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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36-53

Special:>>>

Is the turning point coming after the third quar ter’s rising
momentum?

Although the profit of the paper industry declined sharpl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9,
the industry began to recov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fter September, due to
the dual impact of the National Day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large-scale activities, the price of many paper grades
have been raised by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the profits of the enterprises have
also increased. It seems that in the third quarter, a turning point is coming after six
consecutive quarters of slowdown and even recess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fourth
quarter, there’s still many uncertainties. So will the market continue to grow? How
can we predict the paper market in the fourth quarter? In this issue, we selected some
ideas and predictions from senior market analysts and consulting organizations for
you the refer.

P26 Global paper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In 2018, global economy failed to continue its strong momentum last year. GDP grew by 3%, down 0.13 percentage
points from 2017. Due to increased trade tensions and increased economic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trade grew by
3%, and the growth rate slowed down noticeably. Global pulp production increased by 1.49% in 2018, achieving
five consecutive years growth, but the growth rate was 0.2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that of 2017; waste paper
recycling decreased by 1.94%,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decline in the past 20 years. Paper and board production fell
by 1.92%, showing the first time dec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lobal trade,
paper trade has also shown a significant decline. Paper and paperboard exports increased by 0.79% year-on-year,
with a growth rate of only one-third in 2017; pulp exports fell by 0.24% year-on-year, the first time decline in the
past decade; waste paper exports decreased by 0.89%, which continued the downward trend in 2017. In general, in
2018, global paper industry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global macroeconomy, showing a markedly sluggish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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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31 China paper industry’s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the 12th China Paper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Mr. Guo Yongxin,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China
National Light Industry Council, delivered a keynote report titled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He said that China paper industry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decline,
low foreign trade, slow domestic demand, str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terpris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quality development, paper companies should try to enhanc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velop in a more
sustainable way, carry out an international layout, focus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IoT, and adhere to higher
standards.

P54 Analysis of global waste paper utilization and forecast of fiber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ese paper enterprises
The utilization of waste paper varies great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South
Korea, Italy, India, Mexico, France and Indonesia are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or waste paper
consumption.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recycling country, importer and consum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waste paper and second largest waste consumer only after China. Demand for waste paper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clined as paper and cardboard production has declined, while Japan and Germany have
not used less paper and cardboard. South Korea is an emerging developed country, and its waste paper demand
continues to increase. Germany and South Korea have the highest utilization rates, reaching more than 70%. By the
end of 2020, China’s total domestic consumption of paper and cardboard is expected to reach 111 million tons, when
the maximum domestic paper and cardboard can be recycled about 64 million tons, the actual recovery volume is
forecast to be 58 million tons, fiber raw material supply gap of 20 million tons. The shortage of fiber raw materials
will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rugated paper enterprises, with independent recycling
channels or raw material replacement process of paper enterprises advantages will be shown.

P59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waste sorting on China's recovered paper
market
Since 2018-2019, a series of important policies on recovered paper have been released by Chinese governemnt,
such as the zero-waste city policy, waste sorting, import limitation policy on recovered paper, the revision of the
solid waste regulation, waste eliminatin action, and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Guided by
these policies, the structure, mod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omestic recovered paper market are undergoing qualitative
cha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to the recovered paper marke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aste sort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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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
目录（２０１９年）》征求意见稿
本刊讯 10月12日，工信部网站发布了《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2019年）》征求意见

稿。为加快推进高效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应用，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提升工业用水效率，
经有关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共同组织编制了《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
备目录（2019年）》。目录涵盖共性通用技术、钢铁行业、石化行业等13大类128项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
备。在目录中，制浆造纸行业共有13项技术入选。见下表。
表1
序
号

工艺、技术
和装备名称

1 网、毯喷淋水净化
回用技术
2 网、毯高压洗涤节
水技术
3 纸机白水多圆盘分
级与回用技术
4 造纸梯级利用节水
技术
5 纸浆中高浓筛选与
漂白技术
6 纸机湿部化学品混
合添加技术
多段逆流洗涤封闭
7 筛选技术

8 碱法蒸煮和碱回收
蒸发系统污冷凝水
分级、汽提及回用
技术
9 造纸行业备料洗涤
水循环节水技术
10 透平机真空系统节
水技术
11 纸机干燥冷凝水综
合利用技术
12 置换压榨双辊挤浆
机节水技术
13 干法剥皮技术

8

制浆造纸行业入选的13项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

工艺、技术和装备内容
该技术通过浮选或过滤的处理方式，使网、毯洗涤水进入单独处理系统，将水净化
至满足作为喷淋洗涤水的水质要求后循环使用。
该技术通过高压移动喷淋器高压水的冲击力穿透网毯，将网毯表面的细小纤维、填
料、胶料等污垢打散，使织物结构中的污垢物松动，以较低的水耗有效地冲洗和清
除网毯空隙中的污垢，同时达到比常压洗涤更好的洗涤效果。
该技术通过多圆盘白水过滤机，将过白水分为浊白水、清白水和超清白水。清白水
和超清白水可直接用于造纸机的生产用水，使水得到封闭循环使用，降低造纸耗水
量，减少白水排放的污染负荷。回收的纤维可回用于造纸机造纸。
该技术建立了系统内高级-低级用水单元的梯级利用模式，并对系统内各用水单元
按质按量重新进行分配，使系统内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最大，同时新鲜水需求量达
到最小。
该技术包括中高浓输送、中高浓混合、中高浓筛选等，使浆料的洗涤、筛选、漂白以及
输送、贮存等整个制浆系统可以在中高浓度运行，使设备体积减小，效率提高，系统
紧凑，稀释水量大幅度降低，同时又降低了系统的动力消耗，节能节水效果明显。
该技术应用在纸机上浆系统的压力筛进出口管路上，将造纸湿部化学药品通过使用
循环造纸浆料喷射和混合到主工艺过程当中，从而完全取消化学品制备时使用的新
鲜水。
该技术采用多段逆流洗涤，以最低的稀释因子，高效扩散、置换出粗浆中的固形物，
并使筛选系统封闭，无废水外排，显著提高黑液提取率，相应提高碱回收率并降低
中段废水处理负荷，大幅减少清水用量。
该技术可将蒸煮器和碱回收蒸发器产生的新蒸汽冷凝水，回用于碱回收炉给水。前
几效蒸发器产生的二次蒸汽冷凝水比较清洁，可用于制浆的粗浆洗涤；后几效蒸发
器和表面冷凝器产生的二次蒸汽冷凝水分为两部分，其中80%-90%为轻污染冷凝
水，10%-20%为重污染冷凝水，重污染水通过汽提后与轻污水混合用于苛化工段
白泥洗涤，使从黑液中蒸发出的冷凝水尽可能全部回用。
该技术通过筛滤去除备料洗涤水中漂浮杂物及一般沉淀去除泥沙后循环使用，大大
降低备料洗涤水的使用量。可使用污冷凝水替代清水用于备料洗涤。洗涤水的循环
利用可降低全厂的综合取水量，提高水的回用率。
该技术中的透平机是一种可调速真空系统，根据纸机不同工况实时提供实际所需真
空；进气口前装配最新技术的滴液分离器以去除其中的水、灰尘、细小纤维等；风机
产生的热尾气可通过热回收器进行回收。相比于液环式真空系统，节水100%。
该技术将纸机干燥部排风系统排除的水蒸气通过封闭汽罩顶部的汇风道集结，经
换热冷凝和处理，可用于备料工段、粗浆洗涤和锅炉的冲灰除尘等。
该技术使浆料在低浓度下泵入，浆中黑液通过压榨辊面上的滤孔进到辊内，经辊两
端开口排出。辊面上形成连续浆层，在置换区浆料与洗涤液接触，置换浆中原有黑
液；在压榨区浆料被挤压到要求浓度20%-35%，由破碎螺旋输送机送到机外。
该技术将到厂的原木通过辊子输送机输送到圆筒剥皮机，通过剥皮机的转动将原
木的树皮剥除并分离出来，然后树皮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到树皮粉碎机进行粉碎，
送树皮仓做生物质燃料，剥皮后的原木经辊子输送机进一步送木片削片机，吨浆废
水排放量可减少5-10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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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未来五年节水潜力
目前推广
预计推 节水能力
比例
广比例 万米3/年

