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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纸业杂志社出品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企业20

强巡礼”专题报道，如期在9月推出。作为中国造纸工业的排

头兵，中国造纸企业20强企业整体上在2018年还是保持了较

好的增长，总收入和总产量分别较上年增长了9.8%和5.3%，

在行业整体负增长的情形下，中国造纸企业20强在全行业中所

占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总收入占比达到了60%，总产量占比也

接近60%，集中度大幅提升。同时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上榜门

槛突破了60亿。说明在行业整体运营增长受阻的时候，以20

强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更加成为了引领行业经济效益增

长的火车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别20强企业也出现了收入下降，

部分20强企业的利润指标也出现下滑，尤其是刚刚公布的上

市公司2019年上半年年报显示，一些大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

也都出现了同比下降，显示行业的形势依然不乐观，需要造

纸企业审慎投资扩产，增强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真正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尤其20强企业代

表着行业的先进产能和发展方向，在行业困难较多的关键时

刻，更要发挥好中流砥柱的领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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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2019 China 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The annual list of “China 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is released again this year, 
exclusively made by CPPI Publishing House. In 2018,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market volatility and uncertainty.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suffered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resulting 
from macro-economy and market demand decline, tightening raw materials supply, 
and escalating Sino-US trade disputes. All these factors led to total output, main 
business income, profit dropping at the same time. Currently speaking, last year’s 
sluggish economy also lingers in 2019, and the overall industry is entering a new 
round of deep structural adjustment, which requires paper companies to enhance 
innovation and risk resistance abili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fortunately, as the leading power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China 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maintained good growth momentum in 2018. Their total revenue and 
output realized year-on-year increase of 9.8% and 5.3%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ir market share developed greatly, with both total revenue and output contributing 
60% of all. It’s proved that top 20 units have become the leading power of growth 
especially when the overall industry performance is not so that optimistic.
However, noticeably, a few top20 ones also suffered some difficulties, leading to 
revenue and profit decline. Generally, top 20 companies boasts higher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ver the others, so it’s high time that they played a leading role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P16-53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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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 Pulp layering technology: the next technical highlight achieving leap 
development?
Layering technology has been mentioned earlier, but generally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make a new concept come true. Aqua layering technology 
of Valmet OptiFlo headbox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revious concept, which has se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cale 
application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Valmet's 
OptiFlo headbox with Aqua layer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Dong Il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 Korea, which has enabled great success.

P58 Effects of the escalation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on China paper 
industry
Due to the escalation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there certainly happened some changes in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or instance, pulp and paper imported from the US may be replaced by domestic ones, leading to market 
structure changes; trade friction promotes industrial upgrading as Chinese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takes inner 
optimization; it may also bring about overall layout transformation and quickens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 
development as well.

P70 Tends in global specialties papers
Specialties paper producers face many challenges, but 
they also hav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as technology is 
changing rapidly and new products are being developed 
that will enjoy market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Urbanization and ageing populations are trends that 
will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Specialties producers. 
New products such as individual packaging for food 
that can be refrigerated, heated in the oven, and served 
to the end-customer in one-and-the-same container 
create more value for producers who are capable of 
making such paper products. New medical products 
together with the need for clean water and air offer new 
avenues of opportunit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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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约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涉及多项浆纸产品

据纸业联讯报道 美国计划对自中国进口的3000

亿美元商品分两批自9月1日和12月15日起额外加征

10%的关税，对此中国在8月23日宣布反制措施，计划

对75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分两批加征5%或10%的关

税，同样分别自9月1日和12月15日起实施。

中国此次公布的清单涵盖了多项浆纸类产品，

其中纸业联讯日常追踪统计的税则号产品多数将自

12月15日起加征5%的关税。

木浆

主要的木浆产品在此前加征5%税率的基础上，

都将自12月15日起再加征5%的关税。在清单所列出

的纸浆产品中，漂白针叶木浆是进口量较多的产品

之一。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漂

白针叶木浆超过146万吨（包含绒毛浆，下同），占

漂白针叶浆全年进口总量的18.39%。

由于美国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漂白针叶浆进口来

源地，加之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以及海

外浆厂的减产措施，此轮加征关税将对中国纸厂的

生产成本带来一定压力。

8月26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纸浆期货价格大幅

上涨，2001主力合约收盘价4786元/吨，结算参考

价4714元/吨，较前结算价上涨74元/吨。

废纸和再生浆

废纸产品中的OCC、旧报纸及旧杂志纸，以及

混合废纸（2018年起中国已经停止进口该品类废

纸）将自12月15日起加征5%的关税，而高标号废纸

并未出现在此次的清单中。此前在去年8月，所有类

别的美废产品被加征了25%的关税。

虽然美废这次再度被加征关税，但是考虑到船

期因素，大部分中国纸厂都会在10-11月完成本年度

的外废采购，确保废纸在12月及时到港，因此12月

15日起关税的提高不会对今年接下来几个月的美废

采购带来明显影响。

本轮关税加征或会对中国纸厂明年的美废采购

成本带来压力，然而在中国进口废纸不断减少且逐

步归零的预期下，美废关税的增加对中国包装纸企

业的影响总体有限。

再生浆没有出现在此次的清单中。但是今年5

月，中国宣布对60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提高加征

关税时，再生浆的加征税率为20%。近年来，随着中

国逐步减少废纸进口量，进口再生浆已经成为了中

国包装纸企业应对纤维短缺的主要方式。今年上半

年，美国一跃成为中国进口再生浆第二大来源地，

1-6月，中国从美国累计进口再生浆4.67万吨，而去

年全年仅为0.1628万吨。

此外，玖龙纸业和山鹰纸业已经宣布在美国

投资建设再生浆线。山鹰纸业8月表示计划在其美

国工厂新建70万吨/年的再生浆线，玖龙根据计划

也将在其收购的Rumford和Biron工厂建设再生浆

线，合计年产能约100万吨。

纸和纸板

文化纸方面，主要的双胶纸产品此轮没有被加

征关税。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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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

上半年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28.1%

本刊讯 8月16日，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

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会

议在京召开。协调小组组长、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

杰在会议上介绍，2019年上半年，全国固体废物

进口量为728.6万吨，同比下降28.1%，为顺利完成

2019年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干杰表示，2019年以来，部际协调小组成员

单位不断完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坚决强化洋

垃圾非法入境管控，着力构建防堵洋垃圾入境长

效机制，持续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积

极采取措施应对相关问题，国内用纸产品市场基本

平稳，废金属进口管理改革扎实有序。

李干杰强调，要认真总结上半年固体废物进

口情况，进一步严格控制许可进口总量，确保完成

2019年进口固体废物总量控制目标任务。要加大宣

传引导力度，向国内外展示我国在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努力营造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良好

氛围。要做好法律和标准支持工作，全力配合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加快推动巴塞尔公约附

件修订的国内报批，做好回收铜、回收铝原料产品

质量标准发布。要继续加大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力

度，持续开展打击整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建立

健全国际合作机制，联合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

性联合执法行动。要加快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实施，

大力推进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工作。

焦点 关 注Focus

铜版纸有两个税则号产品的关税将有所提高。

其中48101300税则号产品的关税将从12月15日起增

加5%，该税则号下自美进口的铜版纸数量最大，但

是去年仅为3万吨。另一税则号产品将自9月1日起加

征10%的关税，而该税则号下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去

年不足2000吨。

虽然从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白纸板产品将被加

征5%或10%的关税，但是中国从美进口的白纸板数

量较为有限，去年全年的进口量约9.4万吨，而且进

口最多的产品此次的加征税率是5%。

在从美国进口的纸和纸板产品中，箱板瓦楞纸

是进口量最大的纸种，去年进口量近55万吨，多数

产品将从12月15日起加征5%或10%的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仅税则号48041100下的箱板纸

产品进口量去年就达54.1万吨，占2018年中国箱板

纸进口总量的40%。该税则号产品此次将加征5%的

关税，而此前一轮的加征税率也为5%。

今年以来，虽然国内箱板纸市场表现低迷，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进口箱板纸的需求，但是中国

对美国箱板纸产品再次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箱

板纸进口关税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来源地的同类产

品，因此美国箱板纸在中国市场未来将更加被动。

美国宣布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再提高

5%

在中国宣布对750亿美元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即回应，表示

对价值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再增加5%的

关税。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美方将从10

月1日起，对于价值约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

25％关税提高到30％；并根据此前预定的日期，对

于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10％关税

提高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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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蓝天2019”专项行动集中打击“洋垃圾”走私
严打夹藏瞒报

本刊讯 8月20日6时，海关总署统一指挥14个直

属海关开展“蓝天2019”专项行动第二轮集中打击

“洋垃圾”走私。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以伪报瞒报品

名、夹藏等方式以及通过海上、陆路边境非设关地

偷运走私“洋垃圾”违法活动。

今年5月上海海关累计清退固体废物117票，

7056吨，其中外港海关累计退运固体废物88票，无

害化处理13票，共涉及241个自然箱、5229吨货物，

相当于5000多辆轿车的重量数量，为历史之最。

未申请报关的，滞留港区超过3个月时间一律

被清退 

按照正常流程，集装箱到港后，收货人应该立

即报关、缴税、提货。如果3个月还未进行申报，这

些货物就会成为超期未申报的无主货。在打击洋垃

圾的过程中，外高桥海关发现，有些企业试图铤而

走险进口洋垃圾，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却不敢来报

关，玩起了失踪。

于是，那些已经到港的洋垃圾就成了无主货，

退运难度很大。

对疑似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将百分之百开箱

检查 

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监管四科副科长郭志伟表

示，有疑似固废的集装箱，将会采取一个100%的查

验，包括100%的开箱、100%的机检。通过这些举措，

严禁洋垃圾入境，守好国门。

这些未报关的固体废物，长期堆放在港口或扣

押在仓库，既浪费港口资源，占用土地，又存在污

染，影响与危害人体健康。

因此，上海海关会继续积极响应打击洋垃圾走

私的“蓝天2019”专项行动，同时加快滞港固体废

物的清退速度，坚决将洋垃圾封堵在国门之外。

黄埔、南京、南宁、大连、宁波、青岛、深圳等14

个直属海关，416名警力分成75个行动组在江苏、广

东等11个省区市，同步开展实施集中收网。截至发

稿，海关查证废塑料、废矿渣等各类破坏生态环境

涉案货物11.12万吨。这是继去年连续5轮高密度、

集群式、全链条的集中打击后，海关总署今年开展

的第2轮查缉走私“洋垃圾”行动。

去年以来，全国海关全力封堵拦截“洋垃圾”

走私入境，共刑事立案78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44

名，查证走私废塑料、废矿渣、废五金等各类涉案洋

垃圾220.98万吨。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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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发函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本刊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新修订的《关

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特急函。《指导意见》

围绕差异化减排、精准减排措施，以及强化重点行

业绩效分级管控、细化企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等

内容进行指导。

据相关专家介绍，本次《指导意见》主要针对

各地存在应急预案体系不完善、应急预案编制不合

理、应急管控措施不到位的问题进行修订。例如，有

的豁免企业清单不规范，很多以创汇、重点企业为由

进行豁免;以承担供暖任务为由搭便车;政府为企业

规避应急开绿灯等问题突出。在重污染天气期间，

还存在部分工业企业未按要求停产限产，重点排污

大户不作为等问题。

此前，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2019年上半年

环境空气质量预警座谈会就曾指出，应对重污染天

气要狠抓减排措施，并要求各地全面修订完善政府

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规范填写减排清单，指

导企业细化“一厂一策”实施方案，确保应急减排措

施落地见效。

《指导意见》指出，当前重污染天气应对成效

显著，但是面临形势依然严峻。当前污染物排放总量

远超环境容量，2018～2019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2+26”城市重污染天数累计624天，同比增加

36.8%。2020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收官之年，重污

染天气应对的成效将直接影响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成

败。

《指导意见》将强化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控作

为重中之重，明确了钢铁、焦化、石化等15个行业的

绩效分级指标，共分为3类：A级企业、B级企业以及C

级企业。

具体到石油和化工行业，《指导意见》中强调差

异化减排措施，要采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的差异化

应急减排措施推动企业的绿色发展;提出应急减排措

施以优先控制重污染行业主要涉气排污工序为主，分

类施策、精准减排。具体来讲，A级企业在重污染期

间也就是红色预警期间不作为减排重点，并减少监督

检查频次，但是要求其化工生产负荷必须控制在90%

以内;而B级企业要求在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将炼油

生产负荷控制在90%以内，化工生产负荷控制在80%以

内;C级企业在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炼油生产负荷控

制在90%以内，化工生产负荷控制在70%以内。

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中提到要细化企业

“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含企业基本情

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涉气产排污环节及污染

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并载

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的

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如

天然气用量、用电量等)、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

等;同时也提出了指导重点企业提前采取减排措施，

根据各地历史同期空气质量状况等提前对天气进行

研判，一旦出现预警情况时，可提前指导区域内的各

行业进行预先调整生产计划。

此外，《指导意见》提出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

在重污染应急响应期间，若违反国家规定超标排

SO2、NOx并且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上述行为或

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企业，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对

于已经纳入A级、B级的工业企业，如发现未达到相应

绩效分级要求或存在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应急减排

措施执行不到位等，立即交办地方,责令降为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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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客户

交流会暨客户签约仪式在千岛

湖举行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9月5日，芬兰兰泰克

（R u n t e c h）系统有限公司的客户交流会暨客户签

约仪式在秀美的千岛湖举行，来自行业的近百人参

加了会议，《中华纸业》作为会议特邀媒体参加了

会议。

会议由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杨

凤辉先生主持。芬兰兰泰克集团总经理Ju k k a先生

致欢迎词，Ju k k a先生在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的同时也表示芬兰兰泰克在2015年进入中国市

场，在短短的五年里兰泰克在中国获得了超过300个

订单，并且兰泰克的中国团队也获得了巨大的成长。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杨凤辉先

生主持会议，芬兰兰泰克集团总经理Ju k k a先生致

欢迎词

会议的技术交流环节，首先由芬兰兰泰克系统

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发总监魏安邦先生就Runtech真

空及脱水系统优化方案的话题进行了专题报告。报

告中详细介绍了兰泰克的真空设备、刮刀及压区脱

水优化和Ecoflow在线脱水三部分技术，详细的向

与会嘉宾阐述了兰泰克的系统优化理念和实现生产

线节能40%—50%的原因。

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文乐先生就

生产线优化的案例进行了介绍，通过太阳纸业、恒

安集团等公司的实际案例的分析向与会嘉宾阐述了

针对生产线的问题，兰泰克公司是如何运用真空设

备、刮刀及压区脱水优化和Ecoflow在线脱水相互

配合达到优化后生产线最佳节能的效果。

会议交流环节，来自恒安集团、华泰集团和宁

波恩特雷斯金属防护材料有限公司的代表分别分享

了各自生产中的问题和兰泰克产品运行后所带来的

惊喜。

技术交流中，不少与会嘉宾带着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来寻找兰泰克的解决方案。

会议中还举行了兰泰克与三家企业的签约仪

式，兰泰克与福建省福清友发实业有限公司、福建

福生源纸业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励三家公司分别就真

空和脱水系统优化改造方案、真空系统新建项目和

真空系统审计及优化服务战略合作达成了协议。会

议期间，芬兰兰泰克集团总经理Ju k k a先生和芬兰

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杨凤辉作为兰泰克

方代表与来自福建省福清友发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伟营先生、福建福生源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立元先生和浙江金励董事长施彩莲女士进行了订

单签约仪式。

杭州
兰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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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山东造纸行业“四新”技术

交流及推广会议在威海举行

本刊讯（崔晓萃 报道) 初秋的威海，海风习习，

天空湛蓝如洗。9月3日，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迎来了

2019山东造纸行业“四新”技术交流及推广会议的两

百多位与会代表。本次会议由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山东造纸学会、威海龙港纸业有限公司、山东晨钟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河南中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凯丽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和造纸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协办。来自浙江、江苏、福建、河南、

湖北、四川、广西、河北等兄弟省协会的领导出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技

术委员会、环保节能委员会成立会议。齐鲁工业大学

教授、协会副会长刘玉任技术委员会主任，华泰纸业

总工张凤山博士任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晨钟机械董事

长、协会副会长田立忠任环保节能委员会主任，高兴

杰副秘书长兼任环保节能委员会秘书长。

9月4日，“四新”技术交流及推广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由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振东

主持，威海市环翠区王大治副区长和威海龙港纸业蒲

增泽总经理分别讲话并致欢迎词。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

设计院院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王泽风做了“大力

推广四新技术，补短板、降成本、增效益，提升产业可

持续发展水平”的报告。他指出，行业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纸张市场一直低迷，造

纸行业的经济效益连续呈下滑态势。但大企业生产比

较稳健，二季度经营状况优于一季度，新建和技改项

目稳步推进。他号召企业要秉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不动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聚焦聚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威海龙港纸业高艳龙部长，做了“用‘绿’武装，

筑造龙港明天”的报告。他介绍到，龙港纸业是一家

以废纸为原料专门生产高档包装纸的企业，多年来

秉承“以环保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理念，苦练内

功，把环保当作企业的生命，以建设绿色工厂为己任，

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扭转了造纸企业污染大户

的形象，在威海这座美丽的城市不断发展壮大。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高兴杰主持了会议

技术交流及推广部分。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和造纸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

司、四川高达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思源水业工程有限

公司、烟台大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瑞中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

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广州热尔热工设

备有限公司、山东恒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

表上台做了技术交流报告。

会议还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威海龙港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
四新技术交流会

现场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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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增价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整个7月份，纸浆

市场询单氛围寡淡，需求持续低迷，港口去库存压

力明显，外盘及现货浆价延续下行趋势。据统计，7

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下滑2.82%

至93.37点，降幅较上月收窄，物量总指数环比增

长2.18%至79.64点，纸浆市场成交均量增价跌，其

中，漂阔木浆成交量增幅较大。物量指数表明，7月

份纸浆市场成交略有增加，但由于港口到港量持续

增加，供过于求态势不改，市场表现低迷，浆价继

续承压下行。

具体来看，7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下滑

1.76%至94.70点，物量指数环比微增0.44%至85.10

点。本月漂针木浆市场出货略有增加，虽不能改变

当前需求疲弱态势，但市场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底部

支撑态势。月初，在期货盘面上涨的带动下，针叶

浆价格报涨100～200元/吨，然而由于下游市场需

求疲软，实单价格落实较为困难，月中，针叶浆价

格快速回落至上月末水平，月底，漂针木浆主流品

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500～4550元/吨。外盘

方面，7月份智利Arauc o银星面价下调至580美元/

吨，市场传闻净价560美元/吨，凯利普、月亮报盘

580美元/吨，北木620美元/吨；俄罗斯llim针叶浆

海运面价580美元/吨，传闻净价在560美元/吨左

右。7月份针叶浆市场行情整体趋于平稳，市场以刚

需交易为主，受期货盘面的影响，月内浆价先扬后

抑，以当前现货市场需求看，预计短期内针叶浆现

货价格上涨支撑不足，但需注意期货拉涨对现货价

格的带动影响。

38.1万吨

2019年8月14日，中国固废化学品管理网公布的

2019年第11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废纸核定

进口总量为381060吨。

7210.72亿元

2019年1～6月，造纸及纸制品业汇总企业单

位数6633个，数个亏损企业，营业收入7210.72亿

元，同比增长12.47%。其中：纸浆制造业营业收入

118.38亿元，同比增长32.36%；造纸业营业收入

4285.11亿元，同比增长12.53%；纸制品制造业营业

收入2807.23亿元，同比增长11.67%。

540吨

从青岛海关获悉，8月20日15时30分，青岛前湾

港集装箱码头，一批进口不合格废纸在黄岛海关关

员现场监管下，随货轮退运出境。这批废纸共计25

个集装箱、重量为540吨。

1.27万亿元

据统计，2018年我国印刷业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的态势，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9.8万家企业、

270.4万从业人员，实现1.27万亿元印刷总产值，资

产总额达到1.52万亿元。

数据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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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被授予“山东省

优秀企业家”一等功

8月28日，在山东省推

进改革举措落实落地工

作会议上，华泰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局主席李建华

作为代表上台领取了“山

东省优秀企业家”荣誉证

书，获省委省政府记一等功奖励。

李洪信荣获“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

突出贡献人物”

8月22日，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文化论坛在

四川成都举行，太阳纸业被授予“中国民营企

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称号，公司董事长李洪

信被授予“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

物”称号。

2019广东企业500强榜单发布，3家造

纸企业上榜

8月29日，2019广东企业500强发布大会举

行，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中顺洁柔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位居广东企业500强榜单的第39位、第

236位和第388位。

银鸽公司喜获河南省节能减排竞赛多

项荣誉

8月21日，河南省总工会、省发改委、省环

境保护厅联合对2018年度节能减排竞赛中表现

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银鸽公司三基地荣获省

“节能减排竞赛先进单位”，银鸽二基地王永

刚荣获省“节能减排竞赛先进个人”。

湖北金凤凰纸业发生火灾

8月2日凌晨，湖北省孝感市金凤凰纸业

一成品仓库发生火灾，现场火势凶猛，烟雾弥

漫，消防、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赶到后，在8月2

日早上5点将明火扑灭。现场无人员伤亡，初步

估计过火面积为1.7万平方米左右。

济宁万泰纸业受环境行政处罚，被罚

款40万元

8月1日，山东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任城区

分局公布2019年7月环境行政处罚情况明细

表，2019年6月1日对济宁市万泰纸业有限公司

进行了调查，人工监测数据报告中2019年6月

1日雨水管网外排口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浓

度为113m g/L。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十条、第八十三条，罚款金额为40万

元。

福建南靖鑫福纸业发生气体中毒致3人

死亡

8月17日上午，福建省南靖县鑫福纸业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事故。据初步了解，该厂一名现场

管理人员在纸浆池中毒昏倒，该人员的两名家

属发现后下池救人，相继中毒昏倒。三名中毒

人员立即被送往南靖县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

全力抢救，三名人员均抢救无效死亡。

浮沉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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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巡礼

Top 20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19

 中华纸业杂志社

TOP 
20

中国造纸企业
  二十强巡礼

年度榜单

2019年度榜单

由
中华纸业杂志社出品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礼”专

题报道，如期在9月推出。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中国造纸工业经历

了市场振荡波动和行业周期转换，从2018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

以来，行业发展明显下行，遭遇了宏观经济减弱、市场需求下降、原材料供给收紧

及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等多重问题的叠加，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承受了重重困难

和挑战，以致于2018年全行业罕见地出现了产量、主营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生

产和经济指标的同时下滑。这种态势在2019年也得到了一定的延续，行业正在进

入新一轮的深度结构调整期，这就要求造纸企业增强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找到新动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造纸工业的排头兵，中国造纸20强企业整体上在2018年还是保持

了较好的增长，总收入和总产量分别较上年增长了9.8%和5.3%，在行业整体负增

长的情形下，中国造纸企业20强在全行业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总收入占比

达到了60%，总产量占比也接近60%，集中度大幅提升。同时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

上榜门槛突破了60亿。说明在行业整体运营增长受阻的时候，以20强企业为代表

的龙头企业，更加成为了引领行业经济效益增长的火车头，也理应成为行业走向

高质量发展的领导者。

中华纸业杂志社从2006年开始推出以收入排名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

礼”活动。本专题中的数据和资料，是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调查了解，结合行业报

告、企业公告、媒体报道等各种公开信息组织编辑而成，也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宣

传部门或企业报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当然，其中不排除有遗漏或不准确的地

方。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持续关注支持这项活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从

而让这项每年固定的活动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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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排行榜 

The list of Top 20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19 

注：(1)按已收集到数据排列，主要数据来源和参考资料包括：①企业自行申报；②上市公司年报；③《中国造纸工业2018年度报告》（中国造

纸协会）、“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2018民营制造企业500强”榜单等，部分企业未提供或核实其数据；（2）维达、理文的营收由港元

折合成人民币得出；（3）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的收入数据由编辑从芬欧汇川集团年报中相关数据折算估计得出，未经企业认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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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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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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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Huatai Group Co., Ltd.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Holdings Group Co., Ltd.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Limited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Co., Ltd.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Gold Hongye Paper Group Co., Ltd.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hua Paper (including Asia Pulp & Paper)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UPM China Co., Ltd.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Gold East Paper (Jiangsu) Co., Ltd.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Co., Ltd.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Liansheng Paper Industry(Longhai) Co., Ltd.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Guangxi Jingui Pulp&Paper Co., Ltd.
合计/Total

849.00 

737.82 

663.62 

508.00 

282.21 

279.80 

243.67 

205.14 

130.36 

114.70 

107.48 

103.20
 

101.27 

95.00 

94.13 

93

91.00 

83.39 

69.00 

67.07
4918.92

排名

Rank

456.72 

314.00 

1394.00
 

631.00 

563.17 

290.00 

463.21

102.83 

122.00 

53.20 

181.55 

251.85 

104.00 

131.00 

220.97 

87.00 

191.03 

169.51

190.00 

109.1
6026.14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2018年收入(亿元）

Main business income
(RMB 10-1billion)

纸和纸板产量(万吨）

Output of paper and 
board(104 tons)

山东寿光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广饶  

Guangrao, Shandong Province
广东东莞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山东兖州 

Yanzhou, Shandong Provice
香港 

Hong Kong
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
福建晋江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广东江门 

Jiangmen, Guangdong Province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Province
江苏苏州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浙江宁波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海南洋浦 

Yangpu, Hainan Province
山东昌乐

Changle, Shandong Province
江苏昆山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江苏常熟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江苏镇江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山东桓台 

Huantai, Shangdong Provice
福建漳州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广西钦州

Qinzhou, Guangxi Province

所在地

City

专 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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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造纸企业20强图表简析
Study on the Top 20 by figures

 熊少华  杨晨鸣

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2018年收入总额达到了近4920亿，与

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60%，所占比例同比上升

超过了10个百分点；纸和纸板总产量达到了60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比例达到57.7%，上升了6.3个百分点。20强企业对全行业的贡献度有较

大攀升，反映了2018年中国造纸工业在集中度方面提升明显，显然无论

是原料政策变化还是环保政策加严，以及市场的波动振荡带来的经营风

险，这些都更有利于大企业，或者说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更强。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图表
简析

□作者单位：熊少华，井冈山大学；杨晨鸣，中华纸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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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榜企业基本概况：阵容整体相对稳定，个别企业上升较快

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入围企业，有19家企业都是2018年榜单中的上榜企业，唯一的落榜企业是山

东泉林集团，由于未能获得其2018年的数据，且该企业可能出现了一些经营生产问题，造成了泉林的此次落榜。新上

榜的企业是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需要说明的是，该企业的2018年收入数据，我们是通过芬欧汇川集团全球年

报中的数据资料，进行的预估测算（集团2018年销售收入中来自中国的销售收入为11.86亿欧元），未获得芬欧汇川

（中国）有限公司的正式数据和相关详情资料。从主要产品来看，文化纸、包装纸、生活用纸的行业龙头企业基本都

上榜了20强名单。

从排行榜位次来看，晨鸣、华泰、玖龙、太阳仍然是分别稳居前4，理文和中国纸业，山鹰和恒安，分别较上年互

换了位次，分列第5至8位，维达依然排名第9，而亚太森博（山东）较上年前进了3位跻身前10。排名上升的还有宁波中

华（从上年第15上升到第12位）、世纪阳光（从上年第20上升到第14位）和江苏荣成（从上年第17上升到第15位）。

与2018年的榜单相比，过去一年来20强企业核心高管层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上，有几家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了

调整，分别是晨鸣、森博、金红叶、金东。如表1。

表1  2019中国造纸企业20强基本信息

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洪国

李建华(董事局主席)

张茵

李洪信

李文俊(集团主席)

黄欣

吴明武

施文博(董事局主席)

李朝旺(董事会主席)

李建绍

黄志源

黄志源

黄志源

王东兴

郑瑛彬

黄志源

李刚

陈加育

黄志源

李伟先

李晓亮（董事长）

刘名中(行政总裁)

李洪信

李文斌(CEO)

张强

吴明武(总裁)

许连捷(行政总裁)

麦焘(行政总裁)

陈小荣

张舸

刘继春

刘若飞

王长海

姚长坤

黄昭雄

陈春福

陈加育 

黄俊彦

总经理

1958

1976

1995

1982

1994

1988

1957

1985

1985

2005

1996

1992

1999

2000

2003

1995

1997

1991

2010

2003

成立时间

14316

15000

17000

14000

7800

13000

11091

23000

11000

2200

10000

2645

2277

4000

3325

3060

4531

2200

1514

员工人数（约）

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等

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

包装纸、文化用纸、特种纸、纸浆

涂布包装纸板、美术铜版纸、文化办公用纸、

特种纤维溶解浆、生活用纸、工业包装用纸

牛皮箱板纸、瓦楞芯纸、涂布白纸板、竹浆、

生活用纸

未涂布文化纸、办公用纸、本色薄型包装纸、

特种纸、白卡纸、溶解浆

包装原纸、新闻纸及纸板、纸箱、特种纸

家庭生活用纸、妇幼卫生用品

卫生卷纸、纸巾、面巾纸、个人护理产品

化学木浆及液体包装纸板、食品卡、烟卡等

高档纸板

生活用纸

高档白卡、铜版卡、白纸板、烟卡、吸塑卡、

艺术卡纸、食品卡等

漂白硫酸盐桉木浆、文化纸、生活用纸

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高

级瓦楞纸、预印产品等

牛皮箱纸板、高强瓦楞原纸、瓦楞纸箱

印刷用纸、办公用纸、特种纸和标签材料

铜版纸

白卡纸、文化纸、箱纸板、石膏护面纸、牛卡

高强瓦楞纸、高档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灰

板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面牛卡纸

化学机械浆、白卡纸

主要产品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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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布局：从全国布局到投资海外

