷机及

系统控制等的总承包工程。同一型号的另一台卫生纸

机计划于2019年年中投产。

新疆芳菲达纸业早先为乌鲁木齐生活用纸加工

和销售企业，2017年成立新疆巨兆辉森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并入驻昌吉阜康产业园，成为生活用纸生产、加

工及销售一体化综合性企业。

保定宝洁纸业2号卫生纸机成功开机

本刊讯（仟松 报道) 2018年12月30日，河北省

保定市宝洁纸业有限公司第二台高速卫生纸机顺利

开机投产。

纸机净纸幅宽3550m m，设计车速1300m/m i n，主

要使用竹浆和商品木浆生产本色生活用纸，设计产能

2万吨/年。

保定市宝洁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公

司前身是满城县保洁造纸厂。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

满城区大册营镇造纸工业园区，其1号生活用纸机净

纸幅宽2850m m，设计车速900m/m i n，已于2017年投

产，主要生产本色生活用纸，年产量约1.2万吨。

宜宾纸业第3台新月型卫生纸机顺利

开机

本刊讯（亚赛利 消息) 2018年12月12日，宜宾

纸业第3台i D E A L ®新月型卫生纸机如期顺利开机。

该纸机由意大利亚赛利供货，为双方签订的5台纸机

项目中开机的第3台。设计车速为1600m/m i n，幅宽为

2850m m。在短短一周内，纸机实际运行车速已经达到

1400m/min。

此前，宜宾纸业第1台iD E A L ®新月型卫生纸机已

于2018年9月15日成功开机，第2台已于11月7日成功开

机。

大连明珠为金蔡伦纸业提供的双压区
可控中高软压光机投入运行

本刊讯（大连明珠 消息) 近日，山东金蔡伦纸

业2640/400纸机升级改造项目试机成功，大连明珠

机械提供的双压区可控中高软压光机顺利完成安装

调试，成功投入运行。

压光机为2x2双压区配置及交钥匙工程，硬辊

为导热油加热辊，软辊为可控中高浮游辊，含全套热

油、液压及辅助控制系统。主要用于生产轻型纸、纯

质纸，投产后各方面指标均满足客户要求，得到客户

的充分肯定。

山东金蔡伦纸业为将原有第5、第6车间优化整

合，实施2640/400纸机升级改造，将网部、压榨、施

胶、压光工艺整体升级，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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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产品品质大幅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显著

增强。

华章科技携手金洲纸业完成首台纸机
改造并顺利开机

投入，项目包括集中供热技改项目、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造纸科技博物馆建设项目、生产线技改项目、水