适用于造纸企业网部和 40%
压榨部洗涤喷淋水
适用于造纸企业纸机网 55%
部和压榨部洗涤

60%

9000

80%

8000

适用于造纸企业纸机抄 10%
纸过程中的白水回收

30%

8000

5%

10%

8000

适用于制浆企业纸浆筛 60%
选与漂白工段

80%

7000

适用于造纸企业造纸湿 10%
部化学品的混合系统

20%

4000

适用于制浆企业化学法 80%
制浆系统

90%

3400

适用于制浆企业碱法蒸 50%
煮和碱回收蒸发系统污
冷凝水收集处理回用

80%

2400

适用于制浆企业备料洗 60%
涤水处理回用

90%

2000

适用于制浆造纸企业制 2%
浆、造纸及纸制品生产
线真空系统
适用于造纸企业纸机干 40%
燥水蒸汽收集回用
适用于制浆企业化学制 10%
浆的黑液提取和纸浆洗
涤
适用于制浆企业木材制 30%
浆备料系统

10%

2000

60%

2000

30%

800

60%

500

适用于多品种的制浆造
纸综合性企业

焦点

Focus

关 注

中国造纸协会与
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京津）签署合作备忘录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为有效落地国家各

项“放管服”改革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防范税
收风险，促进行业诚信自律，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京
津）与中国造纸协会双方决定就政策宣传与反馈、培
育优质企业、交流培训及信息支持等方面展开深度合
作，共同推进造纸产业经济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于10月11日在北京举行。
签字仪式由总署税收征管局黎晓壮处长主持，赵
伟理事长和信燕副局长先后致辞，分别阐述了双方合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表示要为造纸产业稳定发展
共同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浙江富阳新一轮拆迁工作
２９家造纸企业２１４万吨产能将退出
据《富阳日报》报道 10月12日，杭州富春湾新城

2019年工业企业拆迁工作动员大会召开。根据工作进

上，浙江道勤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永明作为拆迁企
业代表表态发言。

度安排，11月30日前（含），将完成被拆除工业企业

截至目前，杭州富春湾新城已拆除企业620家，其

的测绘、评估工作。12月31日前（含），完成被拆除工

中造纸企业70家，削减落后产能492.5万吨，占比65%。

业企业补偿协议签订工作。

据悉，针对拆除工业企业，将根据土地、排污

本次拆迁具体涉及春江街道春南区块、大源镇

权、建筑物（构筑物）、设备、停业损失等内容按标准

园区区块、灵桥镇项目建设精准拆迁以及部分特殊

进行补偿，并设置提前签约奖、职工处置奖等内容按

情况企业，其中包括造纸企业29家，将淘汰落后产

标准进行奖励。拆迁过程将始终按照“阳光拆除、一

能214.94万吨，具体企业家数以镇街认定数为准。会

口定价、结果公开”的制度严格执行。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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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焦点

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
受邀参加国庆阅兵观礼等系列庆典活动
本刊讯（A P P中国 消息） 金秋时节，举国欢

黄志源总裁表示，海外华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庆，伟大祖国，山河壮丽。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

在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聚力，坚定支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隆重

持祖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祖国的

举行。

经济建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作为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金光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黄志源受邀参加国庆阅兵观礼系列活

1992年，金光集团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中

动，并与其他十多位全球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登上

国，作为造纸行业的领头羊，引领了中国纸业发展的

天安门城楼，观摩祖国伟大复兴的成果，共同见证

趋势和方向，为中国从造纸古国迈向造纸强国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波澜壮阔，祝福祖国繁荣昌

了重要力量。金光集团将继续坚持不懈的努力，传承

盛。

延续中华民族造纸文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实现经

阅兵观礼现场，亲眼目睹国庆盛典盛况的黄志
源总裁对祖国的繁荣发展感到无比骄傲自豪。

10

伟大复兴、为全人类文明互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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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继续贡献力量。

现场

上海
APP中国

2019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坛
在上海召开，探索造纸行业绿色
循环高质量发展

Focus

关 注

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未来要继续深入挖掘造纸行业绿
色低碳的特性，发展绿色循环的中国纸业。
绿色时报社长张连友介绍了林业资源在造纸行业
的重要作用，他表示，我国的森林资源是可发展的资源，
我们要善于利用和保护大自然所赋予的林业资源，发展
造纸行业。此外，纸张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要正确认
识造纸行业在可持续发展中所做的努力，消除社会对造
纸行业高污染的误解。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万金泉发表了“浅谈新形势下
造纸行业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演讲，他从具

本刊讯（宋雯琪 报道) 11月7日上午，由人民网主

体的技术角度介绍了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介绍

办，金光集团A P P（中国）承办的2019中国纸业可持续发

了造纸行业废水污染问题，同国外相比，我国造纸造纸

展论坛在上海白玉兰广场隆重召开，论坛主题为“绿色

废水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

循环 赋能高质量发展”，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银

纸还是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未来行业还需要继续努

行，媒体等约200人出席了会议。中华纸业杂志社作为行

力，做好废水处理与环保课题的实践。

业媒体应邀参加会议。

之后，以纸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召

人民网副总裁唐维红首先致辞。她表示，造纸业在

开，由原轻工长沙工程董事长樊燕主持，中国造纸学会

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秘书长曹春昱总体介绍了当前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

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职能。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纸业应