图1显示的是20强企业总部或主要生产基地本部的所在地，基本上都是分布于经济发达的华东和华南的沿海地

区，区位优势特点还是比较明显。山东、广东、江苏依然是上榜企业较多的地区，山东依然保持着20强分布最多的省

份，有6家企业（减少1家）；江苏、广东分别各有4家和3家企业入围。

同时，20强企业大多实行了集团化管理和跨地域性投资布局，各自的生产基地布局互有交叉。如晨鸣、华泰在广

东都有生产基地，维达、恒安、中国纸业在山东有生产基地，博汇、玖龙、理文等在江苏有生产基地等，地域性特征越

来越模糊。大企业集团各自的生产基地除了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

济带外，中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西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亦有生产基地或项目投资建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龙头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特别是废纸进口新政的实施和国内需求的

下降，以及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已积累了一定实力大企业开始以全球战略思维来进行新的投资布局，以更好地实现

原料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中国造纸企业成长成熟的体现。

图1  2019中国造纸企业20强分布情况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恒安/Hengan
联盛/Liansheng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晨鸣/Chenming
华泰/Huatai
太阳/Sun
森博/Asia Symbol
阳光/Sunshine
博汇/Bohui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13 金海浆纸/Jinhai

1

2

4

10

14

18

山东：6家
In Shandong Province

6 中纸/China Paper

浙江：1家

In Zhejiang Province

12 宁波中华/APP Ningbo

11
15
16
17

金红叶/Gold Hongye
荣成/Long Chen
芬欧汇川(中国)/UPM
金东/Gold East

江苏：4家

In Jiangsu Province

广东：3家

In Guangdong Province

3
5
9

玖龙/Nine Dragons
理文/Lee & Man
维达/Vinda

排名

Rank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福建：2家

In Fujian Province

8
19

排名

Rank

上海：1家
In Shanghai

7 山鹰/Shanying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海南：1家

In Hainan Province

北京：1家
In Beijing

20 金桂浆纸/Jingui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广西：1家

In Guang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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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2018年全国和20强企业主营收入变化

图3　20强2018年主营收入占全国收入总额的比重 图4  20强2018年纸和纸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

3 集中度大幅攀升，大者越大,强者越强效应突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数量为2657家，企业数量较上年减少了近百家，

主营业务收入8152亿元。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2018年收入总额达到了近4920亿，与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

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60.3%，所占比例同比上升超过了10个百分点；纸和纸板总产量达到了60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的比例达到57.7%，上升了6个多百分点。20强企业对全行业的贡献度有较大攀升，反映了2018年中国造纸工业在集中

度方面提升明显，显然无论是原料政策变化还是环保政策加严，以及市场的波动振荡带来的经营风险，这些都更有

利于大企业，或者说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更强。如图2～图4。

与上年榜单相比，今年榜单中收入过百亿的企业新增了3家（森博、宁波中华、金海），达到了13家；过200亿的企

业新增了2家（山鹰、恒安），同时玖龙和太阳分别突破了600亿和500亿。13家“百亿+”企业收入总额为4300亿元，

占20强营收总额的比例为87%，占全国总营收的比例约为53%；7家“二百亿+”企业收入总额为3742亿元，占20强营

收总额的比例为76%，占全国总营收的比例约为46%。

晨鸣、华泰、玖龙、太阳这4家企业自2009年以来一直稳居榜单前4位，加上未按照集团总量统计的APP（中国）

（其旗下有宁波中华、金红叶、金海、金东、金桂5家企业上榜20强，2018年销售额约589亿元人民币），这5大造纸

“豪门”的营收总量超过3300亿，纸和纸板总产量约为3700万吨，大概可占全行业总规模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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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长速度：20强规模增长可观，内在效益增长

风险不容忽视

2018年全国造纸行业罕见地出现了产量、主营收入、

利润总额等主要生产和经济指标的同时下滑。20强企业

整体上在2018年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总收入和总产

量分别较上年增长了9.8%和5.3%，体现了龙头企业的雄

厚实力，且产量、规模的增长继续让步于经营效益的增

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别20强企业也出现了收入下

降，部分20强企业的利润指标也出现下滑，尤其是刚刚公

布的上市公司2019年上半年年报显示，不少大企业的经

济效益指标也都出现了同比下降，显示行业的形势依然

不乐观，需要造纸企业审慎投资扩产，增强创新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真正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尤其20强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环保水平普遍要高

于行业整体水平，代表着行业的先进产能和发展方向，显

然会对于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行业困难较多

的关键时刻，更要发挥好中流砥柱的领军作用。

5 门槛破新，榜首微降，平均规模继续攀升

去年的专题报道中曾预测：“预计明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的上榜门槛很可能突破60亿元，同时‘百亿

元俱乐部’的数量将增多，而中国首个营收超千亿元的造纸企业，会不会出现在明年的榜单上呢？”

三个预测应验了两个，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突破了60亿元，达到了近68亿元，较上年又提升了10亿

元；“百亿元俱乐部”的数量增加了3家；不过，仍居榜首的晨鸣纸业集团没有继续高歌猛进，2018年收入为849亿

元，较2017年下降了约20亿元，不过仍是唯一一家过800亿元的制浆造纸企业集团。

20强企业的平均规模继续上升，平均收入较上年增长了20亿元，达到了246亿元，20强的平均水平超过了

“十一五”末2010年的榜首水平。

结合行业目前形势，预计明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可能会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上榜门槛有望继续上

升，相对全行业的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升，榜首之争也许会更加激烈！

图5  2003～2018年20强企业总营收和总产量增长率

图6  2002～2018年主营收入20强门槛

图7  2002～2018年主营收入20强第1名

图8  2002～2018年20强平均主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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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寿光  Headquarter：Shoug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等

Major products: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white cardboard, coated art paper, etc. 

董事长 陈洪国

Chen Hongguo, Board chairman

晨鸣化学浆等项目陆续投产。

★工人日报、中国产经新闻、中国改革报、经济

导报等国家权威媒体聚焦报道晨鸣集团。

远景规划——    

晨鸣集团将准确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趋势，紧

紧围绕“打造千亿企业、铸就百年晨鸣”的愿景

目标，继续弘扬“学习、超越、领先”的晨鸣精

神，坚持以提升管理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中

心，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加快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和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打

造成为最具成长性和创新性、备受社会尊敬的

世界级企业集团，在中国梦的鸿篇巨著中谱写

晨鸣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Chenming Group is a leading and large-scale 
enterprises group that integrate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inance, forestry and so on. Chenming’s 
total assets values over 110 billion yuan, and the 
annual pulp and paper capacity exceeds 11 million 
tons. It has several manufacture bases distributing 
in Shandong, Guangdong, Hubei, Jiangxi, Jilin, etc.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4.9 billion

晨鸣集团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世界纸业10强、

中国企业500强，创立于1958年，现已成为以制

浆、造纸、金融、林业等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

产业遍布山东、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省份，

总资产1100多亿元，年浆纸产能1100多万吨。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49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浆纸产量705万吨

亮点：

★获“国家重大出版项目纸张供应先进单位”称号。

★再入“中国轻工业百强榜单”前十强。

★为支援抗洪救灾，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向寿光

市慈善总会踊跃捐款500万元。

★位居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第190位。

★黄冈晨鸣年产30万吨化学木浆项目投产。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晨鸣纸业上市公司完成机制

纸产量215万吨、销量239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33.49亿元，利润总额6.62亿元。

★晨鸣新建的寿光美伦51万吨文化纸、寿光本

部文化纸改造、寿光美伦100万吨化学浆、黄冈

Pulp and paper output: 7.05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Chenming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Advanced Paper Supplier for China 
Major Publishing Projects”, and once again listed in 
“China Top 100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8, Chenming actively 
shouldere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flood relief 
in Shouguang city, where Chenming’s headquarter 
is based. And it also donated 5 million yuan to 
Shouguang Charity Association.
★300 thousand tons of new pulping project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the end of 2018. 

Recent news: 
★In first half of 2019, Chenming’s paper and board 
output totaled 2.15 million tons, sales volume was 
2.39 million tons, business turnover was CNY 
13.35 billion, profit was CNY 662 million.
★Several new projects started operation, including 
510,000 t/a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project, one 
million t/a chemical pulp project in Shouguang city, 
and chemical pulp project in Huanggang city.
★Chenming was reported by many representative 
mainstream media, such as Workers’ Daily,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News, China Reform Daily, 
and China Economic Herald.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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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Huatai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广饶  Headquarter：Guangrao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  

Major products：newsprint,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coated paper, etc.

华泰集团是以造纸、化工为主导产业，集印刷、

热电、物流、林业、房地产等十多个产业于一体

的全国500强企业。公司现有员工15000余人，

总资产320亿元，年造纸生产能力400万吨，是

全球最大的高档新闻纸生产基地，先后被评为

全国就业先进企业、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

组织、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改革开放30

年山东省功勋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37.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314万吨

利税：74.4亿元	

利润：39.5亿元

亮点：

★中组部下属党建读物出版社为华泰发来“感

谢信”；11月15日，中组部下属学习出版社为华泰

颁发“2018重大选题图书工作突出贡献奖”。

★突破行业技术壁垒，研发出高松厚度的华晟

快印铜版纸；突破低克重纸张涂布工艺难题，研

发生产的高档轻涂纸，改写国内教辅教材书籍

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

Li Jianhu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应邀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

会。

近期动态——

★总投资22亿元的日照华泰高端特种浆纸基地

全部完成进入试运行，其中包括1条制浆生产

线、5条造纸生产线及1条再生浆生产线。

★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当选为山东省企业联合会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

★由华泰股份参与的“高性能淀粉基系列功能

产品绿色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获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河北华泰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投产运行。

展望和规划——
“十三五”以来，伴随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实施，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发展，造纸行业加快

变革，企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在发展的关键

阶段，华泰集团以创新思维加速升级步伐，围绕

造纸主业上下游产业链找机会，依托“三点一线”

战略布局寻机遇，借助国家政策“走出去”，向着

“智能制造”、“千亿梦想”、“百年华泰”的宏伟

目标加速前进！

Huatai Group is one of China’s top 500 enterprises 
that specializes in pulp and paper, chemicals, 
printing, thermal electricity, logistics, forestry and 
real estate, with paper and chemical industry as its 
pillar business. Huatai is the biggest high-grade 
newsprint manufacture base in the world, with 
over 15,000 employees, total assets of 32 billion 
yuan and total capacity of about 4 million tons 
per year. And it has been honored the “Advanced 
Employment Enterprise”, “China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China Credit Enterprise”, “China 
Advanced Quali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etc.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3.78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3.14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7.44 billion
Profit : CNY  3.95 billion
Highlights:

★In June 2018, Huatai broke through technical 
barriers to develop a high thickness fast-printed 
coated paper, once again leading the fast-printed 
paper market. In October, Huatai developed high-
end light coated paper. The successful trial of it 
brought Huatai a large quantity of new order.
★In Nov. 2018, Li Jianhua, Huatai’s chairman, 
at tended APEC Conference held in Papua 
New Guinea as the delegate of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Recent news: 
★High-end specialty pulp and paper base with 2.2 
billion yuan investment was finished construction 
and put into operation, including 1 pulping line, 5 
paper producing lines and 1 recovered pulping line.
★Huatai’s innovative project titl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preparation technology 
for h igh-performance starch-based ser ies 

采用双胶纸的历史，试产成功即获大量订单。

★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迎来姬丹丹、杨秋林

两位博士后，将分别以“造纸有机污泥的减量

化”和“节水减排技术及中水脱盐研究”为主题

展开研究。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作为APEC工商咨

functional products” won the second prize in “2018 
China Light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n May 2018, Huatai’s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project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Future plan: 
Since the 13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conomic situation has been steadily 
developing, paper industry has accelerated its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s have secured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is key stage 
of development, Huatai Group will continue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upgrading aroun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and accelerate 
“going out”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trategy 
to make business revenue march higher and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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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广东东莞  Headquarter：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包装纸、文化用纸、特种纸、纸浆

Major products:packaging paper,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specialty paper,pulp

奖——奉献奖”。

★张茵董事长获评“2018	CCTV年度慈善人物”

奖。

★获得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

★名列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11位、

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53位。

★全资附属子公司ND	 Paper	 LLC收购了四家位

于美国的浆/纸厂，进一步完善了集团产业链。

近期动态——

★位于东莞松山湖产业园区的玖龙集团总部办

公研发中心正式建成投用。

★2019年6月，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中捐

款4200万元，为社会奉献爱心。仅在此项活动

中，玖龙纸业累计捐款已经超过1.9亿元。

远景规划——
将以实现“六化”、打造企业工业4.0为目标，继续

朝着环保、节能型、智能化管理的企业目标迈进，

巩固行业龙头地位，奠定企业百年基业。

董事长 张茵

Cheung Yan, Chairlady

of the latest standards to continually step up 
the effor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as 
to ensure its various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es are better than government 
standards,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n exemplary 
model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terprise 
with a strong edge in resource conservation.
Performance in 2018:
Sales: CNY 66.36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3.94 million tonnes
Highlights:
★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10 Paper Manufact-
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PRC” and “Top 100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PRC”.
★Chairlady Ms. Cheung Yan garnered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ward”.
★Chairlady Ms. Cheung Yan garnered the 
“CCTV Charity Figures of the Year” award.
★Awarded “Poverty Alleviation Cotton Tree 
Golden Cup Award” in Guangdong Province.
★Ranked 111th and 53rd among “China’s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China’s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pectively in 2018.
★In 2018, ND Paper LLC, which is a wholly-
owned subsid iar y of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td., acquired four U.S. pulp and 
paper mills, further enhancing the industry 
chain.
Recent news: 
★The Group’s headquarter off ice and R&D 
center in the Songshan Lake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in Donggua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June 2018, Nine Dragons Paper donated 
RMB42 million to “Fundraising Day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dedication of love and care to society. An 
aggregate amount of over RMB190 million has 
been donated for this activity.  
Future plan:
Looking ahead, Nine Dragons Paper wil l 
reinforce its position as the industry leader and 
build the foundation for an enterprise that will 
thrive for a century. With the goal to achieve the 
Industry 4.0 standards, Nine Dragons Paper is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Six Transformations” 
(systems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streamlining, 
datamation, informatization, automation & 
intelligentization), while striving to become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nergy conserving 
enterprise with intelligent management.

Establ ished in 1995 with headquar ters i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Nine 
Dragons Paper is a world-famous recycled-based 
packaging paperboard manufacturing group and 
China’s leading paper producer.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was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2006, and the Group 
has established production bases in Dongguan, 
Taicang, Chongqing, Tianjin , Quanzhou, 
Shenyang, Tangshan and Leshan. Responding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roup has 
also established a production base in Vietnam. 
In 2018, Nine Dragons Paper acquired four pulp/
paper mills in the U.S. Nine Dragons Paper has 
become the first paper manufacturer in China 
with an annual design production capacity 
exceeding 10 million tonnes (over 15 million 
tonnes in 2018, with annual production value 
above RMB60 billion). With a track record of 
gaining the top position in “Top 10 Enterprises 
of Paper Industry in China Light Industries” in 
consecutive years.
Adhering to the philosophy of “N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no paper making”, Nine Dragons 
Paper is commit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advocates the circular econom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roup not only uses recyclable 
paper as its raw materials, but also keeps abreast 

玖龙纸业成立于1995年，是总部位于广东省东

莞市的世界知名废纸环保造纸的现代化包装纸

制造集团和中国造纸的龙头企业。玖龙纸业（控

股）有限公司于2006年在香港成功上市，目前已

在东莞、太仓、重庆、天津、泉州、沈阳、唐山、

乐山设立造纸基地，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号召，在越南建立造纸基地。2018年还收购

了四家位于美国的浆/纸厂。玖龙纸业是中国首

个年产能过千万吨的造纸集团（2018年集团年

产能超过1500万吨，年总产值600多亿元），连

续多年蝉联中国造纸行业产量榜首。

玖龙纸业一贯秉承“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的理

念，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倡导可持续发

展的循环经济。不仅使用可以回收循环利用的废

纸作原料，还与时俱进，不断加大环保投入，使玖

龙纸业各项环保和能耗指标都做到优于国家标

准，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典范。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663.6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394万吨

亮点：

★入选中国造纸十强企业、轻工业百强企业。

★张茵董事长被授予“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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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Holdings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兖州  Headquarter: Yanzhou,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档涂布包装纸板、高级美术铜版纸、高级文化办公用纸、特种纤维溶解浆、生活用纸、工业

包装用纸

Major products: high-grade coated packaging paperboard, coated art paper, writing and printing paper, special-fiber 
dissolving pulp, tissue,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太阳纸业创立于1982年，是中国造纸行业领军

企业，全球先进的林浆纸一体化跨国造纸集

团，世界造纸前40强，中国企业500强，2006年

在深交所成功上市。集团年浆纸产能750万吨，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全国同行业连续多年保

持领先。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50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631万吨

亮点：

★向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

2808万元，定向用于济宁市公安消防支队兖州

区大队消防车采购项目。

★太阳纸业友情赞助的“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秋晚会”在曲阜尼山盛大举行。

★董事长李洪信荣获2018年度制造业“安永企

业家奖”。

★入选国家绿色工厂，列入国家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

★公司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成就。年产20万吨

高档特种纸项目、老挝30万吨化学浆项目、年

产80万吨高档板纸改建及其配套工程陆续成

功投产。

近期动态——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莅临太阳纸业控股老挝有限责任公司，在太阳

纸业董事长李洪信的陪同下视察公司。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等带领观摩团走进太

阳纸业，实地观摩公司年产20万吨高档特种纸

项目。公司董事长李洪信、副董事长李娜等陪

同观摩活动。

★《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全国发行选用太阳纸

张印制。

★太阳纸业加快实施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

年产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北海制浆造纸

等重点项目，补齐战略位置短板。

远景规划——
公司将继续秉持“崇信尚新，守正出奇”的企业

精神，坚守“信于心，创于行”的核心价值观，

全力提升管理水平，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不断加快转型升级，运用更强的创造力去应对

更加复杂的市场变化，努力把太阳纸业打造成

可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	

董事长 李洪信

Li Hongxin, Board chairman & GM

Founded in 1982, Sun Paper is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China paper industry. Listed i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rom 2006, Sun Paper performs 
well as one of the global top 40 paper manufacturers 
and China top 500 enterprises. The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capacity is approximately 7.5 million 
tons, and it’s economic performance maintains a 
leading position for years.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50.8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6.31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Li Hongxin, chairman of Sunpaper, was 
honored “EY Entreprenuer of the Year” in 2018.
★Su n Paper was ce r t i f ied “Ch i na G reen 
Factory” and entered China green manufacture 
system in Nov., 2018.
★200,000 t /a h igh-g rade specialty paper 
project, 300,000 t/a chemical pulping project in 

Laos, and 800,000 t/a high-grade paperboard 
rebuilding project were put into operation.

Recent news: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LPRP) 
and President Bounnhang Vorachith of Laos 
visited SunPaper’s new factory in Laos.
★SunPaper speeds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1.2 
million tons of paper projects in Laos, annual output 
of 450,000 tons of special fine paper projects, etc.

Future plan:
Su n Pap e r w i l l c on t i nue t o i mp rove t he 
management leve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and constantly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o 
as to cope with more complex market changes, 
and strive to make the company step into a more 
sustainable wa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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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 Man Paper is one of the leading packaging 
board producers and was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2003(stock 
number: 02314). Lee & Man Paper owns many plants 
in Guangdong, Jiangsu, Chongqing, and Jiangxi 
in China and a paper mill in Vietnam. It mainly 
produces kraft boards, corrugated medium, and 
tissue paper. The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ase 
board, wood pulp and tissue was 6.03 million tons, 
0.18 million tons, and 0.80 m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it also owns raw material purchasing 
centers and offices in the U.S and Europe.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HK$ 32.21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5.63 million tons
Profit: HK$ 4.88 billion
Highlights:
★PM19 in the Vietnam factory was finished 
upgrading, bringing the packaging capacity from 

400,000 t/a to 550,000 t/a.
★Four tissue machines were put into operation 
in Chongqing, adding another 240,000 tons 
capacity to the total volume.
★Lee & Man plans to invest HK$ 5.1 billion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n Malaysia, which will bring 
another 700,000 t/a packaging paper capacity and 
550,000 t/a pulp capacity.

Recent new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total sales volume of 
pulp and paper was 2.81 million tons. Total income 
dropped to HK$ 12.95 billion, decreased by 20.9% 
over the previous year; net profits dropped to HK$ 
1.68 billion, decreased by 43.6%.
★New tissue production lines were put into 
oper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will add up to 100,000 t/a in the end of 
2019.
★The second phase of high-grade tissue proj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started construction.

Future plan:
PM22 in Vietnam will be put into operation 
in the end of 2020, with an estimated capacity 
of 500,000 t/a. It’s predicted that by 2020, the 
company will own 6.68 million t/a packaging 
paper capacity, 180,000 t/a pulp capacity and 
895,000 t/a tissue capacity.
In the long run, Lee & Man will further improve 
business scop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diversified 
paper and pulp segment. Guided b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seek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verseas.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Limited
总部所在地：香港  Headquarter: Hong Kong
主要产品：牛皮箱板纸、瓦楞芯纸、涂布白纸板、竹浆、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 kraft boxboard, corrugated medium, coated white cardboard, bamboo pulp, tissue 
paper

集团主席 李文俊

Lee Man Chun, Board chairman

理文造纸于1994年成立，于2003年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股票编码：02314）。集团目前在中

国拥有5家造纸工厂和1家造浆厂，分布在中国广

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和洪梅镇、江苏省常熟市、重

庆市永川区、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等地，另外，

集团在越南后江省亦设有生产基地。发展至今，

已成为年产能逾708.5万吨（其中：包装纸产能

约618万吨，浆年产能约18万吨，卫生纸年产能

约72.5万吨）的跨国企业。过去数年，公司一直

致力于扩充规模及发展涵盖制浆及废纸回收的

垂直业务模式，以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322.1亿港元	

纸和纸板产量：563.17万吨

利润：48.8亿港元

亮点：

★越南理文PM19升级完成，包装纸年产能从40

万吨上升到55万吨。

★重庆理文相继投产4台卫生纸机，产能增加24

万吨。

★宣布将投资51亿港元在马来西亚建设一家新

的制浆造纸厂，按照规划，项目全面达产后，每

年可生产70万吨包装纸和55万吨纸浆。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总销售量281万吨，总收入比去

年同期下跌20.9%至129.47亿港元，净利润下跌

43.6%至16.8亿港元。

★江西理文卫生纸新生产线已投入生产，2019

年年底的总年产能达到10万吨。

★广东理文高档生活用纸（二期）项目开工。

未来展望——
越南的PM22包装纸机预计在2020年底投产，年

产能估计达到50万吨。在缅甸的供应商从9月会

提供年产量34万吨的纸浆板原材料。预计2020

年公司产量能达到668万吨的包装纸、18万吨的

纸浆和89.5万吨的卫生纸。

长远而言，造纸行业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公司将积极优化产业链，以实现纸张和纸浆业

务的多元化。集团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瞄准

东南亚市场，拓展国际产业布局，增加新产能，

未来将继续在“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城市发掘商

机，对于“一带一路”长远发展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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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总部所在地：北京  Headquarter：Beijing
主要产品:胶版纸、轻型纸、静电复印纸、烟卡、社卡、液体包装原纸、食品卡、精品牛皮纸、高强

瓦楞原纸、食品包装用纸、热敏纸、彩色纸、无碳复写纸、不干胶材料、热升华转印纸、溶解浆 

Major products: offset paper, light weight paper, electrostatic copier paper, cigarette cardboard, 
liquid packaging base paper, food cardboard, high-end kraft paper, High strength corrugated base 
paper, food packaging paper, thermosensitive paper, colored paper, carbon-free copy paper, self-
adhesive material, thermal sublimation transfer paper, dissolving pulp

中国纸业是唯一的一家以林浆纸为主业的

央企，是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冠豪高新（S H，

600433）、粤华包B（SZ，200986）、岳阳林纸

（S H，600963）、美利云（SZ，000815），六

大生产基地，浆纸总产能约350万吨。同时，

中国纸业不仅对传统的浆纸产业相关领域进

行了投资，在近年的发展中，对于园林、绿化、

市政、生态治理等领域及相关PPP项目也进行

了探索、投资和运营。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79.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90万吨

利税：11亿元			

利润：4.4亿元

亮点：

★岳阳林纸入选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名单。

★冠豪高新与俄罗斯NBK公司签订热敏纸涂布

产能合作备忘录。

董事长 黄欣

Huang Xin, Board chairman

China Paper Cor porat ion, the only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with forest pulp and paper 
as its main industry and the wholly-owned 
subsidy of China Chengtong Holdings Group 
Ltd., is the paper business operation platform 
of Chengtong. There are four listed companies 
owned by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including 

Guangdong Guanhao High-Tech Co., Ltd.
(SH 600433), Foshan Huaxin Packaging Co., 
Ltd(SZ 200986), Yueyang Forest & Paper 
Co., Ltd.(SH 600963) and MCC Meili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Investment Co., Ltd(SZ 
000815). It owns six manufacture bases and 
3.5 million t/a pulp and paper capacity in total. 
Furthermore, China paper has invested not 
only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but also in 
gardening, forestation, municipal engineering,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lated supporting 
programs.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7.9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2.90 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1100 million
Profit: CNY 440 million

Highlights:
★Guangdong Guanhao High-Tech Co. was 
honored “China Green Factory”. 
★Guanhao High-Tech signed a thermal paper 
coating capacity cooperation memorandum 
with NBK Russia.
★MCC Meili Cloud held unveiling ceremony 
of the production base of color paper export.

Future Plan: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will use the capital 
operation platform at home and abroad to seek 
low-cost rapid expansion,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paper products, and 
increase forest resource reserves in China.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plans to further extend its 
business scope and will give high priority to 
green and circular industry in the future.

★冠豪高新获认定为国家绿色工厂。

★美利云举行中国纸业彩色纸出口生产基地

揭牌仪式。

★美利云化机浆生产线顺利拆迁落户岳阳。

★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纸业新时代

可持续发展论坛。

近期动态——
★中国纸业着力推动“以纸代塑”产业融合。

★中国纸业凌云二期——台塑“合理化”管理

理论与实践研讨班成功举办。

★美利云马玉春被授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中国纸业》报”荣获全国造纸产业“十佳

企业报刊”。 

远景规划—

运用海内外资本运作平台，寻求低成本快速扩

张，集中发展高端纸品、增加林浆资源储备，凭

借低成本、高品质及良好的客户满意度巩固和

增强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企业的进程，致力于发展

成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国际化纸业集团。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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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总部所在地：上海  Headquarter：Shanghai
主要产品：包装原纸、新闻纸及纸板、纸箱、特种纸

Major products: packaging paper medium, newsprint, boxboard, specialty paper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是一家集再生纤维、

造纸、包装、印刷、环保、贸易、物流、港口码

头等为一体的国际化企业，于2001年在上交所

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0567，总部位于上海。公

司造纸及包装印刷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截至

2018年11月，山鹰国际在海内外拥有9家造纸企

业（安徽马鞍山、浙江嘉兴、湖北荆州、福建漳

州、北欧瑞典／挪威、美国肯塔基州），原纸年

产量高达460万吨；公司还在全国各地拥有23家

包装印刷设计、销售及生产企业，19家国际贸易

企业，5家陆路物流、港口码头企业，2家投融资

企业，以及2家环保企业。其中有3家造纸企业为

高新技术企业，1家造纸企业为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

公司投资新建的华中造纸基地，预计2019年一、

二期项目完工后年产能可达到127万吨，届时公

司年规划产能规模将接近600万吨。公司拥有23

家包装印刷企业，年产量超过12亿平方米。公司

凭借产业链一体化的优势，实现再生纤维、造纸

及包装三项业务协同发展。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243.6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463.21万吨	

利润：32.04亿元

亮点：

★参股芬兰40万吨针叶浆厂项目建设。

★加码福建基地，山鹰联盛纸业投资20亿元实

施6个项目技改。

★6月收购欧洲最大废纸贸易商荷兰WPT，四季

度收购美国凤凰纸业。

★山鹰国际获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

★山鹰国际入围全球造纸业百强，纸及纸板产

量进入全球15强。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达111.70亿元，

实现净利润9.25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6.81%。

公司造纸产量合计达232万吨，同比增长

0.56%。

★华中造纸基地即将完工投产，箱纸板产能近

董事长 吴明武

Wu Mingwu, Board chairman & GM

600万吨，位列行业前三。

★启动了北美子公司凤凰纸业12万吨再生浆的

技改项目。

★与战略合作伙伴以创新合作方式获取30万吨

再生浆。

★山鹰国际获得2019中国民企卓越管理公司殊

荣，纸制品行业唯一一家。

近期目标——
公司2019年总体经营计划为：计划完成造纸产

量465万吨，计划完成瓦楞箱板纸箱产量14亿平

方米：计划实现营业收入260～280亿元。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rporation 
(stock code: 60056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hanying Internationl, is an international 
c omp a ny i n t eg r a t i ng r ege ne r a t e d f i b r e 
papermaking, packaging, pr int ing, t rade, 
logistic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e size of 
industrial paper-making, packaging, printing 
walks ahead in China. Its headquarter located 
in Shanghai. By November 2018, Shanying 

International owns 9 papermaking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hui Ma’an Shan, Zhejiang 
Jiaxing, Hubei Jingzhou, Fujian Zhangzhou, 
Nordic Sweden / Norway, Kentucky, USA). 
It has 23 packaging ,printing, design, sales 
and production companies , 19 international 
trade enterprises, 5 land logistics, port and 
wharf enterprises, 2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enterprises, and 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 ises. Among them, 3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are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1 paper-making enterprise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workstation.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4.37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4.63 million tons
Profit: CNY 3.20 billion
Highlights:
★Investing in 400,000t/a softwood pulping 
project in Finland.
★Acquir ing WPT, the biggest waste paper 
trader in Europe, and Phoenix Paper in USA.
★Entering global top100 paper manufacturers.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ranked in global 
top 15.