处理工程技改项目、厂内零星技改项目等。其中集中

供热技改项目将为长泰各工业园区企业提供热力服

务，实现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将

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厂内消化处理；水处理工程技改

项目排放标准高于国家及行业标准，达到保护龙津

溪水质的目的。各个项目主要目的在于节能降耗减

排，守护长泰绿水蓝天。

康森纸业入驻贺州华润示范区

本刊讯（仟松 报道) 2018年12月13日，广西贺

州市康森纸业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原浆再生纸项目

签约仪式在贺州华润管委举行。

康森纸业是继鹏源纸业、福汇纸业之后第三家

入驻华润示范区的造纸企业。三家造纸企业充分利

用华润示范区的电力、蒸汽资源优势，不仅节约了生

产成本，更解决了最为棘手的小锅炉生产蒸汽的环

保压力问题。这是华润示范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的

进一步延伸，发挥了华润电力超低排放的清洁能源

优势，同时特种纸的产业集群发展更是企业与园区

蒸蒸日上的有力实证。

贺州市康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康表示，

贺州华润示范区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优质的服务环境

是企业选择落地的重要因素。下一步，企业将加快项

目建设，早日实现投产达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带动

群众就业助理富川脱贫攻坚贡献自身力量。

资 讯inFoRMATion

本刊讯（华章 消息) 由华章科技集团总包的东

莞金洲纸业P M3机的改造，通过华章科技和合作伙伴

及业主各方的共同努力，在停机不到30天的时间内全

部完成安装和调试工作，并在不到6小时的联合调试

后一次引纸，成功上卷，开机过程非常顺利。

本项目改造的范围涉及到增加制浆设备；更换两

台流浆箱，并调整一台流浆箱的位置；一道真空压榨

和两道大辊压榨更换为两道靴压；增加前烘和后烘

的烘缸数量；重新设计网压部的走台；真空系统多台

真空泵改为透平机；增加与之配套的电气控制设备。

山鹰联盛纸业投资20亿技改6个项目

据《福建日报》报道 2018年12月21日，长泰县

政府与山鹰集团联盛纸业有限公司举行技改项目签

约仪式，联盛纸业将投资20亿对6个项目进行技改，

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环境。

据悉，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2018年1月1日成功

并购位于长泰县的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实现平稳过渡，2018年预计完成产值31.85亿，预计

纳税额3.75亿，同比增长50%。此次，山鹰集团股份公

司批准同意联盛纸业投资20亿，对6项技改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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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斯道拉恩索包装技术有限公司正
式投产

本刊讯（张佳枫 报道) 常州斯道拉恩索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在武进国家高新区正式投产。

常州斯道拉恩索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

28日签约入驻武进国家高新区，项目总投资额为3亿

元，公司主要从事高端手机（微瓦彩盒、折叠纸盒、说

明书、折页、标签及标贴）整套包装盒的研发与生产。

现拥有包装彩盒产品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应用于

产品规模化生产，年产8800万个基于可再生材料的彩

盒项目，满足世界领先品牌商的绿色环保的高档包装

需求。

业互联网平台供应商，共绘300亿智慧汉麻产业新蓝

图。远舢智能还与清华大学CI M S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未来双方将在认知大数据、神经网络、机器学

习等领域加强研究合作，共同推进工业新技术普惠。

山鹰国际与S A P中国再度携手，寻求
业务模式新突破

本刊讯（山鹰 消息) 2018年12月10日，山鹰国

际控股股份公司与思爱普（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此次山鹰国际与SA P中国

再度携手，希望通过务实合作寻求业务模式新突破，

探索造纸企业创新增长新空间。山鹰国际董事连巧

灵、副总裁石春茂，SA P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

理李强等双方代表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

山鹰国际副总裁石春茂表示，业务流程标准化带

来的显著效果，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

和必要性。希望借助SA P领先的解决方案，全力进行

数字化建设，实现全产业链、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打造

“再生资源—造纸—包装联动”商业模式，兼顾经济

效益与社会责任，重塑造纸这一传统工业产业。

SA P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李强认为，

在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SAP将利用创新

技术和深厚的行业经验，鼎力支持山鹰国际的数字化

转型，助力实现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战略目标。期

待双方携手成就中国“生态型造纸产业”的新典范。

S A P中国将为山鹰国际提供包括分析云、采购

云、学习云、人资云在内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为其搭

管理运营

牡丹江恒丰纸业与远舢智能联手打造
“恒舢云”

本刊讯（恒丰 消息) 2018年12月11日，由牡丹

江恒丰纸业集团与北京远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

组建的恒舢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在牡丹江市正式挂

牌成立，两家企业强强联合共同打造“恒舢云”，推动

东北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变革。牡丹江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李德喜，恒丰纸业董事长徐祥，远舢智能董事

长李晓波，清华大学CIMS中心张和明教授等出席了挂

牌仪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董事长徐祥表示，作为一家

成立了六十六周年的特种纸行业龙头企业，此次与远

舢智能成立恒舢科技，不仅有利于落地恒丰纸业智能

化、平台化转型战略，还有利于双方以云平台模式深

入赋能东北政企客户，加速推动东北制造企业数字化

进程。同时，恒舢科技还将对国内汉麻产业进行全新

布局和资源配置，计划用五年时间，将汉麻产业打造

成中国智慧农业新标杆。

会议期间，远舢智能与恒丰纸业共同签署了汉

麻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成为黑龙江汉麻产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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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提供了相应的改善建议。