要性，以及一带一路为我国造纸行业带来的新机遇。APP

该从“绿色制造”、
“自主创新”和“激发活力”三个方面

中国副总裁翟京丽结合A P P的发展实践谈了造纸行业高

入手，走好绿色循环之路，赋能高质量发展。

质量发展的经验，她表示造纸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A P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在致辞中表示，绿色是造

创新和环保十分关键，A P P在管理和技术产品等多个方

纸行业的底色，APP已深耕中国造纸行业近30年，始终坚

面进行了创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持林浆纸一体化和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中国

究所所长常纪文表示，打好绿色牌，质量牌，环保牌，将

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是造纸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中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闫世东在致辞中表

国推广项目总监余柏松，中国林业和草原局桉树研究开

示，造纸行业经过黄金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由看温饱

发中心主任谢耀坚分别介绍了森林资源在造纸行业的重

向看环保转变，造纸行业要努力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

要作用，以及在开发利用桉树等多种原材料资源时的意

为我国的绿水青山添砖加瓦。

见与建议。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发表了“坚持稳中
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他表示，高质量发

论坛着眼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焦点问题，为新时代
我国造纸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展本质上是创新发展，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
都应该提高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以新技术新方法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发表了“新时代下中国造
纸行业的绿色循环经济”的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纸业
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造纸行业虽然是传统产业，但始
终坚持与时俱进与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造纸行业各种
排放指标已经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现代化水平与科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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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但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济南
纸业商会

下，中国造纸行业定能实现顺势而为，实现全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
来自本届发展论坛独家赞助单位的维美德中国
区总裁朱向东先生发表了题为“以变应变，推动企业
向高而生”的主旨演讲。朱向东总裁表示“清华、北大

以变应变 向高而生
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
在济南成功召开

不如胆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面对瞬息多变
的市场形势，企业只有主动转变发展战略，建立现代
企业的管理机制，用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才能实现企
业的向高而生。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专家、总裁助理伍戈先生发表
了题为“山重水复—宏观经济形势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迈过全球经济危机，如

的宏观报告。伍戈表示我们一定有“诗和远方”，但依

今的中国造纸行业又遇上了中美贸易战，面对如此复

然不得不面对现在的“苟且”，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因

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企业如何向高而生？带着这样的

素复杂，但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韧

问题，2019年10月30-31日，以“以变应变，向高而生”

性在明显增强，我们强大的未来可期。

为主题的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在济南成功召开，

山东发改委工业处副处长李天东发表了题为“关

大会再次展现了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主流企业

于造纸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主题报告，李处长

向高、向好发展的激情和智慧。

介绍了山东造纸工业转型发展的经验，总结了山东造

华泰集团、太阳纸业、玖龙纸业、博汇纸业、中国

纸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纸业、维达纸业、恒安纸业、亚太森博、建晖纸业、芬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郭永新先生发表

欧汇川、斯道拉恩索和芬林集团等20家联合主办单

题为“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策”的主题报告。

位，福伊特、维美德、安德里茨、杰锋机械4家战略合

郭永新表示中国造纸行业正在经历人口负、外贸低、

作单位及西门子、上海东升、凯登等8家协办单位的

内需缓、环保严、企业难五大空前挑战，而造纸企业

领导和会员代表共约370人出席大会。
《中华纸业》作

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唯有搭建好“强化自主创新、

为特邀媒体参加了大会。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顾问郭海泉先生主持了维
美德独家赞助的主题为“以变应变·向高而生”的发
展论坛。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先生和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王泽风先生
分别为发展论坛的开幕式致辞。李建华会 长表示中
国造纸行业一路走来经历了各种考验，而面对如今多
变的形势，中国造纸行业也依然能克服困难，向高而
生。王泽风会 长表示中国造纸行业正经历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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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实施国际布局、智能制造赋能、推动

提高的大背景下，造纸行业要坚定绿色、创新发展，

工业互联、高端标准引领”六把“造纸梯子”。

而农业秸秆的高效利用或许会给 造纸行业带来新的

论坛的上午议程中，举行了“以变求变，向高而

曙光。

生”的高端对话，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郭永

发展论坛还组织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新先生主持了高端对话，与来自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

包装用纸和纸板》的发布仪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

会长、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先生，全国工商联

行秘书长郭永新先生主持了发布仪式。

纸业商会副会长、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化学制浆及动力技术

张茵女士，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 长单位亚太森

部总经理张勇先生发表了题为“安德里茨制浆技术的

博集团副总裁胡伟先生，U P M特种纸纸业亚太区高级

最新发展”的专题演讲。张勇主要介绍了安德里茨公

副总裁Petteri Kalela先生和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

司最新的化学制浆技术。

公司董事长李学峰先生一起探讨了在目前复杂市场形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势下，如何以变应变，推动企业向高发展，五家行业

陈港先生发表了题为“当前纸张产品创新与新技术发

主流企业代表均对行业未来的发展展示了激情和决

展”的专题演讲，介绍了纸张产品应用的新趋势。

心。

福伊特集团数字事业部销售副总裁彭金松先生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先生

发表了题为“创新引领未来—福伊特助您实现纸张生

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中企走进东盟，机遇与风险

产中质量和效率的完美统一”的主旨演讲，介绍了福

防控的专题演讲。许宁宁表示“一带一路”的推动，很

伊特在纸张生产中的工艺优化、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创

多中国企业都涌向东盟，寻求发展机会，而东盟国家

新技术。

近几年经济的高速 发展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发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工商设计系许呈涌副教授发表

展机会，而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发展也应做好“掌握情

了题为“全球包装创新科技实践”的主旨演讲，介绍

况、产业合作、行业对接、建立合作机制、做好可研”

了全球包装的未来趋势、目前包装面临的威胁、成功

的准备。

的包装案例及未来包装的挑战和机会。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造纸业务线中国区销售

海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及政务总监李德金

总监周周先生作了题为“维美德最新技术和应用”

先生分享了题为“海尔智能制造探索实践分享”的主

的 专 题 演 讲。周周向与会 代 表 介 绍了带 水分层 的

旨演讲，介绍了全球各国制造战略、海尔智能制造的

O ptiFlo流浆箱技术、带有袖辊的O ptiF or m er网部

探索、全球布局及COSMO平台的探索实践。

技术、带有传送带和金属带的中心辊压榨O ptiPress

叠拓 T i e t o 全球销售和市场部副总裁J a r m o

技术、硬辊压区的O p t i S i z e r喷淋施胶机技术和

R o p p o n e n先生发表了题为“数字化助力浆纸行业高

OptiCalender金属带压光机和水冷却压光技术五项

质量业务转型”的主旨演讲，介绍了在目前激烈的竞

维美德最新技术，为企业用新技术保障高质量发展

争的市场环境下，叠拓为造纸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更

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能帮客户赢得市场。

发 展论 坛的下午 议程中，首先由齐 鲁工业大学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以“信·心”为主题的“福伊