Recent news: 
★In the f i r st hal f of 2019, total business 
turnover registered 11.17 billion yuan, and net 
profits registered 925 million yua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totaled 2.32 million tons, an 
increase of 0.56% over 2018.
★China’s cent ra l manufact u re base wi l l 
be f inished construction, with its boxboard 
capacity reaching 6 million tons per year.
★In it ia t i ng Phoen ix Paper’s 120,000 t /a 
recovered pulping upgrading project in North 
America.

Future plan: 
In 2019, Shanying International plans to make its 
total output reach 4.65 million tons, corrugated 
boxboard output 1.4 billion square meters, and 
business revenue 26-28 billion yuan.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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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福建晋江  Headquarter: Jinjiang city, Fujian province
主要产品：家庭生活用纸、妇幼卫生用品  Major products: household paper, sanitary napkins

行政总裁 许连捷

Xu Lianjie, CEO

Hengan Group, founded in 1985, is one of 
the ea rl iest enter pr ises enter ing into the 
sanitary napkins market. It’s also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anitary napkin, baby & adult 
diapers, tissue & wet wipes in China. There 
are more than 40 subsidiaries in China, with 
the total assets of over 20 billion yuan. Hengan 
was listed on the Union Stock Exchange of 
Hongkong f rom 8th Dec., 1998, and was 
off icially included in the Hang Seng Index 
constituent stocks from 7th Jun., 2011.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0.51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03 million tons 
Profit: CNY 3.8 billion
Highlights:

★In 2018, tissue business revenue climbed 
18.8% to 10.23 b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49.9% of the company’s total revenue.
★Tissue products entered Malaysia market 
successfully.
★Acquiring Finpulp’s 36.46% stocks by 11.66 million 
euros, becoming Finpulp’s biggest shareholder.

Recent news: 
★In the f i rst half of 2019, Hengan’s total 
revenue registered 10.78 billion yuan, increased 
by 6.3% over 2018. Tissue business revenue 
climbed 7.4% to 5.46 b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50.7% of the company’s total revenue.
★The personal care products factory in Russia 
started operation in June, 2019.
★Planing to build a large-scale biomass plant in 
Kuopio, Finland.

Future Plan: 
Hengan wi l l f u r ther improve benef it s 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establish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lients, improve sales f lexibility to meet 
market demands. In the long run, Herngan plans 
to further extend businesses to the fast-growing 
personal care products, and optimize product 
portfolio for oversea markets.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是生

活用纸和妇幼卫生用品制造商，拥有固定资产

380亿元。恒安国际于1998年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2011年入编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

恒安拥有安尔乐、心相印、安儿乐等三枚中国驰

名商标，妇女卫生巾、婴儿纸尿裤、生活用纸三

大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前列。

近年来，恒安引进世界先进生产设备，同步推

进福建晋江、湖南常德、山东潍坊、重庆、安徽

芜湖及新疆昌吉等六大生活用纸原纸造纸基地

的产能扩张，生活用纸产能规模在行业前列。

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恒安集团

也加快步伐走出去，先后在马来西亚收购上市

公司，在印尼、俄罗斯等国投资建厂，并在芬兰

投资生物制浆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和布局

国际市场。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05.14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02.83万吨

利润：38亿元

亮点：

★2018年，集团生活用纸业务收入大幅上升约

18.8%至约人民币102.27亿元，约占集团收入

的49.9%（2016年：47.0%）。

★恒安品牌的产品成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山东恒安纸业（四期）生活用纸项目相继投

产两台纸机，也是恒安集团的第21号、第22号

纸机，产能分别为5.5万吨/年和6万吨/年。

★恒安集团荣膺“改革开放40年40品牌”。

★延伸上游纸浆制造行业，以1166万欧元认购

芬浆公司36.46％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实现收入107.77亿元，同比增

长6.3%；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为18.78亿

元，同比下降3.6%。其中生活用纸业务收入

上升约7.4%至约54.61亿元，占集团收入约

50.7%。

★以443亿元的品牌价值再登中国品牌价值

榜，在企业品牌轻工行业分类中，排行第5位。

★投资俄罗斯的纸尿裤厂房于2019年6月开始

投产。

★2018年4月投资的芬兰芬浆，规划在芬兰库

奥皮奥（Kuopio）建造大型生物制品厂。

未来展望——
集团将持续深化“平台化小团队”策略，以实

现效益最大化及效率最优化，建立集团的品牌

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连接，提高销售团队的灵

活性，实现快速回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将积极

大力发展全渠道，通过精准营销，提高电商渗

透度，增强客户粘性。

恒安将以产业延伸为长远发展目标，依托集团

的品牌优势及生产规模，拓展业务至具备高增

长潜力的女性健康产业、婴童健康产业以及老

年健康产业，逐渐把恒安品牌输出至海外市场，

并持续优化产品组合及提升整体利润水平。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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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广东江门  Headquarter：Jiangm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卫生卷纸、纸巾、面巾纸、个人护理产品

Major products: tissue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董事会主席 李朝旺

Li Chaowang, Board chairman

维达集团创建于1985年，三十多年来，秉承“健

康生活从维达开始”的生活理念，致力为消费

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卫生用品，销售区域覆盖

亚太地区，主营生活用纸、失禁护理、女性护理

及婴儿护理四大业务，拥有多个纸巾和个人护

理领先品牌，包括维达Vinda、得宝Tempo、多康

Tork、添宁TENA、包大人Dr.P、轻曲线、Libresse

薇尔、丽贝乐Libero、Drypers等，并矢志以国际

视野发展成为多品牌卫生护理用品企业。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49亿港元

纸和纸板产量：122万吨

利润：6.49亿港元

亮点：

★获亚洲最具影响力的金融财经类杂志之一	

《财资》颁发的2018年“财资企业大奖”金奖，

表扬企业在企业管治、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

投资者关系等方面的卓越表现。

★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省优秀企业”

奖。

★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奥园地产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维达集团将成为奥园旗下集

团及公司的纸品和失禁护理产品指定供应商。

★荣获第12届中国航展官方特约纸巾服务商。

★所有生产设施均已获得I SO9001认证，为集

团致力向亚洲家庭带来更高品质的卫生产品和

服务打下基础。

★阳江市维达护理用品（广东）有限公司工厂

首期正式投产，这是维达集团在中国内地的第

十个生产基地。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上升13%至79亿港

元，电商及商用客户渠道均录得双位数自然增

长。

★与世界500强企业、全球领先的办公用品公

司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维达纸巾品牌超韧产品（软抽）荣获天猫金

妆奖“年度明星单品	”。

★Lib re s se薇尔以耳目一新的包装设计和强化

升级产品，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全新上市。

★歌演双栖明星陈伟霆正式出任Tempo得宝中

国大陆区品牌代言人。

★To r k多康品牌成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场

馆官方合作伙伴。

agreement with Aoyuan Property Group, one of 
Fortune’s Top 500 Companies in China. Through 
this collaboration, Vinda Group will be a designated 
supplier of tissue and incontinence care products for 
Aoyuan businesses and ventures.
★Vinda was awarded the privilege to be the official 
tissue provider at the 12 th China Air Show.
★All Vinda Group production facilities are ISO9001 
certified. This accomplishment further supports 
the Group’s mission to bring high quality hygie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families across Asia.
★The Vinda Personal Care (Guangdong) factory 
in Yangjiang city officially started its first phase of 
production. It is Vinda Group’s tenth production 
facility in mainland China.

Recent new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Vinda’s revenue rose by 
13% to HK$7.9 billion. Premium tissue portfolio 
and personal care in China showed st rong 
performance. E-commerce and B2B channel 
achieved double-digit organic growth.
★Vinda Group sign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Staples, the multinational Fortune 
500 office supplies company.
★Vinda Ultra Strong (soft pack) was named “Star 
Product Of The Year” in the prestigious Tmall 
Beauty Awards.
★A new and improved Libresse was relaunch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Malaysia with a fresh look and 
feel, attractive packaging designs and enhanced 
product features.
★Popular singer and actor Willian Chan was 
named the newest Tempo Brand Ambassador for 
mainland China.
★The Tork tissue brand has been named the 
official stadium partner for the 7th Military World 
Games.

风采
速览

Founded in 1985, Vinda strive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hygie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illions of 
families across Asia. Today, Vinda runs four core 
business segments, namely tissue, incontinence 
care, feminine care and baby care under several 
key brands Vinda, Tempo, Tork, TENA, Dr. P, 
Libresse, VIA, Libero and Drypers.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HKD14.9 billion
Paper & board capacity: 1.22 million tons
profit: HKD 649 million
Highlights:
★Vinda Group received a“Gold Award” in the 
Corporate Awards 2018 by The Asse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nancial magazines in Asia.The Asset 
awards companie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vestor relations.
★At the 10th Guangdong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September 2018, Vinda Group was also 
presented the “Guangdong Entrepreneurial Excellence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the Group’s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Vinda Group signed a st rategic par 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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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Co., Ltd.
所在地：山东日照  Headquarter：Rizh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化学木浆及液体包装纸板、食品卡、烟卡等高档纸板产品

Major products: BHKP, NBKP, liquid packaging board and ivory board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

浆纸一体化企业、山东省最大的外资企业之

一，也是浆纸行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绿色

发展的标杆企业。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14.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53.2万吨

利税：22.3亿元	

利润：14.8亿元

亮点：

★公司“森博”品牌“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漂

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及品牌“液体食品包装用

纸板、烟包专用白卡纸、涂布白卡纸”成功入

选日照“2018年度品牌培育计划名单”。

★在第23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公司在日

照江和图书馆举办向市民赠书活动，向市民免

费赠送的一千余册图书，助力全民阅读和文化

传承。

★继续稳居山东造纸行业“十强企业”榜单。

★“亚太森博利民兴教”工程被评为“2018中

国企业公民优秀公益项目”。

近期动态——

★公司2018年缴纳税收位居全市第三，被授予

日照“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

★被中国环境报评为节能减排先锋企业。

★发布全新产品森博BPS相思浆。

★荣登“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和

“中国造纸企业十强企业”榜单。

远景规划——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规划建设机械浆、高档

生活用纸、高档涂布纸项目。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532,000 tons
Tax and profits: CNY 2.23 billion
Profits: CNY 1.48 billion
Highlights:
★On March 13, Rizhao Municipal Bureau 
of Quality and Technical Supervision issued 
the Notice 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Brand 
Cultivation Plan for 2018. ASIA SYMBOL 
brands were successfully selected as “2018 
Annual brand cultivation plan list”.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22,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3rd World Reading Day, ASIA SYMBOL 
held a book-giving event in Rizhao Jianghe 
Library by giving more than 1,000 books free to 
the citizens.
★On April 25, the annual meeting of Shandong 
Paper Indust ry was held in Dezhou. ASIA 
SYMBOL continues to rank among the top ten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aper Industry.

Recent news: 
★On Januar y 5, R izhao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was held. In 2018, the company’s tax 
collection ranked third in the city and was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January 20, China Environment Newspaper 
publ ished ten nat ional and inte r nat ional 
environmental news in 2008 in Beijing, and ASIA 
SYMBOL was rated as a pioneer enterpri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n April 17,  ASIA SYMBOL released a new 
product BPS pulp.
★On June 25, the Summit Forum of Top 100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of China was held in Beijing. 
ASIA SYMBOL was honored “2018 Top 100 
Chinese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Top 10 
Chinese Paper Enterprises” list.

Future plan:
ASIA SYMBOL plans to construct mechanical 
pulp, tissue, and premium coated paper projects 
for further expansion.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is 
a world’s leading pulp and paper integrated 
enterpr ise, and one of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It is a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ial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1.47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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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Gold Hongye Paper Group Co., Ltd.
所在地：江苏苏州  Headquarter：Suzhou,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 tissue and related products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是A P P（中国）于

1996年投资建设的现代化大型生活用纸公

司。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于1998年8月开

始投产，总部占地面积1.14平方公里，集团现

有员工10000余人。从2006年开始，公司先

后在全国设立多个加工基地，并设有遍布全

国的营运销售网络。目前集团年产量达180万

吨。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7.4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81.55万吨	

利税:7.85亿元

利润:3.71亿元	

亮点：

★获2018年度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十强企业。

★获苏州工业园区2018年度经济贡献突出

奖。

	

近期动态——

★京东与金红叶纸业集团战略合作升级。

★湖北金红叶三期年产12万吨生活用纸项目

开工。

Gold HongYe Paper, established by APP(China) 
in 1996, is a large-scale tissue manufacturer 
that specializes i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issue 
paper, with over 10,000 employees and the 
coverage of 1.14 km2. From 2006,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onver ting bases and sales 
networks all around China, realizing the annual 
output of 1.80 million tons per year.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75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815,500 
tons
Tax and profits: CNY 785 million
Profits: CNY 371 million
Highlights:
★Listed in “2018 Top 10 Tissue Paper Suppliers 
in China”.
★Awarde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or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2018.

Recent news: 
★Further deepening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 with JD, the second biggest e-commerce 
enterprise in China.
★120,000 t/a tissue project started constr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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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hua Paper Co., Ltd. 
(Ningbo Asia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浙江宁波  Location：Ningb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档白卡、铜版卡、白纸板、烟卡、吸塑卡、艺术卡纸、食品卡等  

Major products: high-grade white cardboard, coated paperboard, blister card, cigarette paper, art 
cardboard, food wrapping paperboard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宁波亚洲浆纸业有

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隶属A P P（中国）工

业用纸事业部。专业生产各类高档涂布工业

包装用纸，产品市场信誉优良，畅销欧、日、

美等国内外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司目

前年产能已达200多万吨，成为了宁波市纳税

50强，宁波市综合百强、制造业百强、竞争力

百强企业。先后获授“宁波市和谐企业创建

先进单位”“全国造纸行业创建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先进单位”“宁波市节能标兵企业”等荣

誉，是“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全国绿化

先进单位”“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位列中国

制造业企业500强、全国制浆造纸30强。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3.19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51.85万吨

利税：7.256亿元

利润：6.158亿元

亮点：

★被授予“2017年度宁波市无偿献血爱心单

位”称号。

Ningbo Zhonghua Paper Co.,Ltd./ Ningbo 
Asia Pulp and Paper Co., Ltd. is a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affiliated to APP(China). 
It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high-grade coated 
indust r ial packaging paper, with its sales 
network covering Europe, Japan, America, etc. 
The total capacity has reached two million tons 
per year. Moreover, it’s listed in China’s top 500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op 30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32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2.52 million 
tons
Tax and profits: CNY 725.6 million
Profits: CNY 615.8 million
Highlights:
★Awarde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Paper 
Compa ny i n Z he j i a ng P rov i nce”,  “ Top 
10 0 Powe r C ompa ny i n Ni ngb o ”, “ Top 
100 Manufacture Company” and “Top 100 
Competitive Company in Ningbo” in 2018.
★Honored “2018 Top 10 0 Compan ies i n 
Z he j i a ng P rov i nc e” a nd “ 2018 Top 10 0 
Manufacture Compan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Recent news: 
★Cooperating with Beijing Tomorrow Zhiguang 
Technology Co., Ltd. to develop and release the 
ultraviolet excitation fluorescent anti-counterfeiting 
fiber technology.
★Honored “2018 Top 50 Tax Payers in Ningbo”.
★300,000 t/a chemical pulping project started in 
July 2019.

★荣获“浙江省造纸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奖”。

★荣登2018年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榜第36

位，制造业百强第21位，宁波竞争力百强第46

位。

★喜登“浙江省百强企业”榜，位列“浙江省

成长性最快百强企业”第5位和“浙江省制造

业百强企业”第88位。

近期动态——

★携手北京明天智光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制定

的G B/T37074-2018《紫外激发荧光防伪纤

维技术》正式发布。

★A P P工业用纸事业部“共享价值	 同创未

来”食品卡推介会杭州、苏州站圆满举办。

★宁波亚洲浆纸业荣膺2018年宁波市制造业

“纳税50强”称号。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化机

浆项目开工。

总经理 刘继春

Liu Jichun,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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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海南洋浦  Headquarter：Yangpu, Hainan province
主要产品：漂白硫酸盐桉木浆、文化纸、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 bleached eucalyptus kraft pulp(BEKP) , printing & writing paper, tissue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是金光集团APP（中

国）投资建设的特大型制浆造纸企业，地处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占地8000亩，一期

工程年产100万吨化学漂白硫酸盐桉木浆，总

投资105亿元人民币，2005年3月28日正式投

产。二期工程年产160万吨造纸项目,总投资

115亿元人民币，其第一阶段年产90万吨文化

纸项目2011年7月6日建成投产；第二阶段年产

70万吨生活用纸项目于2016年年底投产。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1.2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04万吨

利税:30.92亿元

利润:14亿元

亮点：

★名牌企业建设（国家级龙头企业奖励）；

★重点用能单位超额完成2017年度节能目标

高新技术企业；

★2018海南民营企业100强榜（第4名）纳税

（第2名）；

★绿色原辅材料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近期动态——

★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监督评审，维持认证资格；

★通过环保部II型环境标志认证；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复评，维持

国家荣誉。

远景规划——
年产150万吨生活用纸项目。

总经理 刘若飞

Liu  Ruofei, GM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is a pulp & 
paper company established by APP China. Located 
in Yangp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Hainan 
province,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8,000 mu,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CNY 10.5 billion for the 
first-phase project. Jinhai was officially put into 
production in Mar. 28, 2005, mainly producing 
bleached eucalyptus pulp. The second-phase project,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CNY 11.5 billion and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1.6 million tons,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on 20 Dec. 2005. For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the printing & writing paper capacity 
of 900 thousand tons was put into operation on July 

2011, and the tissue capacity of 700 thousand tons 
was put on line in the end of 2016.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13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04 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3.09 billion
Profits: CNY 1.4 billion
Highlights:
★Obtaining state-level leading enterpr ise 
award.
★Overfulfill 2017 energy conservation goal. 
★High-tech Enterprise.
★Listed in “Top 100 Private Companies in 
Hainan”.

Recent news: 
★Top 10 paper company in China light industry.
★Passing the re-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periority enterprise”.
★Obtaining the type II Environmental Label 
Certification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Future plan:
1.5 million t/a tissue pap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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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山东昌乐   Headquarter：Changle county, Weifang,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瓦楞纸、预印产品等

Major products: kraft paperboard, core paperboard,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paper, pre-printing products

董事长 王东兴

Wang Dongxing, Board chairman

战略，确立了在中国纸业细分市场领域的优势

地位，成为中国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

纸管原纸等高档包装用纸生产规模较大、装备

能力较强、产品档次较高的生产基地和全球较

先进的预印产品基地，进入中国造纸15强、全

球造纸100强。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5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31万吨			

亮点：

★公司年产80万吨高级瓦楞原纸项目开工。

★公司ERP升级暨CRM实施项目启动。

★公司集成供应链变革项目启动。

★公司年产50万吨生物机械浆项目开工。

★年产6.5万吨装饰原纸项目开机。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完成原纸产量59万吨，完成计

划的100.4%；实现销量63万吨，完成计划的

103.5%，基本完成了年初制定的效益目标。

★入选2018年度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入选山东省造纸十强企业。

★被认定为“山东省工程实验室”。

★公司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

近期规划——

目前，公司以3年再造一个世纪阳光为目标，

大力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积极进行效率

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年产80万吨高级

复合瓦楞纸项目全套引进两条德国造纸生产

线，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与此同时，年产10

万吨高档特种纸、生物制浆、天为环保科技以

及年产10万吨集束包装用纸等项目纷纷拉开

帷幕，以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开放发展、低

碳发展的新步伐昂首迈进新时代，走向新辉

煌。

Sunshine Paper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leader in 
China paper segment and become a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largest capacity, latest technology & equipment, 
highest quality for producing coated/uncoated WTTL 
as well as the world-class preprint base. Sunshine Paper 
is one of China Top 15 papermakers and world Top 100 
papermakers.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5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31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800,000 t/a corrugated paper project and 
500,000 t/a CMP project started construction.
★65,000 t /a decorated base paper project 
started operation.

Recent news:
★Meeting the production goal made by this 
year earlier, with medium paper output reaching 

590,000 tons and sales volume 630,000 t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Listed in top10 paper companies and high-
tech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Ho no r e d “ C h i n a G r e e n Fa c t o r y ” a nd 
“Engineer Laboratory of Shandong Province”.

Future plan:
Sunshine Paper targets to rebuild a new Sunshine 
within three years by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carrying out efficiency, quality and 
power revolutions and new 800,000 t/a premium 
f lute paper project with two German paper 
machines which has been started in October,2017. 
Meanwhile, 100,000 t/a high-grade specialty paper 
project, bio-pulp, Tianwe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100,000 t/a carrier board have 
been kicked off. Sunshine is stepping into new era 
with brand-new pace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p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

年底，2007年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总资产100亿元，设有新迈纸业、华迈纸

业、盛世热电、潍坊大环再生资源、申易物流、

阳光王子（寿光）特种纸等15个子公司，年造

纸产能150万吨，以独特的产品定位和差异化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was founded 
by the end of 2000 and listed in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arket in 2007, owning total assets of RMB 
10 billion, 4,000 empoyees and 15 more subsidiaries 
including Numat Paper, Sunshine Oji (Shouguang) 
Specialty Paper, Shanghai Wangreat, Shengshi Power, 
Shandong Sunshine Conceptual Packing, Weifang 
Dahuan Recycle Resource and Shenyi Logistics. 
Total paper capacity is 1.5 million tons per year. By 
unique product positioning and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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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总部所在地：江苏昆山  Location：Kunsh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工业用纸、瓦楞芯纸、瓦楞纸板及纸箱 	

Major products: industrial paper, corrugated medium, corrugated paperboard

董事长 郑瑛彬

Zheng Yingbin, Board chairman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成环

科）是中国台湾地区三大造纸企业之一的荣

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子公

司，在江苏无锡、浙江平湖、湖北松滋投建有

工业用纸生产基地，并在苏州、昆山、上海、

杭州、仙桃等地设有纸箱厂。

公司以牛皮箱纸板、高强瓦楞原纸的生产、销

售为核心，同时拥有废纸原料回收，牛皮箱纸

板、高强瓦楞原纸以及下游瓦楞纸板、瓦楞纸

箱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板块，并辅

以污水处理、热电联产等基础设施，构建了一

体化全产业链的经营体系。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4.1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20.97万吨

利润:2.37亿元

亮点：

★荆州荣成正式营运投产。

★武汉荣成建厂正式动工。

★总投资3.2亿元，年产1.8亿平方米纸箱项目

落户湖南。

近期动态——

★荣成集团2 019年上半年累计合并营收

261.66亿元，年增达36.37％，创历史新高。

★湖北荣成纸业7号机正式投产，年产30万吨

高强瓦楞原纸。

★启动70亿回台投资计划。

远景规划——
深耕华东地区经营并大力拓展华中地区市

场。针对目标客户需求，持续导入利基产品组

合。不断深入研发创新，推动产品优化升级，

以量身优质服务，扩大工业用纸市场占有率

并获取最佳报酬。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is a subsidiary 
of Long Chen Paper Co. (LCPC),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China. It is 
the industrial paper supplier that provides industrial 
paper, cor rugated medium, cor rugated board, 
containerboard, and related packaging solutions. The 
industrial paper bases are located in Wuxi(Jiangsu), 
Pinghu(Zhejiang) and Songzi(Hubei), and case 
board mills are established in Suzhou(Jiangsu), 
Kunshan(Jiangsu), Shanghai, Hangzhou (Zhejiang), 

and Xiantao (Hubei).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41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2.21 million tons
Profit: CNY 237 million
Highlights:
★Long Chen’s Jingzhou factory in Hubei 
province started operation.
★L ong Chen’s Wu ha n fa c to r y i n Hube i 
province started construction.
★180 million square meters per year boxboard 
project was settled in Hunan province.

Recent new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business revenue 
totaled 26.17 billion, increased by 36.37% and 
reaching a new record.
★PM 7 started operation, mainly producing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paper.
★Planning to invest 7 billion yuan to the new 
project in Taiwan, China.

Future plan:
Long Chen will further expand China eastern and 
central market by deepening R&D, optimize product 
portfolio and proving quality services fo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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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Gold East Paper (Jiangsu) Co., Ltd.
所在地：江苏镇江  Location: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铜版纸  Major products: coated art paper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5月

18日正式成立，总投资35.6亿美元，现有员工

3000余名。金东拥有世界先进的2条纸机生产

线、2条涂布生产线和1条机内涂布生产线，可

年产铜版纸200万吨以上，是世界单厂规模最

大的铜版纸生产企业之一。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1.00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91.03万吨

利税:16.33亿元

利润:12.30亿元

亮点：

★荣获2018年度“中国企业500强”、“中国

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对外贸易500强”、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中国轻工业造纸

行业十强企业”。

★通过中国环境标志（Ⅱ型）产品认证年审。

★荣获“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

近期动态——

★特种纸等转型升级项目推进实施。

Profits: CNY 1.23 billion
Highlights:
★Honored “China Top 500 Companies”, “China 
Top 500 Manufacturers”, “China Top 500 
Trading Companies”, etc.
★Passing the yearly review of China type II 
Environmental Label Certification. 
★Entitled “Name Brand of Jiangsu Province”. 

Recent news: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ty 
paper upgrading project.

Gold East Paper, founded in 1997, is one of the 
largest-scale manufacturer of coated art paper, 
with total assets of USD 3.51 billion and 3400 
employees. The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oated art paper exceeds two million tons, with 
two production lines of paper machines, two 
coating lines and a machine coating line.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1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91 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1.63 billion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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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桓台  Headquarter: Huantai county, Shangdong provice
主要产品：文化纸、箱纸板、白卡纸

Major products：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container board, white cardboard

博汇纸业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集纸张的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公

司于2004年在A股发行上市。现有注册资本为

31536万，公司主营业务为胶印纸、书写纸、包

装纸、纸板、造纸木浆的生产、销售。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69.51万吨

利润：2.56亿元

亮点：

★博汇纸业集团进军青岛，将重新打造全国

总部。

★拟定增募资不超14.4亿元，拓展包装纸领

域。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0.4亿元，

同比下降7.3%；实现归母净利润1.3亿元，同

比下降68%。

★拟拆除现有14万吨文化纸项目所有生产设

备和车间，投资建设年产45万吨高档信息用

纸项目，项目产品为静电复印纸。

★山东博汇纸业年产150万吨包装纸项目第一

条生产线BM6开机出纸。

博汇集团董事长 杨延良

Yang Yanliang, Board chairman

★APP旗下子公司收购博汇10%股份，成为博

汇第二大股东。

近期规划——
工作重点是扩规模、抓环保、降成本、提效

率，通过对现有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及新项目

的规划建设，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工艺，进一步降低能耗、提升效率，

提升规模效益，优化产品结构，强化环保管

理，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Shandong Bohui Paper is a large-scale listed 
joint-stock and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aper manufactu re and sales. With 
register assets of about 315 million yuan, Bohui 
mainly produces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containerboard, white cardboard, pulp, etc.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3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70 million tons
Profits: CNY 256 million
Highlights:
★Bohui plans to make its new headquarter 
settled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Bohui plans to invest not more than 1.44 
billion yuan to expand packaging business.

Recent news: 
★In the f i rst half of 2018, Bohui realized 
business revenue 4.04 billion yuan, dropping 
7.3% over 2018; net income at t r ibuted to 
shareholders 130 million yuan, dropping 68%.
★The existing 140,000 t/a printing and writing 
line was removed to build 450,000 t/a high-
grade communication line.
★10% stocks of Bohui was acquired by APP, 
which has become Bohui’s second largest 
shareholder.