银河纸业举行定制化机台揭牌仪式

本刊讯（吴广福 报道) 2018年12月25日，银河

纸业与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新华文化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隆重举行定制化机台揭牌仪式，为双方共同做大

湖北教辅市场、图书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银河纸业总经理李良英，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

新华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立分别在揭

牌仪式上致辞，双方在签署协议后共同为定制化机台

揭牌，银河纸业29号纸机被指定为湖北省新华书店集

团·新华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定制机台。

李良英在致辞中指出，定制化产品、定制化机台、

定制化服务已成为银河新营销模式的标志性名片，这

是银河纸业为客户打造的一项长期持久的战略合作

项目，旨在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无论市场风

云如何变幻，银河永远是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新华

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前进道路中最真挚、最忠实的

合作伙伴。

何立在致辞中指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形

势，实现强强联合、资源整合、打造全新绿色环保生

态圈和供应链，将是我们的共同选择和必由之路。

近年来，银河纸业充分发挥机台多、幅宽广、改产

柔性的综合优势，着力打造定制化、特色化、差异化

的生产服务基地，并先后与山东康华传媒、山东金榜

苑、山东天成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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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集团管控体系，满足全球化需求，建设协同数字化

供应链，实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生产精细化管理，

助力山鹰国际打造一流的数字化高绩效企业。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通过Q&E&O H S
一体化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

本刊讯（杨晓雷 报道) 2018年12月27日，亚太

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方圆标志认证集

团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Q&E&O H S）一体化管

理体系认证现场审核。这是该公司自2003年首次获证

以来的第5次再认证（换证）。

12月25日到27日，审核组经过三天的紧张取证和

全面审核，没有提出不合格项，给出了“通过现场审

核，并推荐认证注册”的结论。

公司管理者代表范丰涛主持了体系审核的首、末

次会议，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伟国、纸板事业部总经

理汪文林、高级资深顾问曾金郎及各区域经理、主任

出席了会议。

审核组充分肯定了公司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

性，一致认为：作为国内制浆造纸行业第一家建立

Q&E&O H S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公司，亚太森博充分认识

到质量、环保和安全对于企业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

要性，管理体系运行效果是目前同行业中最好的，质

量、环保和职业健康安全等各方面业绩指标都做得

一年比一年好。尤其是通过精益管理的推行和实施，

亚太森博各部门都参与到了改善活动当中，在质量、

环境、安全、成本等各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益和效

果；建立了CI项目/建议系统、5S/T P M管理系统、ISO

文件审批发布系统、客诉处理系统等，既提升了效率，

又方便追溯。

审核组也指出了公司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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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客户发展的支撑平台和助推平

台。

维达携手中国奥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筑城市居民美好健康生活

本刊讯（维达 消息) 2018年12月10日，维达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维达集团董事会主席李朝旺、行