（山东省科学院）陈嘉川校长发表了题为“造纸纤维

特之夜”欢迎晚宴、以“向高·致远”为主题的安德里

原材料技术升级与创新趋势”的专题演讲。陈校长表

茨午餐会及以“杰锋之声——升·绳·省·盛”为主题

示中国造纸行业在纤维资源日益短缺、环保要求逐步

的“杰锋之夜”答谢晚宴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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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Fastmarkets RISI中国区总经理李炜主持的

西安
Fastmarkets RISI

机遇与挑战——应对经济放缓及原料供应结构变化
研讨论坛中，山鹰国际战略总经理黄正侃、凯登制浆
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市场及销售副总裁马作毅、华
泰证券港股研究主管/港股 原材料 研究主管王帅作
为论 坛嘉宾参与了该环节。论 坛嘉宾针对行业增速
放缓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如何调整应对造纸

第八届Fastmarkets RISI国际废纸
及箱板瓦楞纸会议圆满落幕

业原料短缺的问题；再生浆能否替代进口废纸来为
中国非常依赖于再生纤维的包装纸行业提供原料等
话题发表了各自见解。
苏伊士贸易CEO Olivier T ho m as在废纸回收

本刊讯（李嘉伟 报道) 第八届Fast m arkets

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影响及需求分析的演讲中分析

R I S 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楞纸会议10月25日于西安凯

了全球 废纸 供应过 剩的情况，并预测了未来市场变

悦酒店圆满落幕。本届会议吸引到了来自26个国家、

化，他表示废纸多年来已经成为可自由贸易的“类似

120家公司、200余位业内知名企业的管理、市场、采

商品”，尽管目前波动变化，但市场最终 将实现再平

购等人士参会。

衡。

会议在Fastmarkets RISI中国区总经理李炜先

Moore & Associates副总裁Jim Austin分享

生的开场词中拉开帷 幕。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

了美国再生浆市场分析的精彩演讲，着重介绍了美国

会废纸 分会秘书长唐艳菊首先登台，发表了垃圾 分

废纸 及再生浆出口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制浆企业在

类对中国回收 纸行业的影响的演讲。从行业整 体角

美国的再生纤维浆项目。2016年，66%共计1450万吨

度解析中国垃圾分类政策以及垃圾分类给回收纸行

的美国废纸进口到中国，今年1-7月，仅33%的美国废

业带来的转变，演讲的最后为回收 纸企业提 供了路

纸出口到中国，2019年 全年预估约700万吨。中国再

径选择。

生浆2016年的进口量为0，2019年截止到8月约50万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主任李国华在进口废
纸浆类商品检验鉴定的演讲中，与参会嘉宾分享了进
口废纸贸易动态、再生纸浆行业新变化、废纸类商品
检验标准和关键点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山鹰国际的战略规划中心总经理黄正侃先生为
我们带来了如何应对经济放缓及废纸进口政策对造
纸业的影响——纸厂观点的精彩演讲，从 经济放缓
及废纸进口政策对中国箱板瓦楞纸行业供需和盈利
水平的影响、中国纸厂在全球的箱板瓦楞纸 及废纸
浆产能布局，以及欧美领先企业商业模式对于中国
纸厂的启发这三个视角与参会嘉宾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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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合和纸业董事长钟文国在其品质- 提高进

山发日本 株式会社副社长蓝琼娥从中国废纸市

口包装原纸使 用比例的演讲中，与参 会嘉宾分享了

场变化、造纸往东南亚转移及消费扩大、今后东南亚

进口纸背景和需求、进口纸张的优势以及面临的各

对废纸需求预测三个维度分析了东南亚市场废纸消

种挑战。

费潜力。

Fa st m a rk ets R ISI工厂信息部高级产品经理

作为本 次 大会的赞助商，健华 打包 机制造（香

Sampsa Veijalainen从工厂信息的角度分析了亚洲

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技术总监阮子健为我们带来

箱板瓦楞纸市场情况，内容涵盖区域成本竞争力、资

了技术探讨：如何降低再生浆运输成本的演讲。他为

产质量、产品份额、纤维和能源及主要成本驱动力。

参会嘉宾介绍了如何运用新型的压缩捆包方式和优

同时对再生浆的生产情况及其做为箱板瓦楞纸原料

化运输成本来降低再生浆运输成本。

使用时对成本的影响进行解读。

Fastmarkets RISI废纸分析师徐婉成与参会嘉

来自京东物流的包装规划负责人段艳健在浅谈

宾共同回顾中国再生纤维市场并对未来前景进行展

新时代电商物流包装发展 趋势的见解的演讲中，解

望。她介绍了近两年中国废纸上下游产业变化，并通

析了电商物流包装行业背景与挑战以及电商供应链

过供需、价格、成本等数据来定量分析中国再生纸生

包装正在经历的变革。绿色物流包装已成为一种“时

产原料结构的改变、以及未来纤维流动的再平衡。

尚”而包装也逐渐向个性化服务转变。

Ge mini公司纸业部负责人Shailesh Shan kar

Fastm arkets RISI包装纸高级分析师陈春杰

G o t h a l在度废纸市场潜力分析的演讲中，分享了印

从 外部环境变化、行业结构变化、市场趋势变化三

度纸业、市场规模、进出口状况介绍、原材料使用情

个层面与参会嘉宾共同探讨箱板瓦楞纸市场趋势走

况、政府政策以及机遇和挑战。

向。

在全 球 废 纸市场 如 何再 平 衡 的 论 坛环节中，

由Fast m arkets RISI箱板瓦楞纸高级分析师

主持人P P I A si a主编N i c k C h a n g与论坛嘉宾山

陈 春 杰主持的中国包 装 纸市场的 机 遇与挑 战的研

发日本 株式会社副社长蓝琼娥、泰盛国际欧洲公司

讨论坛中，参 会嘉宾京东物流包装规划负责人段艳

总经理陈强、苏伊士贸易C E O O l i v i e rT h o m a s、

健，上 海合和纸业董事长钟文国，内蒙古蒙牛乳业

G e m i n i公司纸业部负责人S h a i l e s h S h a n k a r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主管苗丛，太吉采购包装

G o t h a l共同就废纸政策对亚洲市场造成的冲击，尤

采购部总监谈冬芳共同就近两年箱板瓦楞纸市场变

其是对废纸供应商和亚洲客户造成的影响以及东南

化，在包装设计和选择以及产品经营做出的调整和

亚市场的评估展开探讨。

考虑因素；纸代塑；产品包装行业的发展方向及各自

大会第二天，华泰证券港股研究主管/港股原材

规划等话题发表见解。

料 研究主管王帅首先登台发表了题为后供给 侧改革

本次大会由博闻锐思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时代的中国包装纸行业展望的演讲。从供给 侧结构