Future plan:
Bohui will continue to optimize both existing 
and new production lines and introduce foreign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further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eff iciency, increas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opt imize product s t r uc t u re and en han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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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Liansheng Paper Industry(Longhai) Co., Ltd.
所在地：福建漳州   Headquarter：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强瓦楞纸，高档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灰板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面牛卡纸

Major products: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paper, high-grade kraft linerboard, core paper, high-grade 
uncoated paper board with grey back, coated duplex board, coated linerboard, white-faced kraft cardboard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总部设立于漳州

台商投资区凤山工业园。公司占地1500亩，地

理位置优越，厂区紧邻台商投资区中心城区，

东距厦门本岛20公里，西接漳州市区12公里，

南邻龙海，北靠泉州，是厦门市环岛“半小时

经济圈”和海湾型城市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雄

踞海外出口市场开拓的绝佳位置。联盛纸业

目前拥有造纸、物流、环保、商贸、进出口五

大业务板块。主要生产高档牛卡纸、高强瓦

楞原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面牛卡

纸、纸管原纸、高级灰板纸等7个品种的包装

用纸。拥有“联盛红叶、黄叶、蓝叶、绿叶、紫

叶”等五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产品。自2010年

建厂以来，企业已先后建成五条高度自动化

的造纸生产线，发展成为集废纸回收、制浆、

造纸、销售和物流为一体的年产能200万吨的

大型现代化造纸集团。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69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90万吨

利税：6.06亿元

利润：3.6亿元	

Liansheng Paper Industrial(Longhai) Co., Ltd. 
has f ive business segments: papermaking, 
Logistic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erce 
and t rade, and impor t & expor t business. 
It main ly produces 7 ser ies of packaging 
grades such as high-grade Kraft linerboard, 
h igh-s t reng th Cor r ugated paper, Coated 
duplex board, coated liner, White-faced kraft 
cardboard, Core paper and high-grade Uncoated 
paper board with grey back. It owns five brands 
as: “Liansheng Hongye, Liansheng Huangye, 
L i a n s h e ng L a nye , L i a n s h e ng Lv ye a n d 
Liansheng Ziye”.
Founded in 2010, Liansheng Paper has grown 
into a large-scale modern papermaking group 
with five highly automatic paper production 
lines, an annual capacity of 2 million tons, 
integrating waste paper collection, pulping 
and stock preparation, papermaking, sales and 
logistics together.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6.9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9 million 
tons
Tax and profits: CNY 606 million
Profits: CNY 360 million
Highlight:
★PM10 started operation in 2018.
★Attaining the “water-saving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 certific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Obtaining 4 invent ion patents in paper, 
thermo-electric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elds, and also 8 utility model patents.
★Star t ing sol id waste t reatment th rough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cent news:
★Attaining the “green factory” certific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in April, 2019.

董事长 陈加育

Chen Jiayu, Board chairman

亮点：

★2018年公司PM10生产线开工建设。

★2018年通过了福建省“节水型示范企业”认

定。

★2018年获得造纸、热电、环保等方面发明

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固体废物处理实现了综合利用。

近期动态——

★2019年4月通过了福建省“绿色工厂”认

定。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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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Guangxi Jingui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广西钦州  Location：Qin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主要产品：化学机械浆、白卡纸	

Major products: chemimechanical pulp(CMP), white cardboard

保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公司纸机车速达到1350m/m i n，再次刷新投

产以来纸机车速历史记录。

★在第七个“全国低碳日”当天，钦州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学校、媒体等单位人员一行50人到公

司开展环保节能宣传周暨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

动。

远景规划——

加快推进二期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项目和年

产75万吨化机浆项目建设，本着做大、做强、

做富、做久，打造世界级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

基地。

Guangxi Jingui Pulp & Paper Co.,Ltd., founded in 
2003, is the 17th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enterprise 
invested and constructed by APP (China) of Sinar 
Mas Group. It’s located in the Qinzhou Economic 
Zone in Guangxi province. For the f irst phase, 
750,000 t/a pulping project and one million t/a paper 
project have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in 2011 and 2013 
respectively. For the second phase, 1.8 million t/a 
high-grade paperboard project and 750,000 t/a CMP 
project are under construction now.

Performance in 2018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6.71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09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he first taxpayer to apply environmental 
tax in the port area of Qinzhou city, showing 
the company’s high awareness of envir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paper industry.
★Awarded “Guangxi intel l igence factory 
de mon s t r a t ion e n t e r p r i s e”, “e n t e r p r i s e 

风采
速览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位于广西钦州市钦州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金光集团APP（中国）投

资建设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企业。一期工程生

产规模为年产75万吨浆和年产100万吨纸，分

别于2011年和2013年投产。二期工程年产180

万吨高档纸板和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正

在积极推进中。	

2018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67.0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09.1万吨	

亮点：

★公司收到钦州港区开出的首张环境保护税税

票，成为钦州港区第一家申报环境保护税的纳

税人。

★AP P（中国）与广西大学、广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共同推动的“圆梦计划”卓越人才联合培

养项目在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正式启动。

★公司荣获“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称号。

★公司获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称号。

★公司荣获2018年“钦州市节水型企业”称

号。產

近期动态——

★2019年上半年浆产量、纸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23.33%和29.61%，实现工业产值36.02亿元，

同比增长8.01%，销售收入35.80亿元，同比增

长10.94%，各项经营指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半年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

★广西钦州市市长谭丕创率队到上海市开展招

商考察活动时莅临金光集团，并与金光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黄志源等公司高层展开亲切会见，

面对面就“AP P（中国）广西金桂二期项目”相

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周成方率队到金桂

走访调研，参观造纸生产线，肯定了公司在环

technology center” and “water-preservation 
enterprise in Qinzhou city” respectively.

Recent news: 
★The operat ion speed of paper machines 
reached 1350m/min, once again refreshing the 
speed record of its ow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Jingui’s pulp and paper 
output increased 23.33% and 29.61% over the last 
year respectively, realizing total turnover of 3.60 
billion yuan(+8.01%). Sales revenue was 3.58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10.94%.

Future plan:
Jingui will accelerate the second phase of 1.8 
million t/a cardboard projects and 750,000 t/a CMP 
project, so as to build a world-class production base 
integrating forest, pulp and paper.

专 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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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集团：

深耕浆纸主业  打造核心优势
⊙ 朱庄庆

近年来，晨鸣集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按照“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发展思路，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率先布局全产业链，打造核心

竞争优势，以一流设备增强优势，以一流技术拉高标准，以

一流产品开创市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行业龙头地位。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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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档升级，实现产能高

端化

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晨鸣集团

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企业质量和

效益同步持续提升，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企业发

展的必由之路。2011年以来，晨鸣以

壮士断腕的气魄，痛下决心，先后关

停了齐河晨鸣、武汉晨鸣一厂、延边

晨鸣、海拉尔晨鸣等一批效益良好

而产能相对落后的子公司，陆续淘

汰浆纸产能270多万吨，走在了全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列。2012年，

对吉林晨鸣实施整体环保迁建，新

建30万吨高档文化纸生产线；完成

武汉晨鸣二厂、寿光晨鸣热敏纸和

新闻纸改文化纸生产线改造升级，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晨鸣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尽管

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但腾出的空间

很快上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项目，

先后投资390多亿元，与芬兰维美

德、德国福伊特等世界一流造纸机

械供应商合作，引进最先进的设备

和技术，建成国内最大的热敏纸生

产线、国际一流的高档文化纸生产

线、世界上单机产能最大的生活纸

生产线和纸幅最宽、车速最快、装备

水平最高的铜版纸生产线等一批高

端生产线，高档产品产能增加了600

多万吨、比重提高到95%以上，再造

了一个“造纸王国”。

实施制浆项目，掌握竞争主动权

为解决制浆造纸工业原料短缺

问题，2001年晨鸣集团率先在广东

湛江战略布局浆纸全产业链，以保

持产能扩张与资源支撑相平衡的稳

健发展态势。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大

型国家工程，湛江晨鸣是我国推进

林浆纸一体化的重点建设项目，一

期建成100万吨化学木浆。凭借自制

浆优势，湛江晨鸣在集团造纸板块

中盈利能力最强，成为全球装备最

先进、产品最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大

型造纸企业。在此基础上，晨鸣又先

后建成黄冈晨鸣化学浆和寿光晨鸣

化学浆两大制浆工程，进一步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起完整的浆

纸产业链。

黄冈晨鸣化学木浆项目，是湖北

省重点建设项目，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规划的骨干支撑项目，也是

黄冈有史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

项目。该项目从欧洲全套引进国际一

流的技术装备，生产过程全部实现

自动化控制，并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

制浆技术和环保工艺，实现资源的

高效封闭循环利用,环保处理及清洁

生产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寿光美伦化学木浆项目，从欧

洲引进134套国际一流设备，采用世

界上最先进的连续蒸煮和无元素氯

漂白技术，每年木浆产能100万吨以

上，阔叶浆、机械浆全部自产自足，

打破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同时，生产

的高档漂白木浆替代脱墨浆等各类

低档浆，产品全部转型升级为高档

高附加值纸品，将大大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目前，晨鸣在国内五大浆厂中

拥有三家，木浆产能最大、超过400

万吨，成为全国首家木浆自产自足、

浆纸产能完全匹配的浆纸一体化企

业，有效缓解木浆原料供求矛盾，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拓宽了产业链，提

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了整体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和保障。

打造营林工程，抢占原料制高点

晨鸣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营林工

程，累计投入20多亿元，在广东、广

西、江西、湖南等地发展原料林基

地，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造纸原料，而且有利于扩大森林面

积，增加森林碳汇，保护国家森林资

源，有效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还有力

推进了我国林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

林区农民就业增收，让他们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

同时，建立中心苗圃，集苗木培

育、营林生产和木材开发于一体，并

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面推进林地

信息化建设，构建林地图形数据库，

进一步拉长林业产业链条和提高

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达到满足造

林、采伐等营林需求，增加林业板

块的经济价值。

此外，晨鸣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形成“林

-纸-再生纤维”“煤-电-建材”“造

纸废弃物-制肥、养殖、发电”三大循

环经济链，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迈入全产业链新时代，晨鸣集

团将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为己

任，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之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以绿色生

态引领转型升级，以产业优势增强

发展后劲，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造纸企业，为我国从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做出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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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文涛

高质量发展的“华泰样本”：质造  智造  创造

一张白纸看起来很普通，却有无限可能，也许会成为一幅名画、一本

巨著，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精美包装，也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藏于无

形，甚至把它进行无限对折100次的厚度足可到达宇宙的边缘。

如何实现纸张的多种可能？如何让一张白纸承载更多文章？作为全

球领先的造纸企业，华泰集团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挑战，认真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始终把改革创新摆在公司发展全

局的核心，敢想敢干敢担当，勇立时代潮头，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层

次、发展产业集群，努力推动传统造纸向新兴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生产

经营“提档升级”，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华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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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到“质造”

节能环保构筑核心竞争力

造纸行业曾一度是高耗能、高

污染的代名词，环保问题也是长期

困扰行业持续发展的顽疾，曾让许多

人看不到行业的前途和未来。特别

是近年来国家不断掀起保护蓝天碧

水的“环保风暴”，许多企业由于环

保不达标进行限产、停产，华泰集团

非但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实现了

经营效益持续稳定增长，这背后是

华泰集团多年来投入40多亿元进行

环保综合治理的结果。

今年5月，公司投资1.2亿元建设

的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在河北

华泰投产运行，采用汽轮发电技术，

配备了超低排放系统，实现智能全自

动控制在线监测，生产技术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通过焚烧处理造纸生

产固体废弃物产生蒸汽和电，全部

应用于公司造纸生产过程。该项目

解决了造纸固体废弃物传统处理过

程存在的难题，实现对固废物的无

害化、资源化、减量化“三化”处理，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预计年增效达

2000多万元，成为石家庄市“固废

资源化综合示范工程”。而这仅是华

泰集团实施的众多环保项目中的一

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华泰

集团把环保当成了企业的“生命工

程”，坚持“产量是钱，环保是命，

不能要钱不要命”的原则，按照“减

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

对废渣、废水、废气等进行治理，努

力实现节能降耗、减排低碳、清洁

循环、生态高效发展。在废水处理

方面，公司先后增上废水厌氧生物

处理项目、三级化学处理项目、废水

深度处理项目、木质素项目等设备，

实现废水层层处理、循环利用，国家

标准外排水COD含量为60m g/l，

而华泰COD含量降到了40m g/l以

下；针对制浆产生的废渣，公司增上

废渣焚烧发电项目、污泥干化项目、

加气块建材项目、环保制浆项目等，

不仅实现了废渣无害化处理，而且

把废渣变成了电、蒸汽、建材、环保

纸，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对于水处理过程的沼气、燃煤烟气、

制浆蒸煮气味等废气，公司增上了沼

气提纯、超低排放、余热回收、布袋

除尘、电除尘、烟气脱硝等项目，将

烟气中的杂质进行层层净化、过滤，

实现“全流程减排控制”为空气减

负。

在华泰，“污染物就是一种放错

位置的能源”，通过环保设施的运

用充分减少污染的同时，也让各项

资源物尽其用，打造出“最佳生产、

最少废弃”的高效生态格局，变“制

造”为“质造”，构筑了绿色华泰核

心竞争力。

从“改造”到“智造”

数聚智慧引领行业风向标

一条纸机线仅生产两三种产品

是国际上大型纸机普遍存在的问

题，面对当前造纸行业市场同质化

竞争严重的局面，华泰集团积极推动

“造纸工业4.0战略”，加速改造升

级，由过去批量化生产向个性化定

制进行转型，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

的两化融合，加快“互联网+智能制

造”。

自2016年华泰集团与德国福伊

特集团签约对公司新闻纸机进行改

造升级以来，通过引进国际最先进

的配套设备，应用智能化、数字化控

制技术，公司已经顺利完成6条年产

200万吨新闻纸纸机线的智能改造

升级。新增膜转移施胶机、涂料制

备系统等国际领先设备，采用QC S

质量自动控制系统、高温软压光系

统等智能控制方式，产品的平滑度、

松厚度、挺度、不透明度等指标均

优于市场同类水平。智能改造后的

纸机实现了“一台纸机+多元产品”

的领先模式，新闻纸机能够生产文

化纸、包装纸、标签纸、建筑模板原

纸、传媒纸等几十种产品。最新上市

的高档轻涂纸挑战“最轻”60克原

纸涂布工艺，改写了教辅教材书籍

长期采用双胶纸的历史。

依托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公

司继续深化与国际造纸机械供应商

合作，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的

智能制造模式，由集中式控制向分

散式增强型控制转变。目前，公司各

造纸产业基地的60多个电仪配电系

统已经实现全程移动在线“监控”，

形成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

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以华泰集团

年产70万吨铜版纸生产线为例，这

是国内三条拥有大型机外涂布机的

纸机之一，也是目前业内最为复杂

的造纸传动系统之一，其涂布车速

是机械和电机的极限车速，最高达

210 0米/分钟，通过采用“飞接控

制”模式，设备能够达到毫秒级控

制精度，涂布机实现不停机在线换

卷。若涂布机停机一次，意味着30分

钟产量损失，同时浪费很多纸和涂

料，每年创效可达1亿元。

作为全国第一批两化融合贯标

试点企业，华泰集团着力推动工业

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针对公司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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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团化、跨地域的发展实际，投

资8000余万元实施ER P项目，实现

了财务业务一体化、订单生产集成

化、客商管理协同化、生产管理数字

化和高层决策智能化。目前，公司加

快实施信息化3.0进程，围绕国家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互联网+”行动

计划，着力打造以“网上采购、网上

销售”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应用，以智

能决策管理分析为代表的大数据分

析管理。项目全部实施完成后，打开

手机，管理报表、出入库数据、移动

审批等一目了然，企业管理人员通

过手机就可以轻松管控企业，生产

经营迈入智能化。每一张纸从原料

采购、生产制造到运输销售的全过

程信息均实现移动在线，供货商、管

理者和客户可以24小时通过手机掌

握生产动态，生产计划执行率、销售

发货及时率达到98%以上。

云平台、物联网、智能科技等运

用，让华泰集团的生产经营方式正

发生悄然改变，引领着传统造纸向

新兴经济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发展

的风向标。

从“创新”到“创造”

产业融合重塑价值链升级新

路径

围绕让每张纸产生最大经济效

益的目标，按照国家关于加快产业融

合的部署，华泰集团坚持创新驱动

战略，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实施产业

间延伸融合，进行产业渗透、产业重

组，形成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

供应链相通、物流链相融，创造优质

高效产业结构，重塑价值链升级新

路径。

以造纸为中心，目前华泰集团

已经形成上游林业、制浆、热力、化

工，下游印刷、物资、商贸、金融、环

保等上下游相互衔接的一体化产业

模式，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充

分提升了企业综合竞争力。近两年

来，受“中美贸易战”等复杂经济形

势影响，废纸原料严重短缺，为解

决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难题，今年

6月，在东营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北

京恳谈会上，华泰集团与新加坡首

化集团签约，将合资建设大型制浆

项目，充分回收国内废纸、木片，为

公司年产400万吨造纸产能提供充

足原料，同时配套建设碱回收、水处

理、生物质锅炉、铁路延伸项目，将

成为公司经济效益新的增长点。

今年以来，在日照华泰总投资

约22亿元实施的1条制浆生产线、5

条造纸生产线及1条再生浆生产线

相继投运，初步形成了国内领先的

高档特种浆纸基地，产品广泛应用

于电子产品、食品包装和动车车体

保护；在华泰“双百万吨”盐化工基

地，32万吨甲烷氯化物、10万吨氯乙

酸等项目充分利用离子膜烧碱装置

生产的氯气，将储存、运输风险高的

液氯转化为附加值高、储存运输安

全的甲烷氯化物、片状氯乙酸、盐酸

等产品，应用于农业、医药、新材料

等领域；公司建设的两大物流园区

辐射鲁北地区，成为集进口保税仓、

出口监管仓、港口通关等一体的专

业物流基地，为公司造纸、化工等产

品、原料提供了充分的物流保障。首

尾相结、优势互补的产业融合模式，

实现了价值链相通，促进了公司经营

效益再上新台阶。

在加快产业融合、推动经营管

理转型升级的同时，华泰集团加快

高端科技研发，勇攀行业制高点。依

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泰山学者岗、

院士工作站等七大科研平台，近年

来公司先后荣获四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攻克“世界最轻”新闻纸等

10多个国家重点新产品生产技术，

主导或参与了19项国家标准制定。

今年以来，公司参与的“制浆造纸清

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推荐参加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评选，参与

的“混合材高得率清洁制浆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推荐参加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评选，“高性

能淀粉基系列功能产品绿色制备技

术开发与应用”科研项目获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形成产业链，加快产业融合，开

展前瞻性研究，让华泰集团始终走

在行业的前沿，掌握了领先的技术

水平，真正让“创新”变成“创造”，

为推动造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

了充足保证。

今年，华泰集团在全国轻工业

百强企业排名第11位，在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中名列第89位，继续蝉联

“中国造纸十强”宝座，以优异成绩

向祖国七十周年华诞献礼。站在高

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华泰集团将坚

持稳中求进，在稳的前提下，有所进

取、以进求稳，努力开拓创新，加快

智造、质造、创造，向着“千亿华泰”

目标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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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动能
⊙ 宋伟华

3月，公司年产20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一次开机成功；

6月，太阳纸业老挝30万吨化学浆项目成功投产；

7月，年产80万吨高档板纸改建及其配套工程项目中的一条生产

线——PM36投产，PM37也已经进入试产前的调试阶段；

8月，公司与福伊特公司签约订购两条年产40万吨高档包装纸生产

线，这是公司计划在老挝沙湾拿吉省色奔县老挝公司厂区内实施的120

万吨造纸项目的一部分，另40万吨项目是一条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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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述职会上，董事长李

洪信这样评价太阳纸业发展中四

个亮点：一是机械浆。机械浆在没

有新增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工艺改

造、技术创新创下了产量上的历史

新高，在木浆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

下，对公司2018年的利润支撑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与纸机车

间的沟通也比较顺畅，配合的也非

常好；二是老挝项目。从造纸用的木

浆转产溶解浆，这个转变的过程非

常顺利，超过了预期，为客户创造了

价值，这对公司的效益提升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三是38号机。38号机

是一个拆建项目，我们不仅顺利成

功开机，而且还创造了效益，很不容

易；四是新产品开发。2018年，公司

成功开发了四个本色系列的新产品，

本色的淋膜纸、本色的食品纸、本色

的特种纸、本色的生活用纸，使我们

的产品系列更加丰富。

这些都是太阳纸业2018年度发

展中的亮点，那么整体情况如何呢？

这一年，公司业绩再交满意新

答卷。太阳集团连续8年进入中国企

业500强，浆纸产量、营业收入、利

税总额等指标再创新高。公司生产

规模持续扩张，经营业绩也保持了

稳步增长，公司向高质量发展持续

迈进，在成本、技术、智能制造和自

动化等方面得到有效地提升，从而

进一步巩固了太阳纸业在行业中的

领军企业地位。

这一年，太阳纸业坚守立厂之

本——保持勤俭建厂的好传统，厉

行勤俭节约勤俭办好一切事情。俗

话说：“成由勤俭败由奢”。37年来，

艰苦奋斗、勤俭建厂的好传统在太

阳纸业一直坚持下来。今后，这个好

传统一定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特别

是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太阳人已

经做好了过紧日子的准备，在全厂树

立“勤俭光荣，浪费可耻”“挥霍浪

费就是犯罪”的理念。减少一切不

必要的开支。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决

策者在做决策之前都要进行反复论

证，不要犯低级错误，坚决杜绝各种

浪费行为的发生。

这一年，太阳纸 业坚持“崇

信尚新，守正出奇”“改善就是创

新”“换个方向争第一”“双手改变

命运”的发展理念，努力在多个方面

创新突破，取得了丰硕成果。全年，

收到创新改善提案1070项，采纳763

项，发放创新提案专项奖励金11.96

万元，大家创新的激情更高、活力更

足。前文提到的机械浆、老挝公司转

产就是改善创新的典型代表。2018

年，我们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0余

项，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承担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3项，

完成4项科技成果鉴定，其中2项成

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只有不断革

故鼎新，企业才能永葆生机！ 

这一年，太阳纸业着眼产品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四三三”发展战略、“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2018年，公司新型纤维

原料项目实施进展顺利，10万吨木

屑浆生产线和40万吨半化学浆生产

线已分别在2018年4月份和8月份竣

工投产，将有效保障公司160万吨包

装纸的原料供给。兖州20万吨特种

纸、邹城80万吨高档箱板纸、老挝

30万吨化学浆等项目，全部顺利建

成投产。38号机20万吨特种纸项目，

创下了太阳纸业项目建设有史以来

的最快纪录，也创下了造纸行业项目

建设的世界纪录。老挝30万吨化学

浆项目，为太阳纸业国际化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评为中国造纸行

业2018年度十大要闻之一。目前，共

有900多名员工奋战在老挝生产一

线，其中有500多名员工来自国内。

太阳纸业感谢这些太阳大厦的创造

者、守护者。

这一年，太阳纸业的三大“生命

工程”取得新进展。安全方面：“孝立

安全”“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等安全

生产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公司全体员

工发自内心的重视安全工作，以“敬

畏生命”的高度，从严、从细、从实抓

好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的原则，切实抓好源头防治工

作。加强不安全因素排查，不断完善

安全操作规程、加强措施保障。创新

安全管理模式，完善安全监管制度，

做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真正做到“向管理要安全，向安全要

效益”，真正做到“分级管理，分线负

责”，真正形成了“安全重担大家挑，

人人身上有指标”的良好格局。公司

在2018年度荣获“国家安全文化示

范企业”称号。环保方面：2018年，公

司健全、优化30余项环保管理制度，

延伸到各部门进一步细化管理，弥

补了管理漏洞。实施节能改造320余

20强巡礼 2019年度榜单 名企
之道

48
第40卷第17期 2019年9月



项，吨浆/纸能耗成本较2017年有效

益性的降低。太阳纸业的污水处理

水平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水平；2018

年，大气治理在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的基础上，公司推进了烟筒拆除和

脱白工程；公司在固废处理方面已经

基本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2018年，

公司被授予“国家绿色工厂”荣誉称

号，列入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为

助推国家和行业绿色制造示范体系

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质量方

面：提效率、降成本、稳质量是企业

管理上永恒的目标。公司业已形成人

人参与降本增效、人人主动降本增

效、人人贡献效益的良好氛围。发扬

工匠精神，严把工艺标准，质量管控

实施原材料入厂检验、在线质量控

制、生产自检和内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等四级管控模式。同时，根据市场

形势，开展“客户定制”模式，满足不

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为客户创造更高

的价值，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客户

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公司董事长李

洪信荣获“改革开放40年，品牌山东

40人”。

公司三大“生命工程”已经逐步

渗透到公司发展的血液中，公司发

展的根基更加牢固。

这一年，太阳纸业继续强化了

人才队伍建设。公司的目标之一就

是为员工创造幸福生活，让每一个在

太阳纸业工作的人都能事业有成，

生活体面。2018年，公司继续 强化

了人才队伍建设。成功承办齐鲁首

席技师培训研修班、举办了第二届

青年职工技能比武大赛。先后有22

人获得山东省技术能手、山东省突

出贡献技师、济宁市突出贡献技师

等荣誉称号。深入开展了专业技术

人才评定工作，861人获得内部职称

聘任，603人被评为技术能手。公司

积极开展“厕所革命”，对厂区卫生

间、更衣室进行了全新改造，改善了

员工工作环境。深入推进了车间智

能化、自动化改造工程，公司19号

机、20号机立体仓顺利建成，物流

成品自动扫描入库、地磅无人值守

等项目成功上线，减轻了员工劳动

强度，实现了减员增效。大家的幸福

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2019年以来，太阳纸业业绩稳

中有进，持续向好，公司新旧动能

转换项目连续接受重要领导的“检

阅”。3月10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莅临老挝公

司视察指导。李洪信董事长日夜兼

程，亲自赶赴老挝迎接并现场汇报。

本扬主席高度赞赏太阳纸业投资项

目取得的巨大成功，赞同并支持公司

在老挝未来的发展规划，并希望老

挝公司继续积极与群众合作造林，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政府一起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为老挝的发展做

出贡献。自2018年12月接到省新旧

动能转换观摩活动的通知后，公司

立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认真

落实每一项要求，董事长李洪信、副

董事长李娜亲自把关宣传片制作、展

台搭建、布展进程等等，脚本文案、

展台制作精益求精。38号机全体干

部员工不辞劳苦、加班加点、勇挑重

担，各有关部门也都始终保持着忘

我的精神状态,以饱满的激情密切

配合、无缝衔接，充分体现出太阳人

“敢于担当”的担当精神，“专心专

注，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3月21

日，省委书记刘家义亲自率队莅临

38号机观摩指导，给予了高度评价。

济宁市、兖州区也都对项目成就给

予高度赞扬和表彰。

近期，太阳集团连续荣登“中

国轻工业百强企业”“中国造纸十

强”“山东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一

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加入公司，进一

步落实了人才强企的战略要求；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引擎，研发推出无塑涂布食品包

装用纸等新产品；公司紧跟自动化、

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机械臂、立体

仓库等各种智能元素越来越多的出

现在厂区；公司加快推进老挝120万

吨造纸项目、广西北海制浆造纸项

目以及兖州年产45万吨特色文化用

纸项目建设，补齐战略位置短板，延

长精细化产业链……这些，都在为

公司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

力、新动能。

可以预见，新一轮的太阳正在

冉冉升起。未来的太阳纸业，充满了

繁荣发展的活力，千亿级园区的梦

想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追梦路上，太

阳人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以初心不

变的定力、沉着应变的智慧、主动求

变的勇气，扎扎实实的抓好各项工

作！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努力把太阳纸业打造成为

可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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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山东）：环保教育 润物无声
⊙ 杨晓雷

目前我国的环保教育普及率不高，这就需要从政府到群众、到企业

长期不懈的努力。亚太森博不仅以身作则积极践行环保生产理念，还通

过环保教育措施，影响周围人，提升社区群众环保意识。

亚太森博搭建了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载体，力争通过“春

风化雨”式的宣传教育，让生态理念在更多人心中扎根、开花、结果，让

生态环保理念在公众中“入心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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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是世界领先的浆纸一体化企业、山东

省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是浆纸行业产

业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标杆

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高档化学木

浆、溶解浆及液体包装纸板、食品卡、

烟卡、社会卡等高档纸板产品。

公司累计环保投资已近50亿元，

无论是环保投资总额还是占总投资

的比例，均创国际同等规模浆纸工厂

之最，主要环保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优于芬兰、日本等发达国家标准。

公司充分利用制浆造纸过程中产生的

生物质提供能源，每年可减少300多万

吨的碳排放。

环保教育，潜移默化提升群众

环保意识，为环境保护提供良好的氛

围。目前我国的环保教育普及率不高，

这就需要从政府到群众、到企业长期

不懈的努力。亚太森博不仅以身作则

积极践行环保生产理念，还通过环保

教育措施，影响周围人，提升社区群

众环保意识。

亚太森博搭建了一个群众喜闻乐

见的宣传教育载体，力争通过“春风

化雨”式的宣传教育，让生态理念在

更多人心中扎根、开花、结果，让生态

环保理念在公众中“入心化行”。

开放工厂。亚太森博开展环境公

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周围社区居民、学

生、学术团体、媒体等社会各界代表

走进工厂，亲身感受了解公司的环保治

理情况。定期与周围社区居民、社会代

表进行电话交流或座谈，听取社会各

界建议，传播环保理念。

离该公司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

日照开发区海韵艺术团舞蹈模特队成

员到工厂参观后，感触很深。队长白晓

利说，此前我们对浆纸行业一直有误

解，到了亚太森博实地参观后才知道

现代化制浆造纸的高度自动化和环保

化，亚太森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方面的努力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志