政总裁麦焘，中国奥园董事局主席郭梓文、副总裁郭

士国等双方高级管理层出席签约仪式，见证双方战略

合作的重要里程。双方希望通过此次战略合作，开启

未来在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服务、长者社区服务的健

康管理、电商贸易和文旅产业服务等领域的长期战略

合作，助力城市居民美好健康生活。

此次合作，双方在践行构筑城市居民“健康生

活”的落地项目上有了长足的进展。维达集团旗下维

达品牌、得宝品牌及多康品牌等，成为中国奥园旗下

集团及公司纸品指定供应商；包大人品牌及添宁品

牌成为奥园健康生活集团社区养老服务的长者护理

产品指定供应商；此外，维达集团还将与拥有超过 

1000万会员、致力于为业主和客户提供商业运营全产

业链服务的奥买家电商平台建立深度的销售贸易合

作。

红塔仁恒打造“国内领先水平”无淋
膜环保纸杯卡

本刊讯（红塔仁恒 消息) 2018年12月13日，受

红塔仁恒公司委托，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业

界专家，对红仁新材“无淋膜环保纸杯卡”进行了成

果鉴定。

本着“环保、安全、创新”的研发理念，红塔仁

恒打造出全新“无淋膜环保纸杯卡”。该产品采用机

内在线涂布的方式，实现纸杯卡正/反面涂布阻隔性

涂层，最终达到淋膜纸杯纸的热封及阻隔性能，可替

代淋膜纸杯纸，用于纸杯、纸碗、纸餐盒等。该产品

在制造及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可直接回用抄

造，提高纤维利用率，实现环境友好，且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产业链上的节降。

专家组给出的鉴定结果为：本项目在国内率先实

现白卡纸机内涂布生产无淋膜环保纸杯卡，技术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同时，专家组还建议该项目进一步完

善生产工艺和优化成本，尽快进行市场推广。

会议活动

2018维美德奖学金颁奖典礼第二站在齐
鲁工业大学举行

本刊讯（李芳 报道) 2018年12月13日，2018维

美德奖学金颁奖仪式在齐鲁工业大学举行。 

典礼伊始，由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

验室党总支书记许有强致欢迎词，并介绍了重点实验

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

维美德中国生活用纸业务线销售总监张凯代表公

司向获奖学子们表示祝贺，除了向学生们介绍了近来

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维美德的最新发展，他还为师生

们带来了维美德最新研发的致力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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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结束后，维美德代表与学生们进行了交

流。齐鲁工业大学制浆与造纸98届校友，现任职于维

美德中国知识产权部的周真向母校同学们分享了自己

的求学以及职场发展经历。周真向同学们简单介绍了

知识产权的基本知识以及法律责任，勉励学弟学妹

们在校踏实学习知识、汲取各种营养。进入职场后仍

然要坚持学习，通过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推动公司的发

展!

交流会期间，学校老师以及同学们还就关心的求

职提出了问题，维美德代表都一一做了解答和建议。 

岳阳林纸举办2019年全国经销商峰会

本刊讯（吕胜明 报道) 2018年12月18日，岳阳

林纸2019年全国经销商峰会会场春意盎然。岳阳林

纸副总经理、岳阳分公司总经理禚昊，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136家签约经销商代表，回顾2018年工作，展示

2019年设想，并与经销商签约，为获得A级评价的经

销商颁发证书。

谋划发展，打造航母战斗群

2018年，喜逢岳阳林纸建厂60周年，也迎来了岳

阳林纸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如何迎接挑战？如何

在逆势当中找到公司的价值点？

禚昊在《打造百年企业，携手共筑未来》的主题

讲话中，感谢各位经销商对岳阳林纸的大力支持。他

说，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就像航母战斗群，提升了

我们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仅是岳阳林纸的竞争

力，更是我们与经销商整个团队的竞争力。希望能与

经销商朋友们共同打造岳阳林纸这艘纸业航母。

荣誉表彰，凝聚榜样力量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经销商的通力合作和鼎

力支持，正所谓“经销商强则企业强”。

岳阳分公司副总经理、岳阳林纸销售公司总经理

易兰锴作《2018年销售回顾及2019年销售展望》发

言，从订单、销量、回款、合作意愿、战略吻合等维度

对签约经销商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评价总结。

会上，禚昊、白钦林分别为广州市晨辉纸业有限

公司、武汉秉公纸业有限公司等14家荣获岳阳林纸、

湘纸分公司、沅江纸业A级经销商颁发证书。

强强合作，开启共赢之路

在造纸行业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新的经销商模

式对造纸供应链有着深远影响。

在岳阳林纸2019年全国经销商签约仪式上，岳

阳分公司总经理禚昊、沅江纸业总经理白钦林，分别

与经销商代表签约，标志着岳阳林纸与经销商共同为

公司的长远发展紧密协作，团结在一起。

峰会上，“打造百年企业，携手共筑未来”主旋

律贯穿始终。耳目一新的公司宣传片，市场部带来的

市场行情分析与岳阳林纸品牌计划，专业的公司文化

纸产品、包装纸产品解读，为经销商把脉市场、精准

定位提供了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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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参天│铜奖