（Fastm arkets RISI）主办，SC G公司和健华打包

性改革下的死而复生；巨大改革红 利时代后的行业

机制造（香港）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隐忧；需求为王下的行业再平衡和复苏三个层面分析
造纸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

2020年Fastm arkets RISI国际废纸及箱板瓦
楞纸会议拟定于明年同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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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展览会自2018年开始设立纸品展示区。今年
纸品展示区汇集了近50家造纸集团和企业的纸产品。
吸引了太阳纸业、华泰纸业、APP（中国）、山鹰国际、
中国纸业、亚太森博旗下多家纸业公司，以及银鸽实
业、江河纸业、潍坊恒联、四川永丰等众多知名制浆

上海
中国纸展

造纸企业展示其创新浆纸品牌产品。
10月10日，2019中国国际造纸创新发展论坛作为
本届展览会及会议的品牌活动同期举办。本届论坛由
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中国造纸杂志社承办。本届创新发展论坛上还举

2019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
及会议在上海胜利闭幕

行了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芬合著《造
纸及其装备科学技术丛书》结项成果发布仪式。
10月11日，由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有限公司、加拿大林产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10月10-12日，由中国造
纸协会、中国造纸学会和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

造纸杂志社承办的2019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作为展
览会的另一品牌活动也闪亮登场。

司联合主办，中国造纸杂志社承办的2019中国国际造

本届报告会是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重举行，

院有限公司首次与加拿大林产创新研究院合作，邀请

再次引发业界同仁对生态构建、融合发 展、智能制

到中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木质纤

造、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等造纸行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

维素工业化生物质精炼，纤维素长丝，秸秆化学机械

思考。

法制浆技术，玉米秸秆、竹子组分B i o A P精炼技术，

本届展会 仍坚持办成亚洲国际纸展中国际化程

纤维素生物材料，木质素，纳米纤维素，增材制造技

度高、参观观众专业的宗旨，
“展”、
“会”携手，亮点

术，L E E B IO T M生物质技术等制浆造纸领域最前沿的

频现，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家造纸装

技术研究与应用做了报告。

备制造、造纸化学品及与造纸相关的知名企业参展。

报告会聚焦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领域的研究，内

2019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于10月10日

容丰富，实用性强，为造纸行业的技术研究、工厂应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盛大开幕。行业领导、知名企业家

用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参考，将对造纸行业的资源高

以及中外参展商代表等领导、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效利用及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本届展会上，芬兰仍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参展，维
美德、福伊特、安德里茨、浙江华章、广东诚铭化工、
福建轻机、郑州运达等近200家造纸及相关行业极具
影响力的国内外公司参加了展览，涉及制浆造纸机械
设备、零部件、辅助器材、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各
类商品纸浆、纸及纸板；废纸及废纸利用技术、设备
等；造纸化学品；环保及综合利用新技术及设备；特
种纸原料及设备；包装材料及生产设备等。
为打造造纸企业推介新品、传播品牌的平台，最
大限度地增进制浆造纸装备 企业、制浆造纸企业、
纸浆及纸品贸易商与国内外包装等下游企业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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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
十省区

“十省区造纸装备新产品、新
技术交流会议”在聊城召开
本刊讯（赵琬青 报道) 在国内外造纸行业稳步
发展大背景下，为及时掌握造纸行业发展动态，加深

会秘书长郭丽君等及十省区造纸协会负责人、协办企

对造纸装备新产品、新技术的认识,提高造纸企业、

业主要领导参加会议。来自多省份的造纸及造纸相关

行业结 构调整、提 质增效的能力。同时，让 造 纸 装

企业近两百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备产业链中的企业之间交流更密切，紧跟“中国制造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秘书长刘德新主持会议，

2025”的步伐,加快新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实

山东省轻工机 械协会理事长钟侠瑞致欢迎辞，对远

现造纸企业“百花齐放”新局面，共同推动我国造纸

道而来参加技术交流会的嘉宾代表表示感谢，同时总

装备行业持续发展。10月23日—10月24日，
“十省区造

结了2018年造纸行业情况。

纸装备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议”在山东聊城召开。

中国造纸学会曹振雷理事长就中美贸易战背景

此次大会由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与广东、广西、

下，造纸机械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了精彩的演

河南、河北、四川、浙江、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

讲报告；中国轻工机械协会王欣副会长兼秘书长围绕

十省区造纸协会主办，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山东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发展”进行的

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福华造纸装备有限

主旨报告，就轻工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意义、合作

公司、滕州力华米泰克斯胶辊有限公司、山东造纸机

情况、
“一带一路”国家轻工产品进出口情况等进行了

械厂有限公司、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分析。

山东章丘市大星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山东聊城凯恩机

会上，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欧佩德

械设备有限公司、山东省第二轻工业机械厂、A B M（山

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章丘市大星造纸机

东）有限公司协办，中华纸 业杂志社为媒体支持单

械有限公司、山东省第二轻工业机械厂、A B M（山东）

位。

有限公司、山东奥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石家庄金士

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曹振雷，中国轻工机械协会

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热尔热工设备有限公司等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欣，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中

优秀企业就自己的先进技术及成果与参会代表进行

华纸业杂志社社长王泽风，中国轻工机械协会纸及

了充分的经验交流。

纸制品装备分会会长、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田立忠，中国轻工机 械协会纸 及纸制品装备 分

会议交流结束后，参会代表集体乘车参观了中冶
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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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四川制浆造纸行业总产量增长和增速依然位
于全国前列，但受中美贸易争端、汇率变化及环保管
理力度 加大等问题的影响，四川制浆造纸企业生产
和运行困难加大，经济效益下滑。尤其是纯制浆企
业和包装纸 板生产企业，由于废纸和纸浆市场波动

成都

较大，成品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压缩严重，部分企业

四川造纸协会

出现亏损，局面比较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四川省制
浆造纸企业正在进一步加强技术装备改造，提升管
理水平，加大环保投入，同时团结一致，抓好竹浆生
活用纸的有序发展，加强特色“竹浆纸”团体品牌的
推广和团体 标准的制定。范谋斌还 表示，本次四新
技术会的召开，正是在这种行业背景下，将研讨主题

聚焦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
四川造纸行业“2019·四新技术”
交流推广会在成都召开

选定为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邀请了8家技术领先的
企业进行专业交流，希望通过新技术和新装备的运
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共渡难关。
开幕式后的技术交流推广会议由四川省造纸行
业协会副会 长、四川省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罗建雄主持。