愿成为社区与企业沟通的桥梁，影响

身边人，愿意成为该企业的社区文化

服务宣传员。

工业旅游。该公司建有高科技展

厅，采用三维动画技术，以及声、光、电

一体的方式，通过序言墙、动画墙、弧

形幕、触摸屏、循环经济模型、环保数

据展示、企业沙盘、产品展示、发展历

程、汇报厅等模块对造纸工艺、循环经

济和环境保护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向

到访者传达现代工业环保生产理念。

环境教育基地。该公司已成为30

多所学校的环境教育基地，每年有上

万名学生到现场感受现代化制浆造纸

产业的循环永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我是小小造纸家”项目。该项

目专门为小学生设计，用废纸和浆板

造纸，感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

造纸术，让学生懂得资源循环利用

的过程。活动累计开展了72次，超过

4000名孩子受益；2018年，项目获评日

照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全市少年儿童环保绘画大赛。连

续十一年，联合地方生态局、团委、侨

联、日照日报社，在全市举行少年儿童

环保绘画大赛。累计30多万人参与，已

经成为著名的环保品牌活动。参赛作

品都紧紧围绕环境保护主题，旨在培

养少年儿童宽广的视野和高度的责任

感，有多幅被环境教育杂志社及生态

环境部官方微信公众号选录、刊载。

受此启发，国家环保宣教中心曾

连续三年与我们在全国开展环保绘画

大赛。

“绿书架”进校园。由生态环境

部宣传教育司指导，在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宣传教育中心和日照市生态环境

局支持下，联合《环境教育》杂志社开

展“绿书架”进校园活动，7所学校近

万名学生受益。在这次捐赠活动中，

主办方与支持单位精心挑选了适合少

年儿童阅读的系列读本，包括环保读

本和挂图。

亚太森博视安全环保为生命，强

化体系管理、过程管理、细节管理、前

置管理和意识管理，完善巡视制度、

约谈制度、奖惩制度、网格化管理制

度，超前规划布局。公司以精益为基

础的管理改善、流程再造、技术提升

和安环保障，成为省、市和行业的典

范。亚太森博负责人说：“环保教育在

社区中的成果已经显现，环境保护人

人有责，我们会将环保教育活动持续

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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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建成了新迈纸业、盛世热电、山

东阳光概念包装、阳光王子特种纸、

申易物流、大环再生资源、华迈纸

业、上海王的实业、科迈生物机械浆

等15家子公司，形成了集原料供应、

造纸、印刷、包装、能源配套、环境保

护、高端物流及“互联网＋”一体化

的全产业链经营体系，进入中国造纸

15强、全球造纸100强，昂首迈向转

走进新时代的世纪阳光

⊙ 田金鹏

迎着21世纪第一缕阳光，怀着

打造百年企业的美好梦想，2000年

底，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

司应运而生。近20年来，世纪阳光始

终以实业兴国的担当，励精图治，创

新创业，以独特的产品定位和差异化

经营战略，将企业逐步发展为资产总

额过百亿元、造纸产能150万吨、印

刷包装产能5亿平方米的香港上市公

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际领先的造纸产品

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世纪阳

光累计投资近百亿元，先后建成了10

万吨白面牛卡纸、20万吨轻涂白面牛

卡纸、20万吨纸管原纸、6万吨高档

微型瓦楞原纸等国内一流水平的项

目，特别是投资30多亿元建成的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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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吨涂布白面牛卡纸项目，汇集了

全球最新的专业技术和工艺手段，

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较高、单机

产能较大的包装用纸生产线，占据了

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着眼于建设创新型企业，世纪

阳光始终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动

力源泉，建成了省级技术中心和ISO

标准恒温恒湿实验中心，与美国、韩

国、芬兰、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相关科

研机构和国内的多家科研院所实施

科技战略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先后

开发出高档白面牛卡纸、轻涂白面牛

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高强度微型

瓦楞原纸、高档系列纸管原纸、高档

装饰原纸、彩色素色特种纸等50多种

新产品，特别是开发的125至110克/

平方米的低定量涂布白面牛卡纸，为

全球独家生产。先后获得50项自主知

识产权、31项发明和实用新型国家专

利，负责起草制定了7套白面牛卡纸

系列产品的行业标准，使世纪阳光标

准成为国家标准，被命名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2012年，世纪阳光与日本王子株

式会社合作，成立了阳光王子特种纸

公司，以全球化的视野、国际化的管

理标准、一流的产品质量阔步走向市

场，已形成年产20万吨产能，成为国

内外市场高度认可的知名品牌。

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营销网络

世纪阳光始终奉行诚信经营、

客户至上的价值趋向，与“青岛啤

酒”、“百威英博”、“雪花啤酒”、

“娃哈哈”、“康师傅”、“加多宝”、

“王老吉”、“伊利”、“蒙牛”、“双

汇”、“银鹭”、“美的”、“格力”、

“海信”等100多家V I P客户缔结为

战略合作伙伴，相继在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广州、深圳、西安、武汉

等大中城市建成了30多个销售分公

司，并配套运输、仓储、信息和售后

服务等服务功能，形成了覆盖全国的

营销网络。先后在日本、美国、东南

亚、中东、欧洲等地组建起分公司或

联络处，成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桥

头堡，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使阳光品牌享誉海内外！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阳光概念包装

解决方案

面对当今世界造纸及包装市场

的发展趋势，世纪阳光大力进行商业

模式创新，实施纵向一体化发展战

略，以创意设计为引领，以预印及技

术创新为依托，以产业整合和流程再

造为手段，以资金、装备及已有的高

档包装用纸产能和客户资源为基础，

以“阳光包装联盟”为支撑，高质、高

效地打造从造纸、创意设计、印刷、

纸箱制造到物流配送的一站式、个

性化包装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

更大价值。先后建成了阳光包装产业

园和示范工厂，与全球著名印刷装备

制造商德国博斯特合作，量身定做了

5条居世界最高水平的卫星式柔版预

印生产线。与传统印刷工艺相比，在

确保纸箱质量的前提下，用纸成本可

降低3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40%以

上，其生产效率、套印精度、产品环

保等优势在印刷设备中独领风骚！

与此同时，把阳光概念包装解

决方案的大本营建在黄浦江畔，在上

海组建了王的实业公司，搭建了“王

的网”云平台，为客户提供创意设计、

营销、运营、管理、物流、供应链金

融等服务，并在山东、安徽、天津、辽

宁、吉林等地建起了多家包装旗舰工

厂，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

“阳光包装联合体”，以“集中印刷、

分散成箱”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包装

工艺及商业模式进行颠覆性创新，

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乳品、啤酒、饮

料、食品、家电等生产企业“异地建

厂”的用箱需求，倾力打造中国包装

第一品牌。

昂首走向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的世纪阳光大力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战略，以3年再造一

个世纪阳光为目标，积极进行效率变

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投资30亿

元，全套引进了两条德国福伊特造纸

生产线，年产高强度、高防水、低定

量的高级瓦楞原纸80万吨，下半年将

投入生产。同时，创造性地率先实施

农纸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导研发的农

业秸秆综合利用生物机械法制浆技

术，已申请专利26项，正在建设年产

50万吨生物机械浆项目，成功地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不仅有

效解决国家限制和停止废纸进口后

的原料问题，而且开辟出一条废物利

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子。与其配套的热电联产、

天为环保科技、年产10万吨集束包装

用纸、40万吨高防水箱板纸等项目如

火如荼。

与此同时，公司大力实施原料

制胜战略，成立了“走出去”办公室，

拟在墨西哥、美国、俄罗斯、东南亚

等地建设废纸浆和木浆生产基地，

再次拉开了世纪阳光创新发展、开放

发展、转型发展、低碳发展的大幕，

以更高、更优、更强的目标昂首走进

新时代，走向新辉煌！

名企
之道

专 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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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的下一个重大飞跃

将是分层成形技术？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特 写 iNTeRVieW

分层成形技术的概念虽然早有提

出，但概念的提出到技术的成熟总需要

经历一段时间的论证和发展。维美德

O p t i F l o流浆箱水分层技术正是在原有

概念的技术上创新发展，优秀的中试结

果为随后的产业化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社作为Op t i F l o

流浆箱水分层技术第一个产业化应用案

例，所取得的效果同样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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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浆箱作为连接“流送”和

“成形”两部分的枢纽，被称为造

纸机的“大脑”，因而有人称之为

“头箱”。流浆箱在纸机抄造中承担

着实现纸张性质的均匀性和可控性

（即控制翘曲）的任务，并直接影响

纸张的纵横拉伸比、抗张或撕裂长、

空隙、成形和留着，因此流浆箱自然

成为造纸机中的核心部件之一。同

时，流浆箱技术也成为造纸机上发

展最快的部件之一，从翻浆闸板式

流浆箱、敞开式匀浆辊流浆箱、气垫

匀浆辊流浆箱发展到当今水力式流

浆箱，都是为了适应纸机车速增加

和产品性能不断提高的要求。

因为流浆箱所承载的重要作

用，使得流浆箱的发展备受关注。

2014年初，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社

公布采用维美德最新的Op t i F l o流

浆箱技术对Wol s an（月山造纸厂）

的PM1造纸机进行改造的良好效果

后，分层成形技术便再次成为人们

的关注焦点。其实在造纸工业中，

分层成形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

已经提出，认为分层成形技术具有

改善产品质量、减少能耗和降低原

材料消耗的潜力，因此概念一被提

出，有不少人认为造纸工业的下一个

重大技术飞跃将会来自分层成形技

术。当然，上世纪尽管分层成形的潜

力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现实中因

为不同浆层的过度混合等问题无法

有效的解决，使得分层成形的技术

无法产业化，因此分层成形必须实

现技术上的突破才能使浆层纯净、

均匀，从而成功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图1  新型水分层技术原理

图2  水层可作为化学品的添加层

中。

而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社采

用维美德新的Op t i F l o分层成形技

术对原有纸机流浆箱改造的成功，

将人们的焦点再次聚到了分层成形

技术上。为了深入了解维美德新的

OptiFlo分层成形技术，考察分层成

形技术实现了哪些突破，以及在工

业化生产中的实际表现，笔者特别

对维美德的Op t i F l o分层成形技术

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1  分层成形技术可显著改善造纸

工艺的经济性，提高新纸品开发

特 写iNTeRVieW

的潜力

应该说分层成形技术概念一经

提出便得到认可的原因，主要是分层

成形技术如果成功实现产业化，可

以实现很好的工业价值，主要体现

在能有效改善造纸工艺的经济性。

维美德Op t i F l o流浆箱采用创新性

的Aqu a分层技术，即水分层技术，

用一台流浆箱和一套成形器生产出

具有两层结构且匀度极佳的纸张。

水分层技术是在流浆箱中间形成稳

定的水层，这个水层看起来类似于

流浆箱里的漂片，把不同浆料分为

平稳的两个浆层，然后成型为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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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

2  改善造纸工艺的经济性：节省

原料成本，减少能源损耗

 OptiFlo流浆箱用一台流浆箱

和一套成形器生产多层结构纸张的

分层成形技术，可以增加原材料使

用的灵活性，实现生产成本的节省。

比如在生产多层的箱纸板中，可以

采用不同品质的浆料配比、廉价的

原材料作为箱纸板的底层，这种“三

明治”式的产品（见图1），既不影响

强度性能，又能降低原料成本，更能

因为减少内层原材料的漂白等的处

理而减少能源和化学品消耗，显著

的提高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3  改善造纸工艺的经济性：节省

30%的淀粉

 O p t i F l o流浆箱的水分层技

术是用薄的水层构建了流浆箱的漂

片，以达到各层间的稳定。薄的水层

加上一系列精准的控制，不但可以

很好地避免各层间的串层，还可以作

为化学品的喂送载体，更有效地喂

送化学品，提供一种化学品的最优

喂送点。比如湿部淀粉就可以在层

间喂送，层间喂送的方式可以有效

地降低压力筛剪切的损耗，提高淀

粉的活性，从而改善产品的强度，或

特 写 iNTeRVieW

图3  传统添加与水层添加淀粉结构比较

图4  通过水层添加淀粉，改善成形效果

节省淀粉的用量。据维美德试验结

果显示，保持产品的强度不变的情

况下，采用层间喂送淀粉的用量可有

效降低30%。与传统的淀粉喂送方

式相比，可以有效提高淀粉的反应

活性。图2、图3显示了采用层间喂送

淀粉的过程与效果。

4  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潜力：改善

产品的性能指标

Opt iF lo流浆箱的湿部淀粉通

过层间喂送，可以使得淀粉在添加

后的很短时间里检测到淀粉的效

果，淀粉的使用效果得到了有效的

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可以节

省淀粉的使用量，同时提高纸张的

强度（见图4）。另外，水分层技术可

以为纸张进入成形部后提供良好的

层间覆盖、完美的横幅偏差和匀度，

没有条纹或斑纹，从而提高最终产

品的性能指标。

分层成形技术可应用于多层纸

种的生产，如生产挂面纸或纸板时，

相比于现有的多长网技术，分层成

形技术工艺更简单、投资更少、结构

更紧凑，见图5。另外，由于多数挂面

纸及纸板各层间的非均一性，可赋

予产品更多性能，如表层具有高印

刷性能、某层具有较强的机械性能

或憎水性等。 

5  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潜力：为新

纸种的开发提供可能

面对工业的复杂性和客户需求

的变化，纸张作为众多的包装材料

中的一种，它必须与玻璃、塑料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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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传统多层和维美德全新水分层概念对比

特 写iNTeRVieW

属进行竞争。目前，以纤维为原料的

包装材料占包装工业的30%，略微

超出30%占有量的是塑料。而以纤

维为原料的包装材料所占的百分率

每年都有所下降，而塑料包装材料

的量有所上升。因此，以纤维为原料

的包装材料要在与塑料或金属包装

材料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和市场占有

量，必须不断地开发适应市场需要

的产品。

Opt i F lo流浆箱创新的水分层

技术恰好给新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水分层作为“三明治”式

产品的中间一层，可以作为良好的

化学品喂送点（甚至纳米级微纤维

的喂送）。试验数据也显示，采用水

层喂送化学品，可以有效地提高化

学品的活性，减少化学品的用量，

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可以改善纸张产

品性能或赋予纸张特定性能的化学

品提供良好的喂料点，从而为最终

产品的性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作

为全球第一台Op t i F l o流浆箱使用

商的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社表示，

Op t i F l o流浆箱创新的水分层技术

有许多潜力可以挖，同时也给了他们

很多的选择。

6  我们邻居成熟的产业化案例 

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社作为

韩国领先的包装纸生产商，在使用

Op t i F l o流浆箱水分层技术进行改

造前，同样面临着使用废旧瓦楞箱

纸板（OCC）作为原料所涉及到各种

各样的质量问题的困扰。于是2014

年1月，在完成湿部改造后，韩国东

日制纸株式会社对Wol s a n（月山造

纸厂）的PM1造纸机开始了改造。维

美德为该项目提供主要部件：一台

新的两层流浆箱和一套中间层真空

辅助成形板。

改造完成后，开机效果令韩国

东日制纸株式会社感到非常满意。

抗压强度可提高15%；通过采用水

层技术，淀粉的用量几乎可以减少

30%；通过对原材料的优化试验结

果表明，新型分层技术可以在节省

成本的同时，使质量和强度性能得

到好的调整。韩国东日制纸株式会

社表示，采用OptiFlo流浆箱水分层

技术进行改造，让我们为未来的发

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分层成形技术的概念虽然早

有提出，但概念的提出到技术的成

熟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论证和发

展。维美德OptiFlo流浆箱水分层技

术正是在原有概念的技术上创新发

展，优秀的中试结果为随后的产业

化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韩国东

日制纸株式会社作为Op t i F l o流浆

箱水分层技术第一个产业化应用案

例，所取得的效果同样完美。因此或

许之前不少人认为的造纸工业的下

一个重大技术飞跃将会是分层成形

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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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再升级对中国造纸工业的影响

⊙ 苗成 

行 业 iNdusTRy

中美贸易摩擦对造纸行业的影响还

是存在的：纸品和纸浆市场布局起变化，

美国纸品和纸浆将被国内和其他国家纸

品和纸浆所替代；贸易摩擦助推中国纸

企产业升级，提高纸企质量；纸企产业布

局发生整体性改变，华资纸企轻资产化

运营成为可能；华资纸企走出去引导全

球纸业发展。苗成 先生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制浆造

纸工程专业，现就职于天津自贸区东疆港

片区管委会投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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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曾预估“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会继续发酵，影响到中

美贸易的各个领域以及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贸易摩擦

加剧预期可能会出现，为应对摩擦加剧企业应扩大进出

口的货源地和目的国，多元化、分散采购，以纸浆原材料

为例，可利用质量差不多的欧废、加拿大的高附加值化学

浆替代美国废纸和化学浆；同时加快技术研究和产业升

级，生产出可满足国内需求的各种纸制品。”从2018年5月

至2019年8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美之间举行了10几轮的

副部长级磋商，虽取得了进展，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仍

在不停的博弈。2019年5月16日美国亮出了博弈的结果，美

国在此前的11轮商谈磋商中输了。这样一定程度上给贸易

摩擦不断极限升级铺垫了很多消极的因素，在6月的中美

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及搁置争议，8月美国再次出尔反尔。

笔者觉得无论中美之间在博弈中谁赢了，其实中美

两国都是实实在在的输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可问题是

作为两个大国，如果谁先放弃博弈，谁就失去了未来对地

区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乃至话语权，对美国来说这是

不可接受的，所以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预期还将继续

甚至更加激烈，贸易战强度可能会趋缓，涉及的行业贸易

体量将会逐步减少，但摩擦的频次会不断增强，商品品类

也会不断增加，包括制浆造纸产品在内的中美贸易之间涉

及的诸多贸易品类均可能被波及。

1.2 贸易摩擦持续的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原因包括美国担忧过度依赖

“MADE IN CHINA”，经济崩盘预期引导贸易摩擦持

续加温；中美贸易是中美两大国竞争的前沿，经济紧密相

连，贸易将成为国家博弈胜负手；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

担心，中国会超越并影响其核心地位。

(1）过度依赖“MADE IN CHINA”，经济崩盘预

期引导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绝不只

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的一句“金口玉言”就会

极限升级，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早在2018年4月贸

易战开打之初，就有专家提出美国之所以“前仆后继”的

准备贸易战就是因为“山姆大叔”其内需旺盛，像极了上

世纪7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的场景和状态。美国害怕如

果出现不可预知的因素，在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情况

下，造成经济和实体产业的“突然崩盘”。“突然崩盘”的

担忧在美国政府看来绝不是杞人忧天。现阶段全世界各

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复合多种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再升级，5月15日美国宣布从6月1日起，

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征收报复性关

税。5月16日中国为应对美国的蓄意贸易摩擦，强硬表态

“中国不怕美国搞摩擦，大海永远是大海，它就在那，中

国也还在那里，将奉陪到底”；中国政府6月1日起同样对

从美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8月24日美对来自中国的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提

升5个百分点；9月1日起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商

品加征10%的关税，与此同时作为反制措施，中方精准反

击，对来自美方的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主体，相互之间针对

自己的劣势行业大幅征收关税，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大的方面再到工业、贸易、金

融等领域受到的影响程度虽不同，却不可忽视。从目前专

家的分析和数据显示，两国之间的摩擦，损失最大的实际

上就是两国的人民，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仍需积极面对摩

擦带来的影响，准确分析其带来的诸多可能性，采取各种

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2018年5月开始，连续多轮的中

美经贸谈判一直持续，加征关税的实际操作和预期给外

贸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下面就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进行分

析并提出一些应对建议。

1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将会持续，并且其后期所带来的附加

影响，持续时间将会更长久。由于中美的贸易体量太大，

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将会很快扩散到世界的各

个角落，毕竟现阶段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同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

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贸易体量和影响

力要远大于当初日本、美国的贸易体量和影响力。中美贸

易摩擦的波及面将会涉及欧美、非洲、中东等诸多地区，

其波及面的深度、远度远高于当初美日之间仅波及亚洲

和北美。

例如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日本连续8个月出口出现

下降，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其对华出口连续

5个月出现下滑，但其对美出口却出现正增长；说明美国正

在加速寻找中国商品的替代品。

1.1 加剧预期持续升温

之前笔者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造纸行业影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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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既然是多种因素复合影响，不可控因素太多，任

何一个因素都可能连带着影响美国的经济，经济再度像

之前的借贷危机出现崩盘成为可能之预期，所以美国为

摆脱不良预期将会持续升温中美贸易摩擦，不惜升级为

贸易战。

(2）贸易是前沿，经济紧相连，贸易成为国家博弈胜

负手。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中最为复杂的综合体，是各

行各业能够聚集在一起的综合体，牵连着金融、信贷、物

流、航运等等诸多领域和行业。一旦贸易摩擦升级，受到

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主客体，也包括和其相关的诸多行

业。贸易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前沿阵地，两国贸易这块阵

地如果失守，后面紧相连的经济也将会出现断崖式崩盘，

所以美国不惜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打响贸易战，就是为了

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贸易失衡带来的经济崩盘。

(3）中国快速发展使美国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

影响其核心地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提

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其主体不单单是在军

事上，还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从中国国家

统计局数据来看，中国GDP（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

0.37万亿元（约0.05万亿美元）到2018年90.03万亿元（约

13.24万亿美元），短短40年间增幅超过240倍，GDP只是

从经济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而美国GDP

（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36万亿美元增加到2018

年的20.5万亿美元，增幅仅仅为7.69倍。

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超过美国的想

象，连续40年的正比例增长，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几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奇迹。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从一

年仅仅3700亿元狂增到目前的一年90.03万亿元，相当于

美国2006年的水平。不过从数据来看中国整体还落后美

国10～15年，这是原本的经济体量基础决定的。在美国政

府看来，如果按照2018年之前近五年来中国GDP的平均

增速8.72%来计算，美国仍还是保持目前的平均增速水平

4.20%，那么未来十年内中国的GDP将完全赶超美国，到

203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约200万亿元人民币（约36万亿

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

展使美国看到了其国际事务的超强竞争者，中国的发展已

经成为影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的后来者，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不断尝试使用不同的手

段来阻碍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美国公然打响中美贸易摩

擦的主要原因，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尝试不

断撼动美国的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对美国是威胁，美国

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全面的进行反击，以确保其地位。

表1  1978～2018年度中国与美国GDP对比 

（单位：万亿元/万亿美元）

年份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1983

1982

1981

1980

1979

1978

中国GDP

人民币

统计口径

90.03

82.08

74.01

68.60

64.13

59.30

53.86

48.79

41.21

34.85

31.92

27.01

21.94

18.73

16.18

13.74

12.17

11.09

10.03

9.06

8.52

7.97

7.18

6.13

4.86

3.57

2.72

2.20

1.89

1.72

1.52

1.22

1.04

0.91

0.73

0.60

0.54

0.49

0.46

0.41

0.37

13.24

12.07

10.88

10.09

8.78

8.12

7.38

6.68

5.65

4.77

4.37

3.70

3.01

2.57

2.02

1.72

1.52

1.39

1.25

1.13

1.06

1.00

0.90

0.77

0.61

0.45

0.34

0.28

0.24

0.21

0.19

0.15

0.13

0.11

0.09

0.08

0.07

0.06

0.06

0.05

0.05

折美元

统计口径

9.69

10.90

7.88

6.97

8.15

10.10

10.38

18.40

18.25

9.17

18.20

23.08

17.15

15.74

17.77

12.90

9.79

10.55

10.73

6.30

6.88

11.00

17.07

26.12

36.34

31.18

23.58

16.60

9.86

13.17

24.69

17.33

14.04

25.01

20.89

12.05

8.87

7.59

11.88

11.47

-

增速

/%

美国GDP

美元统

计口径

20.50

19.39

18.62

18.12

17.43

16.69

16.16

15.52

14.96

14.42

14.72

14.48

13.86

13.09

12.27

11.51

10.98

10.62

10.28

9.66

9.09

8.61

8.10

7.66

7.31

6.88

6.54

6.17

5.98

5.66

5.25

4.87

4.59

4.35

4.04

3.64

3.34

3.21

2.86

2.63

2.36

增速

/%

5.72

4.14

2.76

3.96

4.43

3.28

4.12

3.74

3.74

-2.04

1.66

4.47

5.88

6.68

6.60

4.83

3.39

3.31

6.42

6.27

5.57

6.30

5.74

4.79

6.25

5.20

6.00

3.18

5.65

7.81

7.80

6.10

5.52

7.67

10.99

8.98

4.05

12.24

8.75

1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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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贸易摩擦持续的影响

1.3.1 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

(1）中国商品无法替代，粗暴替换存隐患。笔者之前

预估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的领域集中在农副产品、电子机械设备零配件、手

机等行业，这些商品很多都可以出口到除了美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贸易市场，并不是仅仅只

有美国这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必须的、唯一的出口目的国。

美对华征收关税的商品如电子机械设备，很大程度

上是不能简单替换的，美国单方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无

法完全替代中国商品，中国商品的价格、质量以及行业优

势是短时间内印度、泰国甚至非洲生产线的产品无法替

代；以上因素造成美国国内某类型商品急剧短缺，商品价

格快速攀升。同时美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又因为其之前的高

能耗、低附加值产品外移政策，造成很多产地外移到中国

且短时间内无法回归美国国内或转移至一些劳动密集型

的国家。简单分析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美国本身是一个

金融、高新技术和服务行业特别发达的国家，但和普通民

众民生相关的诸多行业的依存度或者生产能力几乎为0，

缺失的部分如果美国不能找到除中国以外的替代工厂将

出现很多问题，如日常生活用品的毛巾、牙刷、衣物等将

会出现严重短缺。即使美国找到了可以替换中国产品的

另一个“世界工厂”，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美国民众已经

习惯的“MADE IN CHINA”如果换成了“MADE IN 

AFRICA”，美国民众很难适应这样的改变，民生隐患和

高税成本以及短时间难以适应商品改变将成为未来的隐

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等

三位经济学家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再

升级关税大幅上升，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将直接导致

美国国内商品价格因成本上升而大幅提升。美联储更是

表示按照现阶段的征税情况，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

商品加征15%的关税，直接会增加每个普通美国家庭每

年831美元的费用。多出来的费用肯定全部要美国消费者

买单，由此带来的经济和民生波动直接会影响到经济增

长的预期，悲观预期再次出现。

(2）短视目光存威胁，正常贸易有壁垒，未来走向不

定：美国从目前短时间内贸易逆差的角度考虑，认为如果

对中国商品持续不断征收高关税，可以逆转中美之间的

贸易逆差现象，减少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美元从美国流出，

以便增加美国自身的美元储备，维持美元的稳定；同时这

样可以促进美国国内一些基础工业的发展。美国考虑的

是眼前，却忽略了未来美国的发展，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而独立的闭关锁国，贸易是

解决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主要媒介。干扰正常的贸易单

方设置的贸易壁垒，最终影响的是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有的时候将是不可逆的衰败。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美国长此以往和世界上各个国家打响贸易摩

擦，必然面临的是众叛亲离，失去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中国

的客户支持，将会严重影响其品牌效益。我们从APPLE

手机在华销售呈现断崖式下降而华为手机在全球尤其是

中国市场的销售则是直线上升便可以看出，贸易壁垒是

双方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

还是贸易商和两国消费者。

(3）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推高通胀、削弱美经济增长势

头：美国多家投资和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研究报告警告称，

美国政府单方挑起的经贸摩擦并极限加征关税，将显著

推升美国国内通胀水平，削弱经济增长的源发动能，加剧

推升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预期。之前经济危机的出现便

是因为房地产泡沫挤破和次贷危机的出现，形成全球经

济海啸，众多企业倒闭，经济崩盘，人员下岗。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两次经济危机已经预示着即使是一根稻草也能

压倒一座失去平衡的大厦。中美之间加征关税势必会推

高膨胀率，至于能不能成为压倒经济平衡的稻草就得看

贸易摩擦是否能继续发酵成为贸易战。笔者认为贸易摩

擦如果发展成你来我往的贸易战，那势必要削弱本已脆

弱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基础。

(4）摩擦损害了美国企业自身的利益：按照中国商务

部的统计，对美约2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占2018年中国对

美出口额的42%，但只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8%。其中加

征关税的企业中，有大约50%的企业是外资企业，其中很

多外资企业是美国投资建设的企业。美国对自己出资建

立的企业征收关税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样的“乌

龙事件”导致美国企业利益受损，很多企业资金周转困

难，企业倒闭也成为可能，毕竟很多收入将不会从中国汇

入美国。

1.3.2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

行 业iNdusTRy

61
Sep., 2019  Vol.40, No.1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转型升级助推改革升级：中国以前是世界有名的

“世界工厂”，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正在逐步探索转换“世界工厂”的角

色，中国在强化发展具有自主品牌和高科技企业的同时，

特别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2014年开

始到2018年8月相继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自贸

区的建立便是政府对新兴行业的尝试和改革，本着“先行

先试”的基本原则在不停地尝试、推广先进的管理经验。

包括国际贸易、转口贸易、航运物流、供应链金融以及融

资租赁等领域的政府、金融、市场服务创新，对标先进的

新加坡和巴拿马等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在全国不同区域建

设以不同产业集聚为代表的自贸区。这是改革的升级，也

是中国在应对危机时可以获得良好回应的资本。

(2）外贸转内需，刺激消费：无论是2000亿美元还是

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很多都是美国急需

的商品，且美国无法找到替代品。据了解，很多出口企业

正在逐步转型，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转为内销，中国本身

就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前在中国市场有句话叫做：

“消费引领产业升级”；即使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

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度减少，无论减少多少中

国市场本身都能消化掉，因为市场就在中国，中国现在的

经济虽然是外向型经济，但中国同样有吸收和消耗商品的

能力。

(3）美国原生商品可替代：中国对来自美国的600亿

美元商品征收关税，这里面很多商品都是可以通过别的

国家的商品进行替代。以汽车为例，自从2018年4、5月间

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加征25%关税以来，中国很多汽车

经销商将进口汽车的原产国放在了日本和中东地区；从部

分港口的进口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进口自美国的汽车占

全部汽车进口总数的7%～10%，来自日本的汽车进口却达

到了80%，其余大部分汽车来自中东地区和欧盟地区的原

产厂。高额的关税对从事进口美国车的企业来说是灾难性

的，但换个角度来看，中国汽车的进口通过贸易摩擦的考

量以后会更加理性，日、美、欧盟等地区的汽车销售市场

占有量以及国产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会重新布局。由此

可见美国商品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美国却失去了中国这个

全球的最大消费市场，从经销商的角度来看有些得不偿

失。

1.3.3 中美贸易摩擦对造纸行业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造纸行业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纸品