作者：李兴军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图片说明：科学发展人工林是实现林浆纸一体

化最关键的一个链环，金桂在广西经营约142万

亩林地，为工厂提供了强大的原料保障。

“环龙杯”第四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登（二）：美丽纸世界

与“红色经典书籍”结缘（组图）│银奖

作者：冯冰辉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图片说明：2017年9月8日，岳阳林纸“岳阳楼”牌60克胶版

印刷纸成功中标，成为人民出版社“十九大文件专用纸”首

选印刷纸之一。“岳阳楼”牌胶版印刷纸系列产品曾荣获“国

家质量金奖”，是印刷《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

首选用纸，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

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重点党建文献的印刷专用纸。

陪妈读书│银奖

作者：谢晓辉

画荷│银奖

作者：杨红

从幼苗到大树，从浆板到纸卷，从工厂到千家万户，纸张前世今生这段美的

历程，承载了文明，包装着世界，让世界更美好，让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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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化机浆│优秀奖

作者：李兴军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图片说明：金桂浆纸建设了国内乃至亚洲

首条闪急干燥生产线，解决我国高得率商

品浆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储存、运输和品质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高得率商

品浆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喜鹊登梅│铜奖

作者：许平

心愿│优秀奖

作者：许平

纸质时装秀│优秀奖

作者：梁喜英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高原圣城竹色风│优秀奖

作者：罗康全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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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十位古代造纸名人评传

⊙ 刘仁庆  刘军钛

刘仁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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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答辩会主席。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终身荣誉理事，中国宣纸协会顾问，中国手工造纸联盟(北京清华

大学牵头)学术顾问。出版造纸著作《中国古纸谱》(知识产权出

版社，北京)《宣纸与书画》(轻工业出版社，北京)等20多部，论

述文章 500多篇，共计发表约700多万字。 

刘军钛 先生

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1985年在北

京轻工业学院取得造纸硕士学位。后赴英国留学，1992年在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 (UMIST)取得造纸博士学位。曾参写、

参编著作多部，如《中国造纸年鉴(1986)》(轻工业出版社，北

京)《材料手册》(科学出版社，北京)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造纸专业论文百余篇。当下担任深圳市三力星聚合同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根据现存可查的古书中，从汉晋南北朝开始计起，顺延隋唐宋，直至元明清代各类典籍，获

悉继续钻研造纸技术的名人有40人。这些人有的是帝后宦相，有的是文臣武将，有的是学者名

流，有的是能工巧匠。尽管他们在造纸业的科技成就上有优有次，影响力有深有浅，但却宛如晴

朗夜空中一颗颗明亮的大小星星，闪闪发光，值得后辈人纪念和敬仰。

现在，本文从汉代起，对历代古籍上有姓氏的或部分名字的人按照历史(朝代)次序，分别列出

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对造纸业的贡献，概略地做数百字的简单介绍。研究这些名人，对于从新的

角度来认证中国造纸史，探讨造纸术的发展过程，或许稍有帮助。敬请专家、读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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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蔡伦

蔡伦(62—121)，享年59岁，东汉宦官。字敬仲，桂阳(今湖南省耒阳)人。在东

汉永平(汉明帝年号)末年(75年)净身入宫(13岁)任太监，建初(汉章帝年号)五年(80

年)时期，担任小黄门(时年蔡伦18岁)。到汉和帝即位(88年)时，升任为中常侍(高

级太监，豫参帷幄)。蔡伦具有才干，能学好问，谦虚谨慎。后来于永元四年(92年)