本刊讯（杨晨鸣 报道) 由四川省造纸行业协

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华

会和四川省造纸学会主办的四川省造纸行业“2019·

南理工大学李继庚教授在其《造纸工业新一代智能

四新技术”交流推广会，2019年10月31日在成都成功

制造与实践》的主题演讲中，展望了面向2035年的纸

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欧佩 德昌华华林造纸 机 械有

业智能制造技术路线图，对比阐述了造纸企业新一

限公司和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得到了广

代智能制造平台的架构体系，同时介绍了相关的实践

州博依特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

和应用。

限公司、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热

来自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业集团工

尔热工设备有限公司、四川四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厂自动化部的造纸行业经理柴琳，介绍了西门子最

陕西炳智有限公司的支持。广东、山东、江苏、浙江、

新的制浆造纸行业智能制造 解决 方案。她 表示，西

河南、河北、福建、广西等省（区）造 纸、轻机协会
（学会）的行业组织负责人或代表，四川相关政府部
门、协会学会的领导和会员单位，以及四川省主要纸
浆造纸企业的代表，共约17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
华纸业杂志社作为会议支持媒体应邀参加会议。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四川省
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罗福刚主持会议
开幕式，并介绍了《本色竹浆》四川省地方标准转为
《本色竹浆》团体标准的情况。
四川省造 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四川省造 纸
学会理事长范谋斌在开幕式上致辞，同时还介绍了
四川省造纸行业近 期的运行情况。他表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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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子最新的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支持企业实现涵盖

化的处理思路，采取更具专业性的处理技术与处理

整个 价值链的整合及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能通过数

方案。

字化和智能化帮助制浆造纸企业解决常见的能耗问

广州热尔热工设备有限公司技术总工闫有斌的

题，帮助企业实现 跨工厂全数据 链打通，提升 管理

演讲题为《纸机干燥部节能节水环保成套系统领先

效率。

技术》。他介绍这项技术是针对纸 机干燥部气罩通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王士玉的演

风系统，采用新一代热回收成套系统，其作用是尽可

讲报告为《中国“芯”磁悬浮鼓 风 机（真空泵）助力

能的回收造纸机气罩通风系统产生的余热和余湿，

环保治理节能增效》。他介绍了公司研发生产的以磁

从而节省能源，对改善造纸工艺也起到一定作用。

悬浮轴承技术为基础，整合4大核心技术的磁悬浮鼓

四川四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兵，介绍

风机，结合在企业的应用实践，展示了磁悬浮鼓风机

了已获国家发明专利的“一种利用制浆造纸白泥生

省电省力省心的性能。

产粉煤灰的专利技术”。据介绍，该专利技术作为一

山东欧佩 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

套白泥处理再利用技术方案，可实现制浆造纸企业

理李钦铎在《节能电机及造纸装备》的演讲中，先是

白泥“零排放”，并成功转化为建筑环保材料（粉煤

介绍了传承昌华53年历史的新昌华的新理念和新形

灰）。

象，他表示欧佩 德昌华将整合技术、专利、人才、资

陕西炳智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升朝的演讲报

金和管理优势，做全球节能纸机的领导者，为造纸企

告为《非木浆高速卫生纸 机热管理系统 之设计特

业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服务。

性》。他通过分析造纸热管理的“一进四出”原则和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总

卫生纸机热能成本及利用的现状，重点对比木浆和

涂辉，介绍了《高浓度含 钙造纸 废水处理集成新技

非木浆 卫生纸 机 用热的主要区别，总结了非木浆 卫

术的开发与应用》。他重点介绍了针对厌氧系统颗粒

生纸 机热管理的要点，并分享了相应技术措施和应

污泥钙化问题突出的高效抗钙化U C A R厌氧技术，他

用实例。

表示工业三废治理领域正更加细分，企业必须采取
“污染物前端控制＋末端污染治理相结合”的集成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欧佩德之夜欢迎晚宴和亿昇
（天津）欢庆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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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为山东省大学生纸与造纸科技创新创意大赛获奖
选手颁奖。

泰安
山东造纸学会

曹振雷理事长与刘德军所长就行业发展与前景、
当前经济形势等热点问题作了综合性、前瞻性报告；东
顺集团副总裁陈树法作了企业发展典型经验交流，代
表了山东造纸企业尤其是生活用纸企业生存、发展之
道；孔凡功介绍了山东造纸学会2019年第一次理事会
的会议情况以及学会两年来的进展及所做的工作。

校企创新驱动 绿色纸业发展
山东造纸2019年学术年会
在东顺集团举行

25日下午，会议由山东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张金声
主持，举行了专题讲座和技术交流。陈嘉川作了“创
新驱动 绿色发展 农纸结合——推动原料结构再调
整”报告，具体介绍了秸秆生物机械法制浆的先进技
术，他强调了“农纸一体化”的重要性，并预测原生浆

本刊讯（郝永涛 报道) 10月24-25日，山东造纸

中木浆、非木浆将平分秋色；山东优派特造纸机械有

2019年学术年会在东顺集团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中国

限公司总经理郑金涛分享了热喷涂在造纸设备中的

造纸学会理事长、中国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主任曹振

应用；为避免塑料海洋污染，山东恒联新材料股份有

雷，山东造纸学会理事长、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限公司绿色纤维项目部经理贾锋伟介绍了新溶 剂法

学院）校长（院长）陈嘉川，东平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纤维素材料的产业化开发，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玉，山东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

司技术中心主任张伟介绍了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

长、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王泽风，东顺集

的研发情况；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树明和来自晨鸣纸业、华泰纸

陶希霞分享了制浆造纸用水封闭循环技术；亚太森博

业、太阳纸业、世纪阳光纸业、泉林纸业等5家副理事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高级经理曲刚

长单位的代表，以及省内外造纸及相关企业共计50多

分享了与社区共建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实践；齐鲁工

个单位的代表出席活动。中华纸业杂志社受邀参会。

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10月24日下午，山东造纸学会召开了2019年第二

王强分享了纤维素酶在溶解浆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次常务理事会会议；25日一早，泰安市委副书记、东

本次会议结合宏观经济对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分

平县委书记曲锋会见了曹振雷、陈嘉川、王泽风等参

析，内容涉及环境保护、装备、新产品、生物质材料等

会领导。

课题和领域。虚实结合，内容丰富，触及行业发展的

25日上午，山东造纸学会秘书长、山东省造纸研
究设计院副院长孙平主持了会议。陈嘉川校长在活动
上致辞，对出席山东造纸学术年会的各位领导、专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详细介绍了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基本情况，并讲到广大造纸科技工作者肩负
着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和
创新驱动的理念，推动造纸工业转型升级，迈入高质
量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
仪式上，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
家重点实验室与东顺集团签约；陈嘉川为东顺集团董
事长陈树明颁发齐鲁工业大学客座教授聘书；与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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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和销
售部经理朱乐斌先生和山东太阳纸业产品经理邹力
量先生联合 做了题为如何面对纤维原料短缺带来的
挑战的报告。