和纸浆市场布局起变化，美国纸品和纸浆将被国内和其

他国家纸品和纸浆所替代；贸易摩擦助推中国纸企产业

升级，提高纸企质量；纸企产业布局发生整体性改变，华

资纸企轻资产化运营成为可能；华资纸企走出去引导全

球纸业发展。

(1）纸类商品可替代：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领

域是中国可以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商品来替代。中国

加征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中的造纸制品、化学浆，

主要包括机械浆、化学浆、未漂白和漂白浆、半化学浆、

棉短绒纸浆、牛皮卡纸、滤纸、描图纸、白写纸、复印纸

等。这些与造纸相关浆纸产品很多可以用来自芬兰、加拿

大、日本的产品替代。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替代品无论从

价格到质量，都与美国没有很大的差别，且商品价格较美

国商品不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样国内纸品和纸浆的市

场占有率将随着从美国进口货品的减少而重新布局。

(2）产业升级助推中国纸企升级发展：中国本身也

拥有了生产这些商品的企业，通过自身的技术革新和升

级，中国的企业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可替代上述自美国进口

商品的能力；既然美国在替中国完成去杠杆、去库存的工

作，中国可顺势完成产业的升级，转移业内的注意力，减

少因技术升级和改革带来的阵痛。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敢

于加征这6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加征关税的商品中从替代品的选

择，到自身产业升级，再到未来国内各行业布局，都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中国的造纸企业为应对贸易摩擦要

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只有产品质量提升了，企业才有完

全的竞争力去接受各种严酷的挑战。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促使中国的纸企在不断的改良

企业自身的生产工艺，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3）纸企产业布局发生整体性改变，华资纸企轻资

产化运营成为可能：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纸企都是

重污染、多厂房、机器笨重的大型生产企业，资产重、杠杆

多、库存多、产能低是纸企的主要特征。很多纸企都在考

虑如何在轻资产化、去杠杆、去库存、提高产能上下功夫，

苦于纸企自身没有更多的机遇和手段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中美贸易摩擦也许就会成为催化剂；笔者认为可以利

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供应链金融、物联网等诸多手段

综合助推纸企产业布局发生根本性、整体性改变，中国纸

行 业 iNdusTRy

62
第40卷第17期 2019年9月



企轻资产化运营成为可能，纸企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期。

(4）华资纸企走出去引导全球纸业发展：中国作为

造纸术起源国，拥有深厚的底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无

时无刻不在借鉴着国外的先进经验，有了可以变革的勇

气和信心；借中美贸易摩擦的契机，中国纸企不断变革，

将会走出去引导全球纸业发展。

2  纸企应对措施建议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保护本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作为企

业尤其是对外贸易较多的贸易企业，也应注意利用贸易

摩擦所带来的机遇期和空档期进行适时地产业调整和技

术革新升级；时代的进步或者说某个没落行业的复兴就

是在每个机遇期的选择上予以实现。

2.1 纸企全面产业升级

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在提醒着各行各业，需要进行从

理念、工艺、设备、行业定位、原料选择、资源配置以及人

才储备等诸多方面进行升级。纸企在上个世纪是完全的

资源和人力密集型企业，每家纸企依规模不同少则几百

人多则上万人；如此多的人力资源既是优势有时候也会

成为极端劣势。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

革，便把这种资源和人力密集型企业的弱点暴露无遗，譬

如之前的齐齐哈尔造纸厂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与其说是

倍钝刀剁肉，一点一点的刮干净的长期痛苦，还不如快刀

斩乱麻一刀下去，做好企业本身的全面升级。纸企需要

机遇以期全面升级，产业升级后企业可以利用工艺、技术

和人才等优势完成纸企的更新换代，用以获得最大的利

益。

2.2 金融工具助力纸企全面发展

笔者在以前写的文章中提到过供应链金融、融资租

赁、本外币资金池和商业保理等各种金融、货币工具可助

力纸企发展，建议大型纸企应通过自身位于核心企业的

顶端优势，建立以自身为中心更全面、更细致、有抗击风

险能力的产业链体系，同时借助造纸行业优势和金融工

具全面提升纸企的发展动能。有资金企业才不会心虚、才

有精力去搞工艺升级和技术革新，有动能企业发展才会

有强劲有力。资金在很多时候可以解决企业发展到瓶颈

时的很多问题。

2.3 自贸区成为纸企发展的跳板

自贸区的建设正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在自贸区范围内，大量的企业利用国家对自贸

区内企业的扶持与帮助，逐步提升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

整体竞争力，从完全的、自由化的竞争中谋发展、促改革，

将企业的利益和发展融入到自贸区的发展中。纸企应将

自贸区作为融入改革洪流中的跳板，全面了解自贸区在供

应链、区块链、物联网、资金池的优势，利用纸企本身资

产属性优良的特性，结合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等行业服

务、税收优势，加快纸企融入自贸区的速度，用以摆脱现

在企业资产枷锁重、设备可变现能力差、资金运用不灵活

等问题。自贸区完全可以成为纸企发展的跳板，为纸企

走向世界提供更为理想的平台。今年7月新获批的6家自贸

区，在针对不同地区给予自由贸易区的政策支持。

2.4 发展国内市场，刺激本土消费

中国市场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市场本

身就有着巨大的需求，适时的、有计划的细分中国市场布

局、用以刺激本土消费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海关总署

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很多纸制品都是成品大

量进入美国消费市场，同时中国却从美国大量进口化学

浆、溶解浆用以生产相关纸品。国内企业应着重升级原料

生产和制备工艺，以期发展国内市场、拓宽企业在行业的

占比，刺激本土消费。

2.5 拓宽国外市场

美国虽是我国纸企重要的出口国之一，但多元化的

出口方向，拥有不同国家的进口商才是应对各类危机的

办法。纸企应着重培养非洲、南美、东南亚的客户群，不

要死盯美国市场，一个国家的市场再大，也会有容纳不下

的时候。纸企本身在这个国家的市场份额即使锐减，但在

其他国家有着大量的客户群体，就不会因一国的政治、经

济、民生等变化造成重大的损失。

3  结论

中美贸易摩擦还将继续，纸企在应对危机和机遇时，

应保持清醒冷静的态度，在不断强化企业自身“体质”的同

时，利用危机来强化机遇，通过危机促进产业升级、灵活

运用金融工具和自贸区的便利，发展国内市场、拓宽国际市

场。纸企发展应借用各种金融、货币工具和自贸区优惠政策

等，融合使用才会更加有动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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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形码管理系统 全面优化供应链库存管理
⊙ 昃宗斌  赵志峰

管 理 MaNageMeNT

昃宗斌 先生

中级会计师、高级采购师，历任泰安百川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部主任、供应部主任、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经营工作至今。

为了切实强化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2018年

以来，百川纸业主动适应当前发展新常态，认真

贯彻新旧动能转换新概念，紧紧围绕“提质提速

提效”活动主题，通过开展各类创新活动开展新

旧动能转换，实施条形码管理系统，全面优化供

应链库存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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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百川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2002年，是山东能源集团旗下

的特种纸研发、生产企业，拥有8条

先进的特种纸生产线和1条日处理

能力2.4万米3的污水处理厂，公司

还拥有成熟的技术人才队伍，产能

12万吨。主导产品有：羊皮纸、轻型

纸、字典纸、圣经纸、淋膜原纸、食

品包装纸、无碳原纸、铝箔衬纸、金

属热转移原纸、糖果扭结原纸、医疗

包装原纸等十几大类产品。

公司目前拥有三条先进的羊皮

纸生产线，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羊皮

纸生产加工基地，年产能达1.2万

吨，羊皮纸产品占有40%的国内市

场份额。公司目前生产的羊皮纸大

约二十三种颜色、几十种克重，上千

种尺寸规格，规格尺寸非常繁杂，在

出入库存管理中进行人工填写合格

证，出入库时手工抄写码单耗时、耗

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而且产品包

装档次不够高。随着物资种类数量

增加和出入库频率增长，仓库管理

的复杂度和多样化剧增，对仓库管

理的快速、准确的要求愈来愈高，传

统的人工模式和数据采集方式已难

以满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工作

效率，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障

碍。

为了切实强化企业信息化管理

水平，2018年以来，百川纸业主动适

应当前发展新常态，认真贯彻新旧

动能转换新概念，紧紧围绕“提质

提速提效”活动主题，通过开展各

类创新活动开展新旧动能转换，实

施条形码管理系统，全面优化供应

链库存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1  实施条形码系统，提升企业精

细化管理水平

百川纸业通过与济南条码公司

合作，结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特点，

合作开发了《百川纸业羊皮纸条形

码系统》。该系统对百川纸业羊皮纸

产品从计划到生产及产成品实施全

透明的管理，对物料、生产过程、半

成品、成品实行自动识别、记录和监

控，能够在生产中预防、发现和及时

改正错误，并可以清晰查询到产品

的真伪、去向、存储、工序记录、生

产者、质检者和生产日期等信息，对

产品进行追溯，分析不良产品产生

的原因。该系统已于2018年3月份正

式实施应用，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细

图1  系统架构

图2  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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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进行打印操作时，支持合格

证与纸卷轴芯内的小标签同时打印

出来，不能多次打印繁琐操作或需

手工更改打印机设置，增加操作人

员工作量；

③支持自动读取衡器仪表重量

至系统，也需支持公式自动计算与

手工录入方式；

④产品条码规则需满足唯一标

识每件/箱产品要求。

1.1.2 产成品入库业务

车间人员现场登陆系统，批量

选择当前机台、班组生产未入库产

品条码记录，选择入库仓库信息，保

存完成入库操作，库管负责审核入

库数据，系统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提

高入库业务操作的准确率和工作效

率。

1.1. 3 产成品出库

业务

①支持成品

库及外地办事处

仓库操作人员现

场登陆PDA系统，

进行预出库采集，

支持采集数据批

量传输至电脑，形

成预出库数据自

化管理水平。系统架构、功能与业务

流程分别见图1～图3。

1.1 百川纸业条形码系统基本功能

实现

运用条码系统实现产品的生

产、质检信息、产品流向信息的追

溯，运用条码采集技术快速、及时、

准确实现产品的出、入库及库存管

理。提高企业产品信息的追溯性，

提高企业仓储管理的水平和工作效

率，降低企业人为因素产生的错误，

保证企业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1.1.1 条码标签的打印

①条码标签可灵活添加内容，

如质检员、班组等信息，支持自定义

设计标签格式、内容与尺寸，同时数

据在系统中也可追溯；

图3  业务流程图

动合计及p c端显示导出，实现参照

并自动核对U8系统发货单，提高出

库操作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②出库数量、规格型号等信息

与“发货单”不符时，出库保存时警

示提醒，不能完成出库操作。

1.1.4 调库、退库业务

①成品处在日常管理中，当有

成品纸调库和移库操作时，仓库操

作人员持数据采集器现场选择业务

功能，直接扫码进行调库、移库操

作；

②有退库业务时，根据直接退

库进行二次销售、退给车间重新包

装等不同情况，仓库操作人员选择

不同单据进行扫码操作；

③实现成品纸的调库、退库业

务可跟踪管理和查询。

1.1.5 盘点业务及破损纸的标识

实现扫码盘点，提高盘库效率

和盘库时间，并对破损成品纸加以

标识，方便对其进行统计和处理。

1.2 百川纸业条形码系统实施范围

应用物料：羊皮纸成品

生产车间：羊皮纸生产机台

成品仓库：羊皮纸成品库/驻

外办事处

1. 3 百川纸业条形码与用友管理系

统完美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百川纸业自2005年便上线实施

了U8用友资源计划管理系统，该系

统为企业供销存管理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现有用友系统与现代造纸企

业信息化管理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在：

首先，ER P系统中的库存管理

模块，单据状态等偏向管理结果的
图4  卷筒产品合格证打印、赋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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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其主要管理内容，这就造成

企业无法对仓管中实际物料的状态

做出全面了解，账实不符等现象较

为严重。

第二，ER P系统无法对仓库实

物进行实时管理和追溯，尤其是物

料的保质期等信息不可追溯、库位

信息无法得知等情况，都让企业的

仓库管理效率较低，错误率过高，成

本损伤过多。

第三，ER P系统在库位管理和

盘库管理方面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

一些差距，特别是一些更加精细化

的基础数据不够灵活，企业往往需

要在多个不同的ER P报表中有选择

性地手工提取有用的数据，费时费

力，工作效率不高。

基于以上三点，现代化造纸企

业实现用友与条形码系统的数据共

享是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趋势。

1.4 百川纸业条码系统基本标签格

式

1.4.1 业务功能简述

系统支持产品标签尺寸、内容、

格式客户自定义；支持因客户要求，

打印的合格证信息（克重、规格、等

级、重量等信息）与产品实物、U8出

入库账务不符；支持因客户要求，打

印的合格证信息以英寸显示。系统支

持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令数/件数、

数量、批号、生产日期、等级、白度、

机台、内/外销、生产班组、母卷号、

切纸轮次、纸位、复卷日期、复卷班

组、生产标准、纸芯、直径、复卷工、

接头数、检验员、订货客户、业务员、

销售订单号等客户需要的字段信息

记录与打印。常用软件界面如图4。

1.4.2 业务操作简述

图5  料号选择界面

图6  卷筒标签打印界面1

图8  批量选择入库界面

卷筒产品复卷下线，车间人员

或者质检人员可应用系统，在复卷

现场打印卷筒产品合格证，并进行

粘贴，业务员可通过系统实时查看

某客户或者销售订单号的产品生产

入库情况。

系统支持连接称重仪表，自动

读取产品重量、公式自动计算、人工

录入3种重量记录方式。

系统支持因不同客户要求，

满足产品重量数据的向上取整、向

下取整、四舍五入等不同的记数要

求。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5～图7。

1. 5 百川纸业条形码系统主要功能

介绍

1.5.1 产成品入库

业务操作简述：车间人员应用

系统PC端，选择生产机台、生产班

图7  卷筒标签打印界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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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查询未入库纸卷记录，批量导

入，选择入库仓库、入库货位，保存

生成条码系统产品入库明细单。

系统支持红字产成品入库采集

及生单；支持产品件号物流状态（未

入库、在库中、已出库）快速查询。

系统支持生产统计与入库保管

快速对账，核对每班次生产入库数

据是否一致，如有差异，支持快速确

定具体件号。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8、图9。

1.5.2 产品销售出库

业务操作简述：成品库或办事

处成品库现场，发货保管应用PDA

条码采集终端，设置出库采集单号，

逐一采集预出库的纸卷条码，自动

显示采集产品存货编码、克重、规

格、等级、重量等信息，终端系统自

动按存货编码、克重、幅宽、等级汇

总显示并累计总采集件数、数量，采

集完毕，通过底座将采集数据传输

至电脑，支持保管应用PC端查看预

出库纸卷的明细、汇总数据。

仓储接到销售内勤的发货单

后，应用PC端系统，选择参照发货

单号，选择预出库纸卷数据，选择出

库仓库，出库类型等信息，点击保存

按钮，系统自动防止产品重复出库、

产品未入库就出库、产品超发或错

发，自动生成条码系统销售出库明

细单，支持打印磅码单。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10。

1.5.3 其它出入库管理

业务操作简述：仓储人员应用

PDA条码采集终端创建其他出入库

采集单号，采集待出入库产品条码，

自动显示采集产品存货编码、克重、

规格、等级、重量等信息，自动累加

当前采集总件数、总重量，采集完

毕，通过底座将采集数据传输至电

脑，应用PC端系统，选择出库仓库、

出库类型，点击保存，系统自动检查

产品条码是否有效，是否在仓库中，

是否符合出入库条件，自动生成条

码系统其他出入库明细单。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11。

1.5.4 销售退货处理

业务操作简述：销售退回的

可二次销售的产品，仓储人员应用

PDA条码采集终端创建销售退回采

集单据号，采集待退回可再次进行

销售的产品条码，自动显示采集产品

存货编码、克重、规格、等级、重量

等信息，自动累加当前采集总件数、

总重量，采集完毕，将采集数据导入

PC端条码系统，系统自动检查产品

条码是否有效，是否符合销售退回

条件，采集完毕保存，生成条码系统

销售退回明细单。

1.5.5 调拨管理

业务操作简述：仓储人员应用

PDA条码采集终端创建调拨采集单

号，采集待移动产品条码，系统自动

显示采集产品存货编码、克重、规

格、等级、重量等信息，自动累加当前

采集总件数、总重量，采集完毕，将

采集数据导入PC端条码系统，系统

自动检查是否符合调拨要求，保存生

成条码系统调拨出、入库明细单。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12。

1.5.6 在库产品信息更改

业务操作简述：在库产品破

损、改包装、改规格、降等级等特殊

业务，管理人员可应用系统扫描或

者输入产品卷号，填写更改原因、备

注等字段，修改产品克重、规格、等

级、重量、长度等信息，系统自动变

更在库产品信息，自动形成在库产品

管 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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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PDA扫码入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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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调拨管理常用软件界面

图13  盘点管理常用软件界面

信息更改记录。

1.5.7 盘点管理

业务操作简述：仓储人员应用

PDA条码采集终端建立盘点单号，

管 理MaNageMeNT

逐一采集待盘点的产品条码，终端

自动显示采集产品纸种、克重、规

格、等级、重量等信息，采集完毕，

将采集数据导入PC端，应用PC端系

统保存，系统自动进行盘点检查，生

成条码系统盘点帐实差异明细单和

盘点单实盘数据。

常用软件界面如图13。

1.5.8 数据查询分析

产品生产、质检、物流信息追溯

查询，包括：产品入库数据查询、产

品出库数据查询、产品库存数据查

询、产品盘点数据查询、产品变更数

据查询。

1.6 百川纸业条形码实现数据可追

溯，为质量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仓库管理人员将采集到的产品

信息导入到条形码系统以后，通过

该系统可以进行条件查询，从而对

库存情况进行实时跟踪掌握，企业

可以及时了解产品分布情况、质量信

息，为企业指导生产经营活动提供

科学数据支持。

2  百川纸业条形码系统产生的

管理效益

2018年以来，百川纸业认真按

照全年产销量5万吨的经营奋斗目

标，主动适应当前发展新常态，认真

贯彻新旧动能转换新概念，紧紧围

绕“提质提速提效”活动主题，大

力开展了条形码管理系统实施应用

等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管理效

益。

2 .1 实现了生产及库存信息的动态

化信息管理

图11  其它出入库管理常用软件界面

通过实施条形码系统，公司各

层级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该系统实

时查询生产车间及库存的实时动态

数据，为及时进行经营业绩评估和

决策生产经营及销售思路提供了科

学数据支持。

2 . 2 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生产业务

流程

通过该系统的实施应用，改进

了不合理的业务环节，堵塞管理漏

洞，减少人为的随意性。数据的处理

由系统自动完成，其准确性与及时

性大大提高，分析手段更加规范和

多样。

2 . 3 进一步降低了生产及管理成

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过实施应用百川纸业条形码

系统，直接或间接降低了销售成本、

库存成本、管理成本等。单就羊皮纸

车间为例，以前发货时需要3个人同

时配合，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6

小时，现在只需要1个人完成，每天

工作时间缩短为平均1小时，工作效

率和准确性有了质的提高。

2 . 4 进一步强化了“百川”品牌形

象宣传

通过实施百川纸业条形码系

统，产品的外包装档次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对于“百川”优秀品牌的

推介和宣传发挥了重要载体作用。

2017年累计销售羊皮纸9567.81吨，

同比2016年增幅13.1%；2017年公司

累计出口1441.1吨，同比2016年增长

了35%，“百川”品牌优质产品已经

销往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

大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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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特种纸行业发展趋势
⊙ 费雪国际业务发展副总裁  Marko Summanen

总体来说，无论与行业上游还是下游相比，特种纸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小纸机

和老旧纸机多，产能偏低，竞争力较弱。小型特种纸企业主要依靠产品知识、客户服务、

良好的物流和商业头脑在行业立足，但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生产特种纸的大型纸机由

其他纸种纸机改造而来，尤其是新闻纸机或文化纸机，行业内大型纸机越来越多，许多

纸种开始使用规模化纸机生产。这就给行业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未来特种纸行

业还会进一步向大型纸机方向发展吗？

近几年，随着文化纸市场需求持续下降，许多文化纸企业转而生产特种纸，不过

对造纸企业而言，单纯的纸机改造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改造后新产品价值链和市场

需求的复杂性，把握市场行情和趋势。Sappi和Kruger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家企业已

经尝试将传统的文化纸机转化为特种纸机，未来行业可以通过这一案例侧面观察特种

纸机转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虽然特种纸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但是随着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长期来

看，市场将会出现许多新的商机，城镇化和老龄化趋势也将为特种纸行业带来更多的

需求。例如，可以冷藏、加热和食用的一体化食品包装逐渐受到市场青睐，产品附加值

高，许多企业开始生产这种新型食品包装纸。此外，具有更多功能的医药领域特种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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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主要纸种产能变化趋势（2007～2016年）

图2  全球特种纸主要品种发展趋势

图3  全球各地区特种纸成本曲线

图4  特种纸生产运营可行性基准曲线

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如图1所示，从全球来看，尽管与包装纸和生活用纸发展趋势不尽相同，但特种纸

的产能也是不断增长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特种纸产能增长尤其迅速，欧洲和北美已

经处于下降阶段，不过最近稍有缓解。如图2所示，在全球主要特种纸品种里，铜版纸、

铝箔纸、特种包装纸和卷烟纸等产能不断增长，而建筑装饰用纸和特种通讯用纸则呈

下降趋势。此外，尽管卷烟纸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呈下降趋势，但中国对卷烟纸的需求增

长仍然很快。

历史上，欧洲一直是特种纸产能的主要增长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洲市场

取代欧洲，成为特种纸领域的主要驱动力，不过许多纸机的规模仍然偏小。

如图3所示，对大多数特种纸生产商而言，纤维原料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因

此行业发展受纸浆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据统计，未来五年，文化纸所需化学浆将下降

100万吨，而特种纸生产所需化学浆将增长约80万吨。

近期，巴西新的阔叶浆产能不断出现，预计巴西的新增产能将满足甚至超过全球

纸浆需求，造成全球纸浆价格下降。由于近期中国政府严控污染，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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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中国可能会有500万～600万吨纸浆小产能面临关停。

鉴于纸浆占总成本比例较高，使用低成本纸浆成为特种纸行业的首要考量。发展

新技术和生产规模也同样重要，先进的技术可以使行业出现更多种类的产品，开发更多

特种纸功能。此外，过去由于大纸机不便于生产小型订单，也不利于进行多品种转换，

因此特种纸行业的规模化纸机一直较少，不过随着先进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这一问

题正在逐渐解决。此外，影响特种纸行业的因素还有下游品牌商配置和分销渠道等。例

如，如果较大规模的下游企业选择自行生产所需特种纸，也将会对特种纸企业产生一

定影响。此外，纸厂位置、物流、能耗、服务等因素也是影响特种纸企业发展的因素。

显然，受工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提高等因素影响，特种纸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更有利

于大型生产商的发展，给小型特种纸企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因此，预计未来几年，

行业企业整合升级将不断出现，其中投资公司Ba i n Cap i t a l收购意大利特种纸企业

Fedrigon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图6  新闻纸和印刷书写纸产能（2007～2016年）

图7  欧洲特种纸企业类型

图8  欧洲特种纸机幅宽分布

图5  全球贸易对比

（特种防油纸和滤纸vs北方漂白针叶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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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包装企业一样，下游产业整合是提高赢利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

户，降低原材料对包装行业的影响。那对于特种纸行业，是否也会出现这一趋势呢？

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包装纸板和特种包装的界限逐渐弱化，二者差距进一步缩

小。电商出现之前，包装纸板主要用于重型运输，而现在更多用于个性包装和轻型包

装，与特种包装用途更加接近。

如图4所示，特种纸行业成本运营风险仍较为严峻，从全球来看，约25%的特种纸

企业由于纸机老旧和运营成本高而仍处于高风险运营阶段。

特种纸领域国际贸易：

特种纸贸易额普遍偏低，如图5所示，全球范围内，约35%的北方漂白针叶木浆

（NBSK）用于国际贸易，而只有少于5%的特种纸（以特种防油纸和滤纸为例）进入国

际贸易环节。不过随着国际运输成本降低，从葡萄牙运往美国东海岸甚至可能比从美

国明尼苏达州运输到美国东海岸更便宜，国际运输成本的降低和客户需求的增加可能

也会逐渐提高特种纸行业的贸易流动。

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出口会带来更多机遇。以欧洲为例，欧元的贬值使欧

洲对美国出口额逐渐提高，欧洲纸企如Gruvön、Husum和Varkaus，都通过纸机升级

扩大对美出口。此外，美国羊皮纸产量几乎为零，欧洲企业也利用这一机会，扩大羊皮

纸出口和投资。

费雪数据库显示，目前全球588家纸厂可以累积销售2200万吨特种纸。如图6所

示，欧洲165家纸厂共有278台文化纸机，其中49台文化纸机可同时生产特种纸，同时生

产的特种纸累计产能约为100万吨。

如图7所示，欧洲约62%的特种纸企业为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在市场不利或激烈竞

争下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大多数文化纸企业也是民营企业，他们更倾向于将小型纸机

转化为其他类型纸机继续运营，例如转为生产特种纸等。

如图8所示，在欧洲文化纸领域，有50多台纸机仅能生产幅宽2.5米的纸，这些老

旧纸机可能将首先转化升级为特种纸机。那么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其他类型纸机转化

为特种纸机吗？或者特种纸领域还会有更多新纸机出现吗？

可以预计的是，欧洲和北美将首先会有更多老旧纸机重建，进一步转化为特种纸

机。新技术和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纤维利用技术的发展，都将为特种纸行业带来新的生

机。此外，全球对塑料垃圾的立法趋严，大众呼吁减少塑料垃圾，欧美各大超市和食品

零售企业都开始响应这一趋势。例如，英国大型商超供应企业Iceland Foods承诺将在

五年内全部改用“零塑料”包装，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承诺将在25年内消除所有可避

免的塑料垃圾。这些也都为特种包装和特种材料的发展提供了商机。因此，未来特种

纸将具有成为下一个行业焦点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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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特种纸行业发展趋势的转变
根据Smithers Pira的最新独家研究，2019年全球特种纸市场规模将达到2503万吨。

据估算，全球纸张和纸板的总产量超过4.5亿吨，相比之下，特种纸为既定的特殊供应

商和寻求多样化的大宗制造商提供了越来越有盈利的市场机会。

Smithers Pira的研究-特种纸的未来（到2024年）-追踪了40多种特种纸的市场。到

2024年，特种纸市场容量将达到2802万吨，以2.3％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增长。随着这

个市场的扩大，将会有一系列变化关键点，这将有助于构建行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亚太地区的市场容量增长将是最强劲的（预计年增长率为3.8％），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市

场。中国和印度增长尤其强劲。软包装纸、单面铜版纸包装、印刷标签、特种印刷纸和离型

纸，是全球特种纸行业中占比最大的纸种。

Smithers Pira分析确定了以下五个市场发展和机遇的关键点，这些将有助于了解全球

特种纸行业的未来。

商品生产商

全世界有超过550台造纸机-通常比普通纸机的产量和尺寸更小-用于制造特种纸。

由于商品印刷和书写业务以及新闻纸业务在北美和西欧多年来稳步收缩，故更多的产

品公司正在探索如何进入特种纸领域。这些地区的商品纸厂或新闻纸厂已经转而生产特种

纸。新的化学品和改进的工艺技术使得更宽更快的机器能够比传统的小型特种纸工厂更

经济地生产特种纸产品。然而，并非所有此类转产都取得了成功，并且一些此类工厂已经关

闭。

这给特种纸公司带来了新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活跃在增长较慢的细分市场的公司。一些

拥有悠久历史的特种纸公司要么已经关闭，要么已经成为并购趋势的一部分。一些资深生产

商如Appvion和Arjowiggins正面临破产，管理或被接管。斯堪的纳维亚投资集团最近在德

国收购了ZandersPaper，从而挽救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工厂。

可持续包装

在2019年，软包装仍然是销售量最大的部分-2018年约占市场的20％-并且是预计增长

率最高的部分之一。

环境法规支持这种增长，欧盟领导的许多地区更严

格的废物包装要求，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某些领域，塑

料与纸张的转换将继续加速-例如，最近美国一些城市

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单面光纸（Machine-glazedpaper）广泛用于层