升任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永元十四年（102

年），因邓太后（绥）喜纸墨和书法，令他尽心尽力地研制造纸。经过三年努力，

终获成功。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代表“少府”)向朝廷献纸，受到表彰。元

初二年(115年)，被邓太后提升为长乐太仆。次年(116年)旨封龙亭侯。元初四年

(117年)遣派蔡伦去“东观”(即皇家藏书宫)监督校书。建光元年(121年)，在邓太

后(绥)病逝不久，因早年蔡伦卷入皇宫“内斗”旋涡，故“伦耻受辱，饮药而死，国

除。”是时59岁。

自古以来，书籍大多都由竹简写字编成，或者用丝帛写字，因帛贵简重，不

利使用。于是，蔡伦在邓太后的授意与领导下，并且通过才女班昭的帮助进行调

查研究，运用朝廷的财力和人力，以树皮、麻头及破布、鱼网为原料在短短的三

年(102—105年)之内使造纸术获得了成功。根据刘珍等撰写的《东观汉记》和范

晔编綦的《后汉书》记载：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向朝廷献纸。当时因皇帝久病不

治，皇后邓绥临朝处事。她夸奖了蔡伦贡纸的作为，赞其能干，故有天下咸称“蔡

侯纸”之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先贤的美好颂词。

蔡伦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他重视纸作为书写材料的重要性，组织力量改进

造纸技术，向朝廷报告这一种文化产品并扩大宣传向全国推广。故他被民间推崇

为造纸的“祖师爷”。蔡侯纸对我国乃至于全世界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持续下去。

(2)汉·邓绥

邓绥(81—121)，享年41岁，东汉皇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为东汉初

大功臣、高密侯邓禹之孙女。她身长七尺二寸，外貌娇美，姿颜殊丽，绝色佳人。

且性孝友，有才学，好书传。永元七年(95年)16岁遴选入宫，次年升贵人。永元

十四年(102年)阴皇后行巫蛊事发，被废。立邓绥为皇后，遂参与政事。元兴元年

(105年)和帝刘肇驾崩。汉殇帝即位，因帝年幼由邓太后临朝执政，前后时间长达

十六年之久。

邓绥好学不倦，省政惜民，不爱珠玉，独好纸墨。鉴于简重帛贵，不便于人，

永元十四年(102年)她下令并授权尚方令蔡伦造纸，历时三载，大功告成。所以

说，和熹皇后——邓绥，实际上她是中国造纸术的提倡者、支持者和领导者。

邓绥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皇后，在日

理万机之际，抽空专门关注文化事业(如造纸、校书)的发展。她对旧有的书写材

料提出挑战，慧眼描上了纸；她下令专门组织人员去研究造纸；她以皇帝的名义

对蔡伦造纸给予肯定，从而为社会使用轻巧方便的纸张铺平道路，也为沟通和宣

扬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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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班昭

班昭(约49—约120)，享年71岁，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

咸阳)人。东汉女史学家，她的父亲班彪是汉代的大文豪，其兄班固受命著述《汉

书》，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的

家学渊源，尤擅文采。早年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又被宫内人

尊称为“曹大家”(今敬语曹大师)。痛定思痛，班昭接手亡兄的遗志，圆满地完成

了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在编撰《汉书》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班昭免不了与竹简、笔墨打交道，也会

与这位太后的近臣蔡伦相识、知其在搞造纸试验工作。到底班昭怎么帮助他，例

如，出些点子(主意)，收集、研究、改进、总结各地的造纸资料，是极有可能的。这

些对于家学甚浅的蔡伦而言，该有多大的帮助和好处呵。但因无文献可查，细节

难以详述。

班昭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作为一名编外“参谋”给蔡伦或多或少提供某些

建议或意见，帮助少府的工匠实施技术改进是完全有可能的。

(4)汉·左伯 

左伯(210—220在世)，汉末学者。唐·张怀瓘(686—758在世)在《书断》中

介绍：“左伯之纸，研妙辉光”。又记：“肖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左伯，字子邑，山东