无锡
凯登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叶英
旭先生做了题为改善纸机运行性能及成本表现的专
题报告。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
理P at M c E n r o e先生介绍了凯登制浆的最新的改进
型压力筛技术。来自银州纸业的徐文辉主任作为凯登

“凯登制浆造纸技术研讨会”
在无锡成功举行

技术的客户代表分享了银州纸业的开机经验。
来自凯登凯登M-clean公司的烘干部织物技术经
理Werner Michael Raschka先生介绍了M-clean干
网清洗技术与市场上其他的清洗技术的不同，而这些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10月8日，由凯登约翰逊

细节的不同才决定了M-clean技术的卓越的性能。

（无锡）技术有限公司和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

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刮刀业务技术

公司共同主办的“凯登制浆造纸技术研讨会”（以下

销售经理夏晓勇先生介绍了在苛刻的原料工况下纸机

简称“研讨会”）在无锡太湖之滨成功举行。研讨会

刮刀系统运行性能的优化方案。

荟聚了来自凯登美国、欧洲和国内的制浆造纸专家，

研讨会还特别安排与会嘉宾参观了凯登约翰逊

以全球化的视野、前瞻性的思维探讨了提高纤维利

（无锡）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厂。凯登约翰逊（无锡）技

用率、能源节约、生产效率和质量改善等行业热点话

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作为最早一批在中国建立

题。

技术中心的生产基地、最早实行实行本地化管理、生

中国造纸协会赵伟理事长及来自行业70余家造

产和服务的美国独资企业之一，凯登约翰逊无锡公司

纸企业的企业领导、技术高管和来自凯登美国、欧洲

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引进、开发和推出中国造纸行业

和国内的制浆造纸专家约150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

所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与会嘉宾也通过实地考察

上，赵伟理事长与企业代表们探讨了节能及优化运行

认识到了服务中国造纸工业20年，为行业节能降耗和

性能等行业问题。
《中华纸业》作为特邀媒体参加了

提速增效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的约翰逊P T X旋转接

会议。

头、高效热泵、刮刀及喷淋产品是在如何的严格的管

研讨会由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理下被生产出来的。

单翔年先生和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作毅先生主持。凯登公司总裁Jeff先生致辞，Jeff
先生表示今年是凯登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第20年，在这
20年里，凯登公司将最好的技术带来中国，而中国也
成为凯登公司发展最重要的市场。Jeff先生还表示虽
然目前中美正在经历贸易战，但凯登公司服务中国市
场的热忱和决心不会降低，中国依然是凯登公司发展
最核心的市场。
美国凯登约翰逊公司总裁Wes Martz先生就改善
烘干部的能源利用和管理的话题做了专题报告。
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作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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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务表现时，朱向东介绍，
“维美德中国的业务也
取得了新发展和新突破，特别是在能源环保业务上；
此外，我们在中国的服务业务近年来也一直保持了持
续的快速增长。”

济南
维美德

“维美德的愿景是成为全球最好的服务供应商。
我们所推出的“同舟共进，扬帆未来”的服务模式，旨
在同客户共建长期的伙伴关系。未来的服务趋势是协
议服务、外包服务，最近几年维美德的相关订单都保
持将近20%的涨幅。”维美德中国区服务业务线副总裁

2019年维美德媒体见面会
在济南召开

肖云峰谈维美德服务的发展。
“维美德近年来研发费用持续增长，其中新增的
部分基本都投入在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解决方案方
面，全球目前已经有很多商业化的应用。通过大数据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10月30日，2019年维美

运行中心提供给客户的远程专家服务，国内客户已有

德媒体见面会在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包括中华

体 验。”维美德中国区自动化业务线副总裁张彦川谈

纸业杂志社在内的10余家行业媒体及山东媒体代表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参加了见面会，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携中国区业
务线主要负责人出席了见面会。

“针对目前高品质纤维原料短缺，市场需求减
少，维美德推出了一系列新技术能够帮助客户适应当

围绕维美德的最新发展，以及维美德在创新和

前较差的回收纤维原料，在低能耗、少人工的情况下

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朱总首先向媒体代表

生产高强包装纸板。”维美德中国区销售总监周周提

做了分享；针对 媒体提问，维美德中国区管理团队一

及维美德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希望媒体关注他在纸

起向媒体代表进一步讲解了维美德最新服务理念，技

业发展大会上的详尽发布。

术与研发以及维美德在工业互联网应用上的成功案

“维美德今年被评为芬兰工程专业最具吸引力
就业公司第二名，以及2019中国典范雇主-员工关爱

例。
“维美德一直专注于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始终

典范。我们培养、关爱、发展员工，人才的可持续发

同广大客户以及行业媒体一起“同舟共进”，积极应

展是维美德公司360度可持续发展纲要的重要组成部

对挑战，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共同推进产业向高而

分。”维美德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高丽君分享了维美

生！”维美德中国区市场与传播副总裁刘靖伟致欢迎

德的人力资源管理。

辞。
“在我看来，造纸行业虽不是朝阳行业，但也绝
不是夕阳行业，造纸行业是基础工业，等同于水泥钢
铁等原材料行业，不可或缺！我们在座的都很荣幸参
与推动了中国造纸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我们也
有责任继续推动中国造纸行业的转型升级。”维美德
中国区总裁朱向东开场致词。
“维美德2019年前三季度订单形势良好、利润持
续改善，新增订单增长10%达到29.76亿欧元(去年同
期26.96亿欧元)；另外，过去12个月，维美德已订单达
到40亿欧元，开启维美德的历史新高。”在谈到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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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纸机为主，努力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纸机企业，向
国际舞台积极迈进。同时提出要生产造纸行业的“高
铁”——6.6米幅宽、车速1300米/分钟的纸机的宏伟
目标，实现真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全球节能纸
机领导者”！并要求属下两家集团：汉宇集团和欧佩

聊城
欧佩德昌华华林

德集团的全 体员工，向华为公司学习：成为一个坚强
的公司，成为一个业绩优秀的公司，成为一个共和国
的栋梁公司，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司！
欧佩德集团副总经理、山东欧佩德昌华总经理王
国清先生也表达了强烈的决心和信心，秉承“做全球
节能纸机的领导者”的企业宗旨，号召全体参会的配

做“全球节能纸机领导者”！
欧佩德昌华厂庆庆典筑梦起航

套厂家企业为造中国最好的纸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为中国纸机早日成为世界先进纸机贡献自己的力量！
厂庆典礼上，欧佩 德昌华和齐鲁工业大学及陕
西科技大学举行了“校企合作”的揭牌仪式。两家高

本刊讯（赵琬青 报道) 金秋是成熟的季节，金

校将在山东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建立

秋是收获的时刻。在富有神韵和魅力的江北水城，欧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

佩德昌华的员工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因为山东欧

造纸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基地”，
“陕西科技大学高素

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跨越了自己生命的首

质人才培养基地”。

个年头，迎来周年厂庆庆典活动的隆重举行。
10月23日，山东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厂庆庆典活动在江北水乡—聊城的蓝海禧华大酒