压、涂布、金属化和转化成各种软包装材料。现有量大，

增长稳定。虽然蜡纸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正逐渐失去市

场份额，因为一些传统应用现在使用了具有更好阻隔性

能的产品。

防油和耐油脂（OGR）纸张继续普及，通过大量研究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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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发，寻找有效的水基涂料替代品作为阻隔涂层。防油纸更加商品化，并且供货渠道广。

因此，它们的价格通常明显低于优质防油纸。

水性涂料

食品接触应用中的新产品开发继续主要集中在水基阻隔涂料的商业化上，以取代昂贵且

对环境有争议的碳氟化合物。主要的化学公司一直在寻求各种专利创新解决方案，其中一些

正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实施。

化学品供应商和造纸生产商都在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活动，以进一步推进工程

纳米粒子在尺寸压制处理和表面涂布中的应用进程，以赋予纸张环保的耐油脂特性。

另一个热点是北美常用三价铬络合物作为耐热处理离型表面代替烤盘。食品级有机硅

涂料在全球其他地区更为常见，并且在许多应用中表现良好。然而，它们可能很昂贵并且难以

应用于造纸机，其工作目标是研究更好的中低价位机上解决方案。

热敏和喷墨纸

互联网购物和相关产品运输的爆炸式增长推动了对热转印、直接热敏和数字印刷运输标

签的相应增长。

对于标签，塑料薄膜面材在一些应用中已经获得了市场份额，因为它具有柔韧性、耐用

性和耐湿性的优点，但纸张在大多数应用中仍然非常普遍。

热敏纸市场正在增长，在21世纪前十年中期投产的若干产能满足了这一新的市场需求。

随着邮政费率的增加和散装邮件寻找更轻的克重解决方案，轻质不透明纸在几个发展中地

区继续保持强势。该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开发在其生产中不加双酚A（BPA）的涂料配

方，因为该化学品在北美和欧洲引起了负面宣传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喷墨打印的需求并不局限于标签，而是扩展到其他多个领域。作为对高速喷墨打印机在

世界各地激增的回应，特种纸生产商已经开发了新的表面处理或全涂布纸系列，与数字印刷

平台相结合。

医疗应用

除了对绷带和其他产品的离型纸的需求增加之外，医疗行业对可消毒包装（包括纸张）

的需求将继续增加。预计2019年至2024年该细分市场特种纸的增长率约为4.5％。

造纸商继续投资该领域各类纸的生产，包括轻质MG或MF漂白木浆纸，以抓住这个机会，

但确实面临塑料薄膜的竞争，因为它是低成本替代品。

医用包装纸的关键属性是通过保持无菌环境来保护手术器械或其他内容物。这需要改

进的抗撕裂性或穿刺性，并且在用几种灭菌技术处理后保持这些性质，以提供通常长达五年

的必要保质期。

波兰纸企BSC Drukarnia Opakowan新纸厂投产带动

经济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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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波兰造纸企业BSC Drukarnia Opakowan经济效益提升。1-6月，公司总

收入约1470万欧元，同比增长22%。

效益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新纸厂的投产，去年6月，公司新纸厂第一条生产线投产，预计今

年9月第二条生产线也将启用。

欧洲纸浆价格继续走低
据Euwid媒体消息，欧洲市场北方漂白针叶木浆（NBSK）价格继续下滑，市场需求仍然低

迷。漂白针叶木浆供应过剩，漂白桉木浆（BEK）同样也面临一定压力。行业低迷阶段，许多

欧洲纸厂在8月份选择停机或减产。

安德里茨集团收购瑞典KEMPULP
安德里茨宣布收购瑞典KEMPULP公司，该公司主要设计和销售化学制浆技术，为化学制

浆企业提供工艺技术服务，包括洗浆、氧脱木素和漂白工段等领域。

收购主要包括KEMPULP公司全部知识产权、技术、设备和库存等。

KEMPULP在化学制浆技术方案、设备、技术升级和服务等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收

购之后可以进一步提高安德里茨制浆技术服务。

安德里茨集团执行董事Joachim Schönbeck表示，我们将继续发挥KEMPULP的产品和

技术优势，与安德里茨优势互补，为客户提供更佳的产品组合。

收购之后，KEMPULP将整体并入安德里茨制浆造纸部门。KEMPULP目前总部位于瑞典

Karlstad，约有30名员工。

Klippans Bruk在瑞典纸厂启用新卫生纸机
Klippans Bruk启用了其瑞典Klippans纸厂的11号卫生纸机，今年8月19日该纸机正式

出纸。11号纸机由Recard提供，产能30000公吨/年，车速1700米/分，能够生产定量14-26克

/米2的生活用纸。

Klippans Bruk公司原名称为Svenska Pappersbruket，于2018年2月改名。

收购巴西Roll-Tec，德国Körber集团拓展生活用纸业务
Körber集团于7月31日完成了对巴西Roll-Tec技术公司的收购，进一步提高了生活用纸

业务水平。Roll-Tec总部位于巴西圣保罗，主要生产生活用纸轧花机用配件等，收购细节暂

未透露。

Körber集团主要生产和加工卫生纸、折叠纸巾和纸手帕等，此次收购符合Körber集团

国际业务发展定位，Roll-Tec将合并到生活用纸业务部门，有助于进一步提高Körber在拉

丁美洲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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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为Papierfabrik Palm德国新生产线供应整套

备浆设备
福伊特近日宣布，将为Papierfabrik Palm公司新包装纸板生产线供应BlueLine备浆

设备，新设备将安装于德国Aalen地区的Aalen-Neukochen纸厂内。

除了整套备浆线之外，福伊特还将提供整条生产线的设计方案、控制和仪器仪表系统

等。在此之前，福伊特还在新项目的前期概念化阶段为Papierfabrik Palm公司提供了帮

助。

备浆单元设计产能2200公吨/日，生产纸浆洁净度高。此外，公司还注重制浆过程的可

持续性和环保效益。

福伊特BlueLine备浆单元是在福伊特EcoProcess生态系统理念基础上开发的浆料制

备系统。EcoProcess系统优化了设备结构，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并利用智能水分离循环系统

严格控制污水回流，提高了水综合利用率。此外，在废水处理厂安装高水平长纤维分离系

统，进一步提高了废水利用率。

英国包装纸企Mondi展示可持续性包装方案
英国包装纸企Mondi主要供应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包装产品和方案等，在2019德国

FachPack包装展上，Mondi重点展示了客户友好型包装方案。

Mondi的目标是通过开发更多可持续性包装为世界创造价值，帮助解决全球面临的环保

问题。Mondi致力于为客户选择最优的包装方案，并生产更多用途的包装。

EcoSolutions环保包装是Mondi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致力于

使纸张和塑料经过处理发挥出最大的价值，通过优化原材料达到最优的包装效果。

Mondi的产品目标是实现替代性、降低原料使用和可循环。

首先，Mon di的包装产品可以取代更多可持续性低的产品。例如，Mon di开发的

PerFORMing托盘使用可回收纸板制

造，外加隔离材料，可以取代一次性塑

料托盘。MailerBag是一种电商用纸

袋，使用牛皮纸生产，同样可以替代部

分塑料袋用于电商领域。

第二，可以减少原材料的使用，降

低碳足迹。通过生产轻型纸，降低了

运输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

第三，通过开发复合纸和单材料

塑料解决方案完成回收目标。例如，

StripPouch是一种完全可回收的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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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独立式袋包装，由领先的德国快速消费品公司Werner & Mertz开发。此外，在建筑

行业使用的SplashBag是一种防水纸袋，可抵抗降雨长达6小时，湿气进入长达5天，同时可

回收利用。

UPM在乌拉圭投资建设世界规模纸浆厂
UPM近日宣布，将在乌拉圭中部Paso de los Toros附近建造一座210万吨规模的现代

化桉木浆工厂。新纸浆厂投资约27亿美元，建成之后UPM纸浆生产能力将提高50%以上，无

论在纸浆业务规模或未来收益上都将取得新突破。此外，UPM还将在Montevideo港口运营

上和Paso de los Toros当地的设施建设方面投资3.5亿美元。计划工厂将于2022年下半

年开始投产。

结合木材供应的优势及规模、目前最佳可行技术以及高效物流，新纸浆厂的现金成本水

平将更具竞争力，每吨纸浆成本约280美元，包括树木种植成本、工厂运营和物流等固定和

变动性成本，新纸浆厂将跃升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纸浆厂之一。此外，纸浆厂的安全性和可

持续发展水平也将跃居行业前列。

UPM此次与乌拉圭合作的投资以双方共赢为前提。对于UPM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长期

可持续的运营，并尽可能降低项目实施及持续运营期间的风险。而对乌拉圭而言，该项目和

基础设施的建设则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

“过去十年中，UPM发展并增加了乌拉圭的种植区域，并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纸浆业

务，纸浆的终端用户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提高财务业绩，做到了财务报表领

先于业内的佳绩。目前我们正处于实行变革的好时机，以可持续发展和高竞争力的方式来抓

住源源不断的市场新机遇。”UP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ussi Pesonen表示。

鉴于如亚洲市场长期对纸浆需求的良好前景，以此为基础的投资将带来积极的商业价

值。在全球消费大趋势的基础上，市场稳步增长，也同时推动了生活用纸、卫生用品、包装纸

和特种纸的需求。预计全球纸浆需求率将以3%的速度逐年递增。

在未来三年内，预计能进入市场的新产能十分有限。从长远来看，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

性木材供应的资质将会形成市场壁垒，限制新产能进入市场的速度。

通过UPM自有或租赁的种植园以及与私人合作伙伴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确保了工厂的

桉树供应。UPM在种植园运营方面的30多年经验，不仅能高效管理种植园，更能同时兼顾可

持续发展性。目前，UPM在乌拉圭自有和租赁的种植园共占地38.2万公顷，未来将同时向现

有的UPM Fray Bentos工厂以及在Paso de los Toros附近的新工厂供货。

意大利生活用纸企业Cartiera Giusta将拍卖 
意大利生活用纸企业Cartiera Giusta将于9月16日进行拍卖，起始价600万欧元。据

悉，该企业拍卖并非由于内部资金困难，相反，该公司一直处于正常运行阶段。公司主要利用

原生纤维生产生活用纸，产能2.1万吨/年，拥有员工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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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raphic Packaging计划投资6亿美元建设新纸

板机
美国包装企业Graphic Packaging计划投资6亿美元进一步提高产能，将安装一台年

产45.4万吨的涂布可再生纸板机。据悉，这台纸板机将成为北美地区使用的产能最大且成

本最低的同类型纸板机。

这台新纸机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目前将落户Graphic Packaging旗下哪家纸厂尚不

明确。

美国NORPAC纸业拓展包装纸业务，扩大废纸造纸产能
美国NORPAC纸业计划扩建位于华盛顿的Longview纸厂，使其能够利用回收废纸继续生

产可回收包装纸，并提高包装纸产能和种类。此举将缓解当地的环保压力，减少直接进入

垃圾填埋场的废纸量。

NORPAC公司CEO表示，目前，中国对于废纸进口的政策越来越严格，给美国当地废纸市

场和环保形势造成一定压力，为此，NORPAC扩大废纸造纸产能，利用废纸继续生产可回收

纸，未来希望公司1/3的产品能得到回收利用，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包装和通信用纸生

产商。

2018年1月起，中国开始逐渐收紧未经分拣废纸的进口政策，从美国进口废纸大幅减

少，对废纸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许多用于出口的废纸只能进入垃圾填埋场。

为了应对这一现状，NORPAC公司计划每年循环利用超过40万吨废纸，继续用于生产

可回收包装纸，包括挂面纸板、瓦楞原纸和高低定量的纸袋以及特种牛皮纸等。NORPAC从

2018年起开始生产包装用纸，并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生产流程和原材料来提高产量和种类。

未来NORPAC希望能够消化掉从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回收的所有废纸，进一步解

决社会废纸环保压力。

此次改造将使纸厂增加约400个工作岗位，并为Cowlitz县带来许多间接工作岗位。

凤凰纸业在美国肯塔基州投资2亿美元建设废纸回

收工厂
Phoenix Paper LLC（以下简称“凤凰纸业”）是山鹰国际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现计划

投资2亿美元在旗下的Wickliffe纸浆厂建设废纸回收工厂。

肯塔基州州长表示，新废纸回收厂的建立将助力肯塔基州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将带动

500余人的就业。

据悉，凤凰纸业将在Wickliffe纸浆厂内部建设回收工厂，年回收废纸约70万吨，回收

卡纸和混合废纸，经过清洁和干燥处理生成废纸浆继续用于造纸。

初步计划将于年底前启动，预计工期约14-18个月。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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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山鹰国际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从Verso纸业手中收购了Wickliffe工厂，并计

划投资1.5亿美元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将产品由文化纸转产为牛皮箱板纸，该工厂还将生

产漂白木浆以及再生（OCC）浆。第一批漂白硬木浆已经于今年5月29日下线，目前约有224人

在Wickliffe工厂工作。一旦工厂全面升级，预计每年可生产约30万吨产品。

玖龙纸业全资子公司N D P a p e r收购的缅因州O l d 

Town纸浆厂正式开业
美国当地时间8月13日，玖龙纸业全资子公司ND Paper在一年前收购的Old Town浆厂

举行了开工仪式，标志着这家停产已近四年的工厂重新开工。

缅因州林业经济长期以来占据重要地位，对该州发展至关重要。缅因州也希望Old 

Town浆厂的重新开工激活了林业产业，有望继续拉动就业，带动农村地区发展。

2018年10月19日，ND Paper从CVG的子公司OTM Holdings LLC手中收购了当时闲置的

Old Town工厂。交易完成后ND Paper立即着手工厂的重启工作，该工厂有130名全职员工，

每年可生产约15万吨未漂白软木牛皮纸浆（UKP）。在今年7月31日，该工厂试产了第一批约

500磅纸浆。据公司介绍，第二轮投资将在两年内完成，年产量将提高至约27万吨。

7月份美国包装纸出货量同比下降13%
据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AF&PA)消息，2019年7月，美国包装纸出货量相比去年7月同比

下降13%。截至目前，今年累计交货量同比下降4.6%；纸袋纸今年累计交货量下降3.1%，多层

纸袋纸累计交货量下降11.8%，食品包装纸累计交货量提高4.1%，加工纸下降7.1%。

7月份开工率下降至81.6%，相比今年6月份的86.2%有所下降，库存环比下降1%。

2019年第一季度拉丁美洲出口阔叶木片价格提高

15%
2019年第一季度，拉丁美洲三个主要阔叶木片生产国出口阔叶木片价格大幅提高，其中

智利和乌拉圭阔叶木片出口价格涨幅最大，相比2018年第四

季度环比上涨超10%，巴西出口价格环比增长6%。

2012-2017年期间，拉丁美洲阔叶木片价格指数一直下

滑，2017年第四季度跌至八年最低，但从2017年第四季度开

始到2019年第一季度，阔叶木片价格指数已经上涨了15%。

2019年上半年，阔叶木片价格呈上涨趋势，达到一个小

高峰，但由于下半年中国需求的下降，下半年市场价格可能会

下降。长远来看，受到环太平洋地区阔叶木资源收紧的影响，

供应可能不足，未来阔叶木片价格可能还会继续反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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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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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木片内需也呈增长趋势，而且国内销售价格基本与出口持平，因此阔叶木片整体出

口价格的上涨可能不会对拉美木片供应链带来明显影响。

第一季度，环太平洋地区木片贸易基本与上季度持平，日本进口量的增长基本抵消了中

国进口量的下降。此外，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针叶木片和阔叶木片总进口量相

比去年同期下降5%。

第一季度，较为明显的是泰国和南非木片进口量增幅最大，分别为44%和47%；过去一

年，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出口量降幅最大，分别下降19%、19%和14%。

印度尼西亚废纸进口政策明朗化
东南亚国家是美国废纸板（OCC）和混合废

纸的主要进口国，印尼也是其中之一。印尼政府

起初制定了严格的废纸进口限制，要求所有废

纸杂质含量都不高于0.5%，但由于执行起来仍

有难度，所以经历了几个月的磋商，印度尼西亚

政府最终选择两种不同的类别来评估废纸中污

染物的方法。

首先，对于重度污染垃圾采取0.5%的限制，

此类垃圾含量需控制在0.5%以下，禁止限制已

被立即采用。其次，对于污染较轻且容易挑出

杂质的垃圾，杂质含量控制根据不同废纸种类

加以区分，例如混合废纸杂质含量不高于3%，

OCC杂质含量不高于5%。

日本提高从俄罗斯的木材进口
根据日本海关关税局资料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日本增大从俄罗斯进口木材量，同时

减少从加拿大和芬兰进口量。

第二季度，日本对俄罗斯木材的进口量同比上涨12.9%，达到25万立方米；从俄进口总价

上升13.5%，达到9070万美元。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总量下降25.2%，为38.14万立方米；进口

总价共1.466亿美元，下降32.4%。

在日本木材进口市场中，加拿大木材所占比率下降7.10个百分点至24.5%；俄罗斯木材占

有率则上升2.34个百分点达到16.1%。

此外，第二季度，日本从芬兰进口的木材总量下降9.64%，至22.54万立方米，总价值共计

6680万美元，下滑14.3%。

 第二季度，日本木材进口量总计160万立方米，下降3.52%；进口总价值下降8.32%，为

5.7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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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APP 消息) 8月30日上午，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仪式顺利举行。江苏省委书记

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共同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及3个片区揭牌。

现场，包括金光科技产业园在内的四大项目签

约落户苏州自贸片区，投资总额达660亿元。金光科

技产业园总经理陈宇出席签约仪式，并与苏州工业

园区主任丁立新进行签约。

9月1日，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挂

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江苏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市长李亚平为苏州

片区挂牌，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和苏州市委常委、苏

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书记吴庆文分别讲话。苏州工业

园区管委会主任丁立新与自贸区企业签约。

重庆润民纸业年产12万吨高强瓦楞原
纸项目试产成功

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重庆润民纸业有限

公司建设一年多的高强瓦楞原纸新项目，顺利试产

并成功出纸。该项目总投资2.3亿元，纸机净纸幅宽

5200毫米，设计车速600米/分，主要生产高强瓦楞原

纸，年产12万吨。正式投产后，年产值达3.6亿元，可

实现税收2300万/年，解决当地150余人就业。

珠玑纸业环保系统升级改造工程预
计9月底复产

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开工仪式举行

本刊讯（太阳纸业 消息) 8月23日上午，太阳纸

业新材料产业园开工仪式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颜

店镇举行。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光亮出席并致

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永生，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长胜，副市长张胜明出席。

石光亮在致辞中指出，颜店新城是济宁市重点

建设的“四个新城”之一，自规划建设以来，新城立

足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全力打

造绿色智慧新城、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和高端产业

示范区。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投资体量大、技术

水平高、工艺设备先进，是济宁市重点建设的产业项

目，也是太阳纸业依靠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的重大项目，对于加快推进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

具有重要意义。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的开工，标志

着颜店新城产业项目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希望兖州

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集中优势资源解决好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希望太

阳纸业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更大力度推进自主

创新，广泛与国内外最先进的造纸设备供应商对接

交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努力打造全省、全国一流

的新材料产业园区，朝千亿级企业目标不断迈进，为

济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据了解，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一期项目总投资

45亿元，主要包括年产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年产7

万吨特种纸、年产18万吨化机浆，以及城市垃圾处理

和废水处理提升改造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可

新增销售收入45亿元、利税7亿元，就业800余人。

金光科技产业园正式签约，落户苏州
自贸片区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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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雄市广播电视台报道 近年来，为了减少污

染排放，韶能集团韶关南雄珠玑纸业有限公司探索

出一条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共赢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8月15日，记者走访珠玑纸业，了解

到，目前该公司正在改造升级已有设备，进一步控

制和防范环境污染的产生。

在珠玑纸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目前整个生

产系统已停止运行，施工人员正在对现有碱回收生

产系统和臭气处理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韶能本色分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盛建坤介绍

说，项目估计在9月5日之前能够完成施工，施工完

以后有十天的安装和调试，安装调试完之后在9月

20日左右可以投入生产。

珠玑纸业计划投入6300万用于此次技术改造，

通过更新一批新型环保节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提

高碱回收碱炉黑液固形物的处理能力，确保碱回收

生产线能够正常安全生产，解决臭气燃烧问题。

据珠玑纸业项目建设负责人介绍，此次技改不

仅可以完善整个生产系统，还能有效改善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减少无组织臭气的排放，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共赢，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守护蓝

天白云、绿水青山。

湖北盛大纸业年产20万吨高强瓦楞原
纸的3号机即将投产

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记者实地考察了湖

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3号机的进展情况。据悉，该

项目的纸机主体设备和浆线设备已经基本安装完

毕，进入扫尾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份开机投产。

该项目于2018年初动工开建，纸机净纸幅宽

5300毫米，设计车速700米/分，主要生产100～140

克/米2高强瓦楞原纸，设计年产能20万吨。

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4年

搬迁到张沟镇友谊路东端，2015年12月投产了一台

4400长网多缸高强瓦楞纸机。目前，公司的热电厂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待3号机正式投产后，公司的

高强瓦楞原纸年产能将达到40万吨。

国一制纸年产10万吨（三期）特种纸
生产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本刊讯（国一制纸 消息) 8月9日上午，国一制

纸（张家港）有限公司举行了年产10万吨（三期）特

种纸生产项目奠基仪式。

本次总投资为4700万美元年产10万吨的三期

特种纸项目，由常州同创设计有限公司负责设计，

天津南阳建筑公司负责承建，水发设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负责监理。本项目于2019年8月份开

工，计划于2020年12月投入生产。

远通纸业年产30万吨牛皮卡纸项目预
计2020年底建成投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据了解，远通纸业(山

东)有限公司厂区年产30万吨牛皮卡纸技改项目

一期热电站已建成调试，正进行二期造纸土建施

工，碎解工段基础施工完成并已回填，预计2020

年底建成投产。

年产30万吨牛皮卡纸技改项目自动化程度高，

引进世界500强A B B公司的制浆造纸设备和Q C S/

D C S控制系统，可实现纸机不间断稳定运行并减少

断纸几率，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当前，市场包装纸需求日趋高档化，项目投产

后产品具有低克重、高强度、轻量化等特点，可广泛

适用于各高端包装印刷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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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先期建设的热电站，已进入并网发电前的调

试阶段，年可供电1.8亿千瓦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生产

运行成本。项目建成达产后，企业年可增加销售收入

10.98亿元，利税1.28亿元。下步，远通纸业还将加快

进军资本市场步伐，力争年内实现港交所上市。

重庆轻纺集团携手丰都打造高性能
擦拭纸项目

本刊讯（钟华 报道) 8月26日，重庆轻纺集团

携手丰都县政府亮相智博会，举行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双方联手打造“高性能擦拭纸研发及智能制造项

目”。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余刚说：“高

性能擦拭纸研发及智能制造项目将以优异的用户使

用体验树立行业标杆，我们将专注于打造中国高性能

擦拭纸研发及智能制造产业化基地，着力生产产品

高端、价格亲民、消费群体广泛的最新纸类产品。”

龙璟纸业专注于生活用纸行业多年，传承了重庆

地区一百余年造纸行业丰富的经验和技艺。“对于龙

璟纸业的发展，轻纺集团思考的不是对其进行简单

的扩能或技术改造，而是在经过两年多深度分析和

调研后，发现和选择了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高性能

擦拭纸项目。”余刚说，“该项目具体有五点定位，一

是工业智能化，这个项目将对标工业4.0，建成装备技

术和生产工艺国际一流的智能化工厂；二是生产绿色

化，该项目将建设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子项，实现能

源和水资源梯度综合利用，不但不对空气质量和水

资源造成污染，还能使整个制造过程实现绿色可循

环；三是产品高端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

们对生活用纸有了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该项目

将通过一流的装备技术和生产工艺保障来实现纸产

品‘质’的飞跃，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环保、安全的

高性能生活擦拭纸，这不仅与‘大健康’理念相吻

合，更符合绿色的发展理念；四是产业扶贫精准化，

从产业落地到技术导入，该项目将给丰都县带来更

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对于丰都县实

现产业扶贫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五是建设推进协

同化，该项目将促成优势企业的强强联合、政府与

企业的协同推进、丰都县与涪陵区经济链的协同发

展，实现政府与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

恒丰纸业拟新建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
纸项目

本刊讯（恒丰纸业 消息) 恒丰纸业8月29日宣

布，拟新建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推进产品多

元化的战略布局，发挥规模优势，促进公司盈利能力

提升，项目投资总额约为2.05亿元。其中：自有资金

0.62亿元，申请银行借款1.43亿元。项目建设严格按

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预计建设期为1.5年。

食品包装用纸属于特种纸，特种纸行业是国家

鼓励发展的行业，未来市场前景广阔。与普通纸种

相比，特种纸品种繁多、用途各异、附加值高、技术

含量高、行业壁垒高，广泛用于科研、工业、电子信

息、国防军事等领域。

本次项目的成功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

结构，扩大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促进公司综合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实现企

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

重庆灵烽纸业年产30万吨再生包装
纸项目签约

资 讯 iNFoRMaTioN

84
第40卷第17期 2019年9月



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重庆市武隆县政府

与隆县灵烽纸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年产30万吨再生纸

项目投资协议。灵烽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中出

席签约仪式。

项目位于重庆市武隆县工业园区鸭江组团，占

地面积约160亩，建各类厂房8万平方米，项目固定

资产总投资4.86亿元，利用废旧回收纸为原料建设

两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高强度再生纸项目。

据了解，灵烽纸业30万吨再生纸项目将分两期

建设。一期项目计划12个月时间完成年产15万吨高

强瓦楞原纸生产线，选用5200毫米长网多缸纸板

机；二期计划12个月完成年产15万吨箱板纸生产

线，选择5200毫米三叠网多缸纸板机。项目建成

投产后，年产值7.5亿元，年税金4000万元以上，

解决就业300人以上。

景兴纸业：马来西亚140万吨浆纸项目
环境大纲已提交审核

本刊讯（景兴纸业 消息) 景兴纸业8月29日公

布2019年半年报，表示公司投资马来西亚的140万

吨浆纸项目环境大纲已提交并在审核过程中。通过

审核后，将编制正式的环评报告并提交审核。

关于该项海外投资，景兴纸业于2019年2月和

3月分别取得了浙江省商务厅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以

及浙江省发改委关于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2019年3月22日，公司在马来西亚完成全资子公

司JINGXING HOLDINGS(M) SDN. BHD.[景兴控股

（马）有限公司]的注册工作。6月27日，该子公司正

式获得了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关于生产许

可证的批复。

总投资31亿元的龙派实业造纸项目落
户贵港

据贵港新闻网报道 8月13日，广西贵港市与广

州龙派实业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贵港市政府副

市长韦彦代表市人民政府与广州龙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扬签定项目合作协议。

据介绍，龙派（贵港）项目为贵港市生态环境

局招商引进的项目，选址在贵港粤桂热电循环经济

产业园内，是投资建设年产6万吨新型绿色环保纸

浆模餐具、19万吨商务生活清洁用成品纸、10万吨

新型绿色环保纸品餐具、6万吨纸质食品包装的原

材料生产、成品加工、仓储配货、国际物流、全球销

售一体化项目，项目规划用地560亩。项目总投资31

亿元，分两期建设。

齐河纸业产业园将打造江北最大造
纸印刷出版基地

据德州新闻网报道 8月16日，在齐河纸业产业

园内，山东润诚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

山东润诚特种纸项目于2017年5月落户山东省齐河

县潘店镇，是该镇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由济南

润易集团投资建设。该项目分两期建设，总投资15

亿元，占地360亩，设计生产线10条，预计年产量12

万吨，年产值15亿元。目前，试生产的有3条羊皮纸

生产线，安排就业近200人。

下一步，济南润易集团将加强与中公教育集

团合作，建设投资26.9亿元、占地面积600亩的印

刷出版和仓储物流项目，打造集纸品生产、印刷、

展销、研发、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江北最大造纸

印刷出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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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发布半年报 新旧动能转换再
加速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8月28日，山东太阳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19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07.76亿元，同比增长2.8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7亿元；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为303.3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32.33亿元，期末资产负债率为56.06%；较好的完

成了公司半年度的经营任务。

2019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董事

会和经营层依据市场的发展预期和太阳纸业的实际

发展情况，持续推进产品和原材料的结构调整，以市

场为导向，以利润为中心，提效率、降成本，确保了公

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尽职

尽责，继续坚持稳中有进的思路，稳质量、稳效益、

稳队伍，巩固好已取得的好形势，持续提升太阳纸

业的竞争力。下半年，重点推进和做好以下几点工

作：

(1)时刻保持“过紧日子”思想。公司将保持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作风，更加细化、量化，

实现制度化。

(2)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牢固树立“改善

就是创新”、“提升就是创新”的理念。一是抓好工

艺技术上的创新，储备一批新技术，为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做好支撑。二是抓好管理模式的创新，主要