东莱(今山东掖县)人……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

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左伯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他在精研书法的实践

中，深感“蔡侯纸”的质量还可以再加以提高，于是总结蔡伦造纸的经验，改进造

纸工艺，采用新的造纸操作(这是后人的推测，难以细述)。所造的纸光亮整洁，

适于书写，深受当时文士们的欢迎，被人称为“左伯纸”。

另据汉末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赵歧(约108—201)撰《三辅决录》中引用

制墨家韦诞的奏言所载：“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

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由此可知，

在二三世纪之时，左伯纸与张芝笔、韦诞墨齐名，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的“文房之

宝”。

左伯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他不满足前人的作为，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

改革、提高。对左伯纸的“研妙辉光”的评价，其“研妙”可以解释为纸中的纤维

组织匀称细密；“辉光”则是表现出纸具有光泽鲜明的性能。由此推知，左伯纸比

前期的蔡侯纸肯定是又有了进步。故后人有诗曰：“径丈万夫势，千言方寸中。锋

呈左伯纸，名满大江东。”

(5)晋·卫夫人(卫铄)     

卫夫人(272—349)，享年68岁，本名卫铄，字茂漪，自署和南，河东安邑(今山

西夏县)人，东晋书法家。因卫铄(shuo，音朔)嫁给汝阴(今安徽阜阳)太守、将领李

矩(？—325)为妻，世称卫夫人。她师承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z h o u，音宙，151—

230)，妙传其法。晋代书法大师王羲之少年时曾拜学卫夫人，故她是“书圣”王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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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启蒙老师。卫铄的代表作有《笔阵图》《卫氏和南帖》等。而文中所说的鱼卵

纸可能系楮皮纸，因麻纸表面较为粗糙，两者相对比，故显得前者的纸面平滑柔

软。鱼卵纸柔软、光滑、洁净。若把纸面对着日光可以看见色白如新出的光亮纹

点，恰似鱼卵，故以其象形来取名。其实它跟真实的鱼卵没有一点关系。

卫夫人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她有可能从书法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麻纸表

面的不足之处，探讨了使用楮纸的优点，启示了笔墨与纸张性能之关系，有助于

造纸技术的改善。

(6)晋·张茂

张茂(277—324)，享年48岁，晋代前凉国君（相当现今省长）。字成逊，东晋

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为前凉明王张寔之同母兄弟，大兴三年(320年)，

张寔被部下阎沙等人杀害，其子张骏年幼，众人推举张茂继承兄位，称平西将

军，凉州牧，一举平定阎沙之乱。他是十六国时期前凉政权的君主，在位五年，后

病重而亡。死后谥曰成，故史称成王，也称成烈公。

张茂勤奋好学，谦虚谨慎。他被迫推上”高位”之后，虚左以待，做事嘉谋嘉

猷。张茂对书法兴趣甚浓，对做纸亦有关注。当他听说做纸时把纸浆浇灌到草席

子上，滤水很慢，晒干不易，成品率低。于是，几经琢磨，突发奇想，豁然开朗，便

令人外出宣传，拟改用竹帘，取得成效。

张茂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做（抄）纸工具——从草席（或麻布）到竹帘可

能有所改变，由先前的一（草）席一纸过渡到一（竹）帘多纸，具有重要意义。从

造纸技术演变的规律来看，一般都是先简后繁、先粗后细、先小后大。由此推

之，张茂的推理过程应该是可信的。

(7)晋·葛洪

葛洪(284—364)，享年79岁，东晋道教学者、炼丹者。字稚川，自号抱朴子，

丹阳郡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葛洪出身江南士族，他是被道教徒尊称为“太

极仙翁”。葛洪系葛玄(方士)之从孙，世称“小仙翁”或“小神仙”。他精晓炼丹、

医学和药物学，一生著作丰富，计有《抱朴子》70卷、《金匮药方》100卷。就在他

制药时，利用黄檗(柏)一种芸香科植物树皮的黄色汁液染色，造出了我国最早的

染色加工纸——黄麻纸(简称黄纸)。黄麻纸的发明，虽然有可能出于偶然，但也

包含有历史的必然性。它的问世既说明了社会对纸张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也证

明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一定的新发展。

自从东晋发明了黄麻纸(黄纸)以后，随着晋成帝于咸康七年(341年)实行的

“土断”政策，大大地推动了黄纸的应用。所谓土断，就是朝廷为了维护统治、增

长税收，按照居民的住所地编定“户籍”，并用黄纸书写“户政文书”，史称“黄

籍”(相当今天的户口、档案)。黄籍是当时每个人的履历表，又是朝廷选拔官员的

依据。其重要性很大，用纸的数量也多。朝廷之所以选用黄纸来做黄籍，是基于

两个原因：一是崇黄思想，黄与皇同音，黄明色高贵；二是实用价值，黄纸(经黄柏

浸染)有防蛀性、保存时间长，黄纸上字写有错，可用雌黄改正。因此，在晋代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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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黄纸的生产蓬勃地发展起来。

葛洪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他所创制的黄麻纸，对后来加工纸的制作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文书、经卷等大多数系用黄麻纸所为，因能长期保存。

唐代李肇(约813年前后在世)在《翰林志》中记述：“凡赐与、征召、宣索、处方、曰

诏，用白藤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并印。”可知黄麻纸到了唐代又作为官方、军

方的特定用纸。这种黄纸对后来彩色纸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8)晋·范宣

范宣(生卒不详，晋成帝咸康元年即公元335年前后在世，时年54岁)，晋代学

者。字宣子，陈留(今河南省陈留)人。自幼博览群书，尤善三礼，征并不就。范宣为

人低调，满腹经纶，孤傲不群。后隐居江洲(今江西省九江市)闭门读书写字画画，

时不时地抄一些纸张或自用，或送人，或卖钱。

他的学生戴逵，社会上的名气比他还大，但对范宣十分尊重。由于师徒的关

系相当好，因此范宣不仅把自己的学问告诉戴逵，而且把抄纸的手艺传授给他。

可惜的是，这些知识都没有保留下来。

范宣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古代像范宣这样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无权无

势，以读书为乐。他们远离社会，独自钻研学问，再传授给学生。虽然不能说对造

纸业直接有什么作用，但是他的作为——起码当时的人是知道他会抄纸的。

(9)晋·戴逵

戴逵(326－396)，享年70岁，东晋学者。字安道，谯郡(今安徽省亳州)人，长

期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附近的嵊县)。少负才名，有巧思。能文，工书画，善鼓

琴，亦善铸佛像及雕刻。据《晋书·隐逸传》载：“(戴逵)性情高洁，常以礼度自

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书中说，有一次戴逵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

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

表面挂以帷帐，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

行修改，这样经过多次反复，直到获得大家的称赞为止。

戴逵终生不仕，曾就学于当时的名儒范宣。范宣读书，他也读书，范宣抄书，

他也抄书，范宣造纸，他也造纸。他们所造的纸，尺寸都不很大，正好用来抄书绘

画，自得其乐。同时，也把抄出来的纸分别送给亲友们使用。由于他努力地协助范

宣造纸，共同钻研，收获不小。因此，使戴逵对造纸工艺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

未见到具体的有关文字记录。他有著作《戴逵集》9卷，不幸早已散佚了。

戴逵对造纸业的贡献在于：以造纸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自娱自用，在古代中

国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许多物品通过自制来达到自

给，小型造纸作坊便以此为发端。戴逵从他老师那里学到东西，或许间接地对后

世产生不可小视的影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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