在精细化上下功夫，划小核算单位，提升效率。

(3)找差距、补短板、强优势。深入分析自身差

距、短板和优势，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找到

自己的差距，补齐自己的短板，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

极致。

(4)持续降成本增效益。降本增效的重点方向，

将从调整原料配比向稳质量、稳工艺、稳车速、提效

率、增产量转移。各单位、各部门要全方位行动起来，

相互配合协调，把各项工作做精、做细、做到极致，努

力实现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的降本提质增效。

(5)抓好新上项目建设。公司10万吨木屑浆生产

线和40万吨半化学浆生产线在2019年度进入稳定

生产期，20万吨本色高得率生物质纤维项目预计将

于2019年四季度投产。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北海

制浆造纸项目、本部45万吨特色文化用纸项目三大

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这让太阳纸业的生产基地实

现“一带一路”经济带、祖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全覆

盖，补齐了工厂布局战略位置上的短板。

(6)加快智能化、自动化建设。目前，公司已开始

向智能化迈进的前期规划，不断推进太阳纸业的智

慧工厂建设，推动公司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

展。

(7)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每个部门、每个车间都

在培养一批能够及时补位的梯队人才，要锻造一支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创新和

完善人才机制建设，加强人才培训，不断提升员工

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更好的发展。

(8)持续强化三大“生命工程”。安全、环保、质

量这三大“生命工程”，每一个都能关系到公司的生

死存亡，一刻都不能放松。安全工作要久久为功，抓

好每一个细节，不留任何安全隐患。环保工作要时刻

处在临战状态，重点抓好全盐量降低、水循环利用、

固废资源化减量化等方面的工作。质量工作要发扬工

匠精神，把产品做到极致，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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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指出，今后几年，是太阳纸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将凭着爬

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勇气，与全体太阳人一起不忘

初心、凝心聚力、克难攻坚，采取一系列措施降本增

效、不断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保障公司的

平稳运行和业绩稳定，努力实现太阳纸业的高质量

发展，把公司打造成为可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

卓越企业！

理文造纸：预留42亿港元作收购计划，
不担心原料层面，较担心需求问题

本刊讯（仟松 报道) 8月13日，理文造纸在香

港召开2019年中期业绩会，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文斌、

董事总经理李经纬和财务总监张国强出席本次业绩

会。

据了解，首席执行官李文斌在业绩会上表示公

司目前预留约42亿港元作收购计划，纸及浆的相关

行业为首选。他又指出已在不同地方投资浆板线供

应内地，待投产会再作宣布，强调之后成品纸、浆板

供应充足，故在原料层面并不担心，反而较担心需求

问题。

根据最新公布的财报，公司上半年总收入比去

年同期下跌20.9%至129.47亿港元，净利润下跌43.6%

至16.8亿港元。期内每股盈利38.35港元;派发中期

股息每股13港元，同比下跌35%。上半年总销售量为

281万吨，产品平均每吨净利润为597港元。李文斌

称，受到外部影响，业绩表现一般，客户订单跌约

25%。他预计，需求下跌，导致未来一年会出现供过

于求的情况。

至2019年6月30日，该集团持有银行结余及现金

42.02亿港元。期内，公司发行了3亿美元永续资本证

券，使该集团的净资本负债比率由2018年12月31日的

51%进一步下降至2019年6月30日的38%。

经营方面，越南的P M19升级完成，包装纸年产

能从40万吨上升到55万吨；江西的卫生纸新生产线

在2019年年底的总年产能达到10万吨；越南的PM22

包装纸机预计在2020年底投产，年产能估计达到50

万吨。在缅甸的供应商从9月会提供年产量34万吨的

纸浆板原材料。预计2020年公司产量能达到668万

吨的包装纸、18万吨的纸浆和89.5万吨的卫生纸。

公司表示，从2017年开始，关于限制废纸进口的

政策出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材料的供应，对国内

造纸行业产生一定冲击，集团的废纸回收受到了一

定影响。因此，集团积极寻求其他方法替代进口废

纸。

外国投资计划方面，公司表示也在寻找不同的

项目收购。5月份公司一大笔钱放在银行，正在寻找

合适的商机，无论是纸，还是纸浆，甚至是其他行

业，只要有可行性，国内国外都可以。有信心等到好

的项目投资。虽然收入下跌，但财政还是相当的稳

健。有足够的资金给公司去发展。

山鹰纸业：参股公司玖富集团在纳斯
达克上市

本刊讯（山鹰纸业 消息) 山鹰纸业公告，公司

参股公司玖富集团8月15日（美国时间）在美国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7年6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合计对玖富集团投资21036万人民币。本

次玖富集团挂牌上市前，公司间接持有玖富集团

2.31%的股权。本次玖富集团挂牌上市后，公司间接

持有玖富集团431.575万股A级普通股。

中国纸业为《读者》添彩

本刊讯（冯冰辉等 报道) 8月21日，在甘肃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读者出版传媒集团，了解了出

版发行、适应市场形势、主动优化升级情况。总书记

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们

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

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并评价杂志印刷精美，纸张不

错。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读

者出版传媒集团有着20多年的合作，旗下的岳阳林

纸和美利云都是《读者》杂志所用纸张的主要供应

商。中国纸业董事长、岳阳林纸董事长黄欣8月21日对

生产“《读者》专用纸”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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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全产业链要全力以赴，“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

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不断精耕企业的产品和

服务，让用户用上最好的纸张，印制最精美的书籍。

岳阳林纸：精心制造每一张《读者》专用纸

岳阳分公司副总经理、岳阳林纸销售公司总经

理赵庆义，岳阳林纸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支部

书记张喜平8月22日赶赴甘肃，登门拜访读者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征询《读者》杂志对纸张的需求、及时

了解《读者》杂志未来的发展走势。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富康年，

《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宁恢表示，《读者》杂志

社坚决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建设书香社会”的指示

精神，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希望与岳纸继续加深合

作，构建良好新型的战略关系，《读者》杂志社将进

一步致力岳阳林纸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推广，同时希

望岳阳林纸借助中国诚通央企品牌的影响力，共同扩

宽发行渠道，推进《读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

引领更多的人阅读，为建设书香社会贡献力量。

岳阳林纸领导叶蒙、李战、禚昊组织召开“《读

者》专用纸”专题会议，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出具体

要求，要求用岳纸人特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天岳

精益生产模式”，为《读者》打造精品细粮。“读者专

用纸”的生产，从10多台纸机中精挑细选，确定由专

门生产出口高档纸、曾生产“十八大文件重点图书”

专用纸、“十九大文件专用纸”、享有“王牌纸机”美

誉的岳阳林纸岳阳分公司8号纸机担纲生产。

岳阳分公司成立“高端印刷用纸工作室”，建

立了“《读者》专用纸生产交流群”。量身定制技术

方案。严格质量指标，工艺标准控制，完善工艺数据

库，打造“《读者》专用纸”专属“VIP”标准。技术

指标细化到原材料浆板、工艺配方、工艺参数等每

个关键环节；借助T Q M先进理念，细化关键管控点

（CTQ），通过全员参与质量管理，保证客户对纸张功

能质量的需求。借助TPM不断提升设备效率，全员参

与设备的维护，强化责任，最大程度为客户持续提供

优质的产品。“党员先锋队”24小时轮班紧盯生产一

线，严抓过程控制和质量管控。

销售公司与市场部、运管部、采购、生产、品管、

仓储物流等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各负其责，

从订单、原料、生产、检验、包装到发运，开辟生产

“《读者》专用纸”的绿色通道。销售公司、运营管

理部按照用户标准完善合同管理、合同评审和用户

沟通等工作，做好优质服务。生产管理部门科学谋

划，合理配比浆料，准备好原材辅料，为稳定生产创

造良好条件。市场部特别制作了“《读者》专用纸”

产品标签。

美利云：完成《读者》教材用纸供应攻坚战

多年来，美利云一直以质优的产品支持读者出版

传媒集团的发展。一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集团，

一家西北最大的文化纸生产企业，有着天然的合作

优势。

在人教社发起“用最好的纸做最好的教材”的

倡议后，美利云高度重视，从配浆、抄造、质检等环

节入手，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档次，从源头保障

秋季教材质量；在供货进度、售后服务方面安排专人

对接，及时沟通生产进度、质量、供货情况，赢得了战

略合作伙伴“读者出版传媒集团”的充分信任和高

度认可。

同时，《读者》组织印刷技术团队到美利云实地

调研，并进行战略业务合作洽谈。在用纸的生产与供

应方面，双方联合成立了教材用纸质量保障小组，采

取建立联动机制、派驻专业人员等有效方式，抓调

度、检质量、强配送、保印制，全力打响了秋季教材生

产攻坚战，为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

务做好了有力保障。

今年自5月份以来，美利云已累计向《读者》供应

教材用纸3615.22吨，占据秋季教材用纸的65.36%。

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是双方良好、稳定、长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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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建、共进、共赢是

双方合作根本。今后，双方将进一步挖掘业务资源，

打造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双方

的专业优势，促进双方业务快速、协同发展。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战略合作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共同

开创互惠共赢的美好未来，携手开创新局面。

《学习纲要》首次走进岳阳林纸 进
企业全国第一家  

本刊讯（冯冰辉 陈硕果 报道) 8月20日，学

习出版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学共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进企业”，走进岳阳林纸，并

向该企业5个基层党支部赠送《纲要》。

据了解《纲要》一书内文用纸由岳阳林纸文化纸

事业部9、10号纸机生产供应。学习出版社是岳阳林

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岳阳林纸也是学习出版社重要

的纸张供应商，双方为该书的印制发行做出了不懈努

力和重要贡献。为进一步推动该书的发行推广，推动

双方主题教育工作不断深入，学习出版社领导深入

到企业，首站来到岳阳林纸开展《纲要》学习辅导，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促进双方高

质量发展，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中宣部统一安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学习出版社开展了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进社区、进

校园活动，此次把岳阳林纸作为“进企业”的全国第

一家，体现了对岳阳林纸的高度认可与感谢。

两个月时间，《纲要》发行量超过5千万册。岳阳

林纸优质的纸张材料供应，为《纲要》的印刷夯实了

基础，为学习出版社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泰盛集团携手三枪、东华大学共推中
国竹资源产业创新发展

本刊讯（泰盛 消息) 8月25日，泰盛集团与上海

三枪(集团)有限公司、东华大学在上海浦东张江博

雅酒店举行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正式宣布联合成立

“三枪泰盛竹资源创新研发工作室”、“东华三枪创

新孵化平台”，共同推进中国竹资源的创新研发和产

品孵化，助力中国竹资源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三方相信，结合东华大学在材料研发的深厚基

础、泰盛集团在中国竹浆领域的龙头优势，以及三

枪作为中国贴身衣物市场领导者的影响力，这一合

作将为中国竹资源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优质案例和

标杆指引。

中国是世界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利用竹

资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作为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资

源，积极有效地开发竹资源对发展国民经济、保护

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中国竹资源已被广泛

用于建筑工业、家具制造以及造纸等行业，随着消

费升级，竹产业的技术进步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重大

转折，中国竹资源的开发亟待步入新领域。

在发布活动现场，各方领导也对三方合作的前

景表示看好和期待。三方都认为：竹纤维在服装领

域内还有着极大的开发空间。尤其是竹纤维具有天

然的抗菌性能，织造出的面料具有透气、舒适和亲

肤的性能，而竹纤维和竹结的有效结合，还能赋予

面料纹理感，为竹纤维制品的进一步高端化提供可

能性。泰盛集团总裁吴明希先生表示：中国竹资源

十分宝贵，作为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四君子之一,文化认

同感让中国竹更容易被推广，值得更好的开发;上海

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兼三枪集团总经理王卫民先生也表示：借助泰盛的

资源和产业链优势，借助东华大学强大的产学研结

合能力，借助三枪在面料及贴身衣物领域的优势，三

方将推动中国竹资源的开发使用达到新的标杆。

作为中国竹浆领域的龙头企业，泰盛集团深入

践行“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通过打

造自有竹林、合作造林、给予竹农造林补助等方式，

促使企业周边地区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集团贵州

基地促进赤水市绿色覆盖率由项目前的63%提高到

83%;四川基地促使叙永县竹林面积2019年相比2010

年增长38.14%，促使沐川县竹林面积由80年代的2

万亩增加到80余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77.34%。

森林覆盖率的提高有效避免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

境，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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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盛集团高度重视本次合作，作为亚洲最大的

竹浆产能拥有者，也是唯一一家拥有竹溶解浆核心

专利的集团，拥有商品竹浆产能超100万吨、原纸产

能达到60万吨、后加工产能达到20万吨。集团希望

通过此次合作，共同做大竹产业，泰盛会以最好的

竹浆资源，为三枪集团发展赋能，打造极致体验产

品。此次合作，泰盛集团将充分发挥其核心专利优

势，更好地把已经成熟的竹浆纸研发经验应用到纺

织领域，通过与三枪集团的研发应用合作，不断拓

展产业链，拓宽竹浆应用市场。

金光APP复印纸传承经典再获佳绩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近日，金光集团APP旗

下“金旗舰”“阿芙罗”“未来世界”等品牌顺利中标

“中石化招标项目”。

秉持可持续发展环保造纸理念，金光集团APP所

有产品均源自于人工种植树木，旗下“金旗舰”作为

连续20年服务中央政府单位的标志性品牌，纸张厚

实挺括，纤维结合力强，能减少粉尘，更环保健康！

与此同时，金光集团APP通过不断提高自身造纸

技术，以科技力量为现代办公提高效率，给人类提

供更加环保更加卓越的纸张。

8月15日～9月11日，“金旗舰”携带大礼包巡演28

天！目前，“金旗舰”已惊艳亮相于北京的41个地铁

站，北京地铁红火一片。

传承经典，做造纸文化的守护者。未来，金光集

团APP将继续用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带动环保造纸

行业健康发展，进一步为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提供

高质环保产品而努力。

贵糖集团纸浆产品产销量实现逆势

增长

本刊讯（韦超宁  曾仕联 报道) 针对制浆行

业进入“寒冬期”的不利局面，贵糖集团分管领导认

真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深入一线开展

生产调研，对纸浆市场年内可能发生价格下行行情

进行初步研判，为可能面对的困难局面提前制定和

实施了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大蔗渣本色浆板、蔗渣

本色湿浆等盈利水平更好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增

加本色系列产品的产出，加快纸浆产品品种结构的

调整，增强抗风险能力，为“过冬”做准备。由于准

备充分，贵糖纸浆的产销迅速从市场冲击中调整过

来，截止7月底，年累计生产机制浆46244.795吨，同

比增长了1.28 %；对外销售浆和浆板27276.401吨，

同比增长了14.94%，产销量实现了逆势增长。其中：

销售蔗渣浆板8439.916吨，同比增长了355.83%，为困

难时期仍能满负荷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由于浆板利于储存及运输，生产工艺相对

简单，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公司领导班子决定及时

对浆纸产品进行调整，决定利用文化用纸厂8号纸

机生产蔗渣浆板。该厂党支部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在攻坚克难中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党员和员工一起

奋战，生产出了合格的浆板,日平均产浆板达70吨。

浆板产品的成功开发，让文化用纸厂闲置的8号纸机

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浆板的生产已经成为平衡生产

的“调节器”以及抵御市场冲击的“缓冲器”。

通过产品品种结构的调整，蔗渣本色湿浆、蔗

渣漂白湿浆、蔗桉漂白湿浆、蔗渣浆板等多浆种间灵

活安排生产的机制已经形成，可迅速响应市场需求

在多浆种间灵活切换，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同时，

推动纸浆销售实现了三个转变：销售区域以周边为

主向全国销售转变；销售对象以生活用纸行业为主

向生活用纸、餐具、模具等多行业转变；产品品种以

湿浆为主向湿浆与浆板并重转变。蔗渣本色浆板、蔗

渣本色湿浆在环保餐具、擦手纸、高档模具上的推

广与应用，摸索出了一条更符合蔗渣浆纤维特点的发

展之路，对贵糖制浆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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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纸的纸名来源简析
⊙ 刘仁庆

刘仁庆 先生

1936年生，湖北武汉人，造纸学教授，资深科普作家。1955年8月

经高考考入广州华南工学院（现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化工系造

纸专业学习。1959年8月毕业分配到北京轻工业部派遣工作，曾先

后在造纸研究所和轻工高校任职。曾任硕士生导师，博士生答辩

会主席，《纸和造纸》杂志主编，中国宣纸协会顾问，中国手工纸

联盟学术顾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事等。出版造纸专

著20多部，科普作品10多种。发表论述和文章1000余篇，共计700

多万字。

编者按：《中华纸业》2016年至2018年，曾连载十八期刊登刘仁庆教授潜心多年的研究成果《古纸

纸名研究与讨论》和《近现代手工纸纸名辑录与览正》，对我国从古自今的手工纸纸名进行了详细梳理和

论述，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和当前传播发扬纸文化现实意义的文献研究成果和资料。

本篇文章是刘教授对手工纸纸名来源的研究，提出了手工纸纸名整理的原则，整理汇总了手工纸的

异名和别称，是对前两篇文章的后续补充，也对进一步系统、科学地清理、归纳和确认手工纸纸名工作具

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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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工纸纸名来源原则

我国的手工造纸出于受到封建社会等的影响，或

因产地，或因原料，或因规格，或因用途各不相同，名称

十分混杂，很不规范。加上为了某种需要，随便更改纸

名的现象也很普遍。这样一来，旧名消失、新名浮出、一

纸多名、架捏虚词的情况，屡屡发生，造成统计、清理工

作上的重重困难。

根据当下主管部门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中的有

关规定，指出所谓古籍即是1912年辛亥革命以前（以清

朝结束为下限）在中国书写印刷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

的图书。由此推知，同一时期的纸张即可被称为古纸。

一般而言，古纸和手工纸纸名的来源主要是正史

（25史，丛刊）、地志（府志、县志）和笔记（札书、家

谱），计有:（1）典籍（包括史书、地方志、食货志）上留

下的记载；（2）历代诗词、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记述；（3）

民间流传下来的有关记忆；（4）后代研究者的描写与记

取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各种原因，常掺杂有不同程

度的错误。因此，在梳理这些纸名的过程中，必然地带

来了不少的麻烦，即如何区别它们的异同？怎么界定是

否是不同的纸种？其根据何在？为此，笔者自定三条原

则:

第一，尊重传统。沿袭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古

籍中的纸名，搞清楚它们的由来和意义，以及其实用价

值。言必有据，释之成理，不编造杜撰，不盲目臆断，不

顾名思义。同理，对近现代手工纸纸名也要遵守这项规

矩，切勿“犯上作乱”、混淆视听。鉴于古纸是古代的手

工纸，与近现代的手工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绝

对不能忘却传统，必须传承下去。

第二，模拟分析。因为从手工纸的原料来说，主要

有麻类、树皮、竹子、草秆等四大类。此点早已耳熟能

详，不再饶舌。相同的造纸原料如果制浆处理、打浆工

艺、抄造方式等有所差别，其结果是得到的成纸，其性

能往往彼此不同，乃至于用途各异。所以就需要反复观

察比较，对比分析，这样才能够把它们一一区别开来。

第三，守本出新。由于历史上偶有一些误传，或者

含糊其辞，其准确性不够高。因此应对原有的纸名，进

行必要地筛选、诠释和纠正，谨慎地推出新理念、新观

点、新概念。另外，对近现代个别的研究人员，以不负

责任的态度，伪造历史，信口开河；随意取纸名，误导读

者。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必须着力纠正，杜绝后患。

因此，关于中国古纸和手工纸的纸名必须进行系

统、科学地清理、归纳和确认，这是一项有益于历史、

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工作，很有必要，应该给予充分的肯

定。如此，对于向广大群众普及纸的历史知识和弘扬纸

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2  手工纸的异名和别称

在我国由汉文“纸”字衍生的异名计有“帋”（异体

字）、“紙”（繁体字)、“箋”（繁体字）、“牋”（繁体字）

等。还有原西北大学（西安市）历史系教授、考古学家陈

直（1901—1980）考证了一个古字“ ”（zh i，音止。一

般书上无此字，氏字下边是一短一横线，不是一点）或

写成“ ”，这也是纸的异名。至于纸的别称更让人眼

花缭乱，下列所写的17个名词，决不要去“顾名思义”，

其实它们都是纸的意思。但是，别称中又有代称、雅称、

戏称之不同。代者，换言之；雅者，美言之；戏者，逗言

之，即开玩笑是也。

(1）赫蹏：纸的代称，赫蹏这两个字读作xit i（音隙

蹄），此处赫不读hi（音黑），而读xi（音隙）。东汉.班固

（32—92）《汉书.外戚传》曰：“武（籍武）发箧中，有

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

自知之。”这里所说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

年）时期的一个故事：皇后赵飞燕姊妹因嫉妒宫女曹伟

能怀孕生子，命人用赫蹏包毒药两粒，并且上边还写字

警告：必须把药吞服，否则后果自负。东汉末期的应劭

对此的解释是：“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知，包裹药

物可能是当初的“纸”的用途之一。

( 2）玉笺：纸的雅称。参见北 宋词人赵汝茪

（guang，音光，1247前后在世）写的《梅花饮》一词。

原文是：

对花时节不曾忺。见花残。任花残。小约帘栊，一面

受春寒。题破玉笺双喜鹊，香烬冷，遶银屏，浑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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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眠。未眠。事万千。也问天。也恨天。髻儿半偏。 

绣裙儿、宽了还宽。自取红毡，重坐暖金船。惟有月知君去

处，今夜月，照秦楼，第几问。 

在这首词中把纸比喻为玉笺。作者抒发独自一人

在江上的情思，花儿落了，风儿吹来，想写点什么？不知

道！表达了一种伤感、失落、“亚健康”的心态。

(3）方絮：纸的代称。东汉.服虔（公元2世纪人）

《通俗文》载：“方絮曰纸，字从糸氏。”据后人解释

说，方指纸的形状，糸指像丝一样的物质，絮如轻巧能

在水中飘浮的纤维。方絮合成一词的意思是说，把水中

的纤维（絮状体）捞起，经过滤水、压成方形的薄片，干

燥后便成为纸。

(4）文亩：纸的代称。五代宋初人陶穀（g u,音谷，

系稻子之意。903—970）《清异录.藏锋都尉》中引用唐 

薛涛的走笔作《四友赞》：其中略曰：    

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

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

按上述四句分别指砚、笔、墨、纸。而文亩即耕耘

文字的土地。为何？因为文字写在纸上，犹如农民在土

地上耕作，所以便把纸代称为文亩。所以，古代的文人

是离不开“四友”的。如同今天当代的时尚青年离不开

的手机、信用卡和笔记本电脑一样。

(5）云肪：纸的雅称。宋.米芾（f u，音伏。1051—

1117）《自涟漪寄薛郎中绍彭诗》，诗曰：

老来书兴独未忘，颇得薛老共徜徉。

象牙钿轴映瑞锦，玉麟斐儿铺云肪。

又据《事物异名录.文具》称：云肪，即白色的脂

肪，喻指白纸也。米芾与他的朋友薛绍彭，两人交往甚

密，彼此爱好相同。经常在一起谈论书法、绘画，提笔展

纸，兴趣所至。尤其是见到洁白平滑的纸，更有心手相

应之感，从而抒发联想把纸比喻为犹如天上白云那样的

脂肪也。

(6）云霞片：纸的雅称。唐.孟郊（751—814），武康

（今浙江德清）人。他有《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诗一

首：

狂僧不为酒，劣笔自通天。

将书云霞片，直至清明巅。

(7）麦光：纸的代称。在宋.苏东坡（1036—1101）

写的《和人求笔迹》一诗中，把麦光作为纸之称呼。原

诗是：

麦光铺几净无瑕，入夜青灯照眼花。

从此剡藤真可吊，半纡春蚓绾秋蛇。

明.王逢（1319—1388）在《梧溪集》中有一首诗

[赠别浙省黑黑左丞国宝自常州移镇徽州三十韵时岁癸

巳] 曰：（摘选头尾四句）

武德兴元运，文恬近百年。

一隅初难作，四境遂兵连。

狂斐言姑及，高明义莫捐。

忧君尚有疏，傥寄麦光笺。

以上两诗中所说的“麦光”是形容纸面平滑如砥，

润笔流畅，并借此来称呼纸。

(8）云蓝：纸的雅称。南宋.姜夔（1155—？1221）

《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中曰：“道士有神传火枣，故

人无字入云蓝。”《湖上寓居杂咏》是诗人寓居杭州西

湖时所写的组诗。这十四首《杂咏》的基调是，宋宁宗

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时姜夔（ku i，音奎）46岁。他遇

到在政治上失意、丧气之境，遂以隐居为计。从这组诗

中看出，姜夔性格孤僻，心情寡欢，笔下的西湖清幽恬

淡，纵情深谐。尝遇溪山清绝处，人莫知其忌所入。每寒

涛朔吹凛凛迫人，各种凄清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勾起

了诗人心中纠结的百般滋味，映衬心境的凄清与落魄。

他虽想以云蓝为纸，可是什么也写不出来，只好叹息而

已。

(9）好畤侯：纸之戏称。好畤（z h i，音治）侯，参

见宋.苏易简（957—995）《文房四谱》称：“纸曰好畤

侯。”好畤，秦朝时县名（今陕西干县东部），东汉时废

置。此地宋代多产纸，侯者，官职也，故加名封之。唐宋

时期，还流行把笔称“管城侯”，墨称“松滋侯”，砚称

“即墨侯”。

(10）楮：纸之代称。楮（c h u，音楚），就是榖树

（g u，音谷即构树，与穀字即稻子不同），也是纸的代

名词。因早年多用楮树皮造纸，南北朝.陶弘景（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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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名医别录》载：“楮，即今构树也。南人呼谷纸，

亦为楮纸。武陵（今湖南常德）作谷皮纸，甚坚好尔”。

北魏.贾思勰（473—554在世）《齐民要术》（544年成

书）曰：“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秋上楮子熟时，

多收净淘，曝令燥……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

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而且楮皮纸

的质量高于麻纸，为大众所喜爱，故以楮代纸而言之。

(11）楮先生（楮生）：纸之雅称。唐.韩愈（即韩昌

黎，768—824）撰写的《毛颖传》载：“纸曰：会稽楮

先生是也。”故后来成为典故，楮先生即等于纸。又，

宋.陆游(1125—1210)《日饮酒对梅花醉则拥纸衾熟睡》

曰：“孤寂惟寻曲道士，一寒仍赖楮先生。”所以，唐宋

代的文人墨客常把纸称为“楮先生”。元.许有壬(r e n，

音任，1286--1364）系元代文学家，他在《李惟中学士

自西台侍御召入以未央宫瓦砚为祝》一文中称：“楮生

毛颖贺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辉。”“楮生”（即楮先生之

简称）指的是纸张，“毛颖”指的是毛笔，皆是韩愈在一

篇文章的代称。该文诙谐而含有隐喻意味，虽是戏谑之

作，但其后流传开来，影响甚大。

(12）楮国公：纸之戏称。唐.冯贽（生卒不详）《云

仙杂记》载：“薛稷（j i，音寄）又为纸封九锡，拜楮国

公、白州刺史、统军万字军、界道中郎将。”《云仙杂

记》原名《云仙散录》是一本杂文集，散佚。现存有开禧

元年(1204年) 的宋刻本。薛稷(649—713) 为唐代书画

家，字嗣通，山西汾阳人。他是唐代开国功臣薛道衡的

曾孙，家族显赫。本人曾任黄门侍郎、太子少保、礼部尚

书等职。其名为稷，稷字即粮食或黍属，古代以黍属为

百谷之首、领头之神（后来，把社稷转指国家）。由此来

赐爵加封各地诸侯，均为游戏文章。

(13）楮待制：纸之戏称。明.闵文振《广群芳

谱.楮》称：楮待制初名藤，及长为世用，更名知白，又

称楮如白。

(14）藤溪遗老：纸的戏称。据《旧唐书.地理志》载，

剡（溪）武德四年（621年）置嵊州及剡城县。该地盛产藤

类，多用造纸。杜甫（712—770）写《壮游》一诗中曰“剡

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15）白州刺史：纸之戏称。见《云仙杂记》所载。

形容白纸，喻为一官职，调侃之言耳。

(16）界道中郎将：纸之戏称。见《云仙杂记》所

载。因纸上画有界格，限字字形不许出格，为把守关口

之宿将，故名。

(17）统军万字军：纸之戏称。见《云仙杂记》所

载。纸上写文，长约万言，犹如万军布阵，故称为万字

军。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的“纸”之一词，追根溯源，事

必数典，并不简单。如果觉得这些都是区区小事，懒得

去刨根挖底，那么也就只能是“囫囵吞枣”“一混了之”

而已。

顺便提一下，不论是纸的别称或者是纸的美称、代

称、戏称等，它们与纸的品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台湾陈大川先生著《中国造纸术盛衰史》（1979年中外

出版社出版）一书，在封面上把许多纸的品名与别称混

在一起，比如，在列出的名单中有：……左伯、硬黄、侧

理、松花、鱼子、澄心、罗纹、金花、宣德、玉屑、销金、

油拳、浣花……，只要在这些名字后边加上一个纸字，

就成了左伯纸、硬黄纸……这些都是纸的品种名称（即

品名）。试问，这些称呼到底是指什么，品名还是别称？

特向陈先生请教。

3  方言与土语

我国疆土广阔，人囗众多，各地各民族的语言各有

差别。在不同行业也有不同的行话，特别是手工造纸中

的方言和土语，值得在调研过程中留意。所谓方言，在

一个地区使用跟标准普通话（国语）有区别的地方话，

如粤语、吴语、闽南语等。所谓土语，在一个有限的地方

本地居民长期形成的特殊词汇，又称土话。方言的范围

较大，讲的人较多，有时可能还偶尔听懂一点。而土语

的局限性较大，会说的人较少，你根本听不懂。那么，手

工造纸的土语究竟有哪些？因为各地不统一，所以无法

全述。现仅此就把这个问题提出，希望引起各地区手工

纸行业的同仁们（包括手工纸的调查者和记者朋友）的

关注与参考，不知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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