揭牌仪式后，欧佩德昌华与山东天河纸业等多家
造纸企业举行了签约仪式。欧佩德昌华收购山东昌华
土地、资产现场签约仪式也同时进行。

店及公司本部隆重举行。本次庆典以“秉承53年造纸

庆典仪式结束后，参会嘉宾乘专车赴公司参观，

机械行业历程 与您相伴再续辉煌”为主题，展示了

在石华山董事长的带领和讲解下，大家一起参观了公

欧佩德昌华从创业到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及对未来

司的办公区、生产车间、理化试验室等，进行了现场

宏伟蓝图的展望。

观摩，共同感受企业文化。

厂庆活动得到了当地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大力支
持，聊城市东昌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培国，中国轻

厂庆庆典活动在和谐、激动人心的气氛中取得了
圆满成功！

工集团副总裁、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博士曹振雷，山
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会长王泽风 及全国各省行业协会的领导、各省市大
型造纸企业的负责人出席活动，相关产业的配套供应
厂家以及中华纸业杂志社、中国造纸杂志社等行业媒
体共计300人左右参会。
庆典上，汉宇集团、欧佩德集团公司董事长石华
山先生的诚挚致辞与详细介绍道：经过50多年的历
练，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欧佩德昌华在不
断完善和强化企业品牌经营战略，将质量和服务作为
企业长远的根本，实施科技和管理的共同创新，以大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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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增价减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据统计，9月份

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下滑0.83%至
92.00点，物量总指数环比上涨2.08%至80.63点。其
中，漂针木浆、漂阔木浆和本色浆市场成交量均环
比上涨，而市场成交价均环比下滑。

49.3%
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
示，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比
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10月份，制造业生产总体保
持扩张态势。当月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0.8%，虽比上
月回落1.5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

9月份 漂 针木浆价 格 指 数环比下 降 0 .6 3 %至
94.80点，物量指数环比上涨2.62%至84.89点。9月，
随着造纸行业进入传统旺季，国外部分浆厂计划
性减产利好消息传出，贸易商对针叶浆现货价格提
涨意向增强，部分企业对针叶浆价格试探性小幅报
涨，但下游终端需求较为有限，客户对高价位纸浆
拿货积极性不高，且今年市场旺季需求明显弱于往

9287.5万吨
今年1-3季度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逐渐增
长，今年9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为1085.6万
吨，同比增长6.4%。今年1-3季度全国机制纸及纸
板产量为9287.5万吨，同比增长2.5%。

年，浆价上涨动力受限，实单成交价并未有明显波
动，整体呈窄幅震荡趋势，业者尚处观望状态，月
底，漂针木浆主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550
～4600元/吨。外盘方面，9月份智利Arauco银星报
价持稳，面价590美元/吨；俄罗斯llim针叶浆海运
面价下调至570美元/吨。9月份，下游纸张市场迎来

14885.66亿元
2019年1-8月造纸及纸制品业汇总企业单位数
6630家，亏损企业数1293家，利润总额14885.66亿
元，同比增加3.35%。

涨价潮，受明年春季教辅订单备货影响，文化用纸
市场旺季需求尤为明显，下游纸企补库热情有所提
升，接货意向较高。受此影响，针叶浆现货市场成
交量较上月有所增加，但现货价格并未有所提涨，
主要由于主港地区木浆库存量持续处于历史高位
水平，去库存缓慢压制针叶浆现货价格反弹，短期

40.589万吨
2019年10月17日，固废中心公布的2019年第13
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共计废纸核定进口
总量为40.589万吨。

内预计针叶浆现货市场行情或将维持震荡整理。

2113亿元
日前，中国包装联合会公布了《2019年9月纸和
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经济运行简报》。据显示，1-9月
份，全国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行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2113.21亿元，同比下降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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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

14家中国企业上榜全球纸业75强
美国paper360公布全球纸业75强名单。14
家中国企业进入75强，6家进30强，中国纸业替
代岳阳林纸第一次进入榜单。玖龙纸业排名中
国企业第一，14家企业中有11家的营业收入同
比都有所增长，其中华泰纸业、山鹰国际、理
文造纸和玖龙纸业的营收增速都超过了30%。

联盛纸业上榜“2019福建企业100强”
10月24日，2019福建企业100强研究发布
暨福建企业家高峰论坛大会发布“2019福建企
业100强、福建制造业企业100强、福建服务业
企业100强”榜单。其中，漳州市联盛纸业(龙
海)有限公司上榜“2019福建企业100强”！据
了解，联盛纸业目前已建成5条生产线，年产能
达200万吨。

恒 安 集团 荣 膺“新 中国7 0 周 年7 0 品
牌”
10月15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品牌盛典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恒安集团获颁“新中
国70周年70品牌”荣誉。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运营中心副总裁许清池出席颁奖
仪式。
该活动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等国家部委为指导单位，
中央电视台、中国广告协会为主办单位，旨在回
顾梳理和表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杰出品
牌，以此致敬伟大时代，推动中国品牌长足发
展，走向世界。

Focus

关 注

法院公告：山东纸业巨头泉林集团将
破产重整
10月19日，山东高唐县人民法院在人民法
院公告网披露，关于高唐县金城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对泉林集团破产重整一案，该院
决定采用竞争性遴选 方式指定破产重整管理
人。天眼查数据显示，泉林集团的运营主体是
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5月，注
册资本约为10.67亿人民币。而此次泉林集团
破产重整的提请方金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背后的大股东是高唐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持有其90.91％的股份。

法院公告：宁夏紫荆花纸业有限公司
破产
据宁夏永宁县人民法院公告，宁夏紫荆花
纸业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于2019年10月30日
破产。该企业是我国大型秸秆制浆造纸企业，
主导产品是本色纸系列产品。

嘉兴大洋纸业正式宣布关停
据报道，位于沈荡镇的嘉兴大洋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宣布关停，本次嘉兴大洋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停，共计遣散职工601人。

海南省抽检出不合格生活用纸产品
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全省
生活用纸产品进行了省级监督抽查。本次省级
监督抽查涉及13家生产企业20个批次样品，抽
检生活用纸产品合格率为95%，检出海南文腾
纸业1个批次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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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纸业发展报告
⊙ 王钦池

在全球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均放缓的背景下，2018年
全球纸业市场表现疲软，纸浆增速下降，废纸回收量、纸和纸板
产量均明显下滑；纸浆贸易近十年来首次下滑，废纸贸易延续下
滑趋势，纸和纸板贸易量增速明显放缓。

□作者介绍：王钦池先生，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刊特邀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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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年全球经济未能延续2017年的强劲势头，G D P增长3%，比2017年下降0.13个百分点；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增长3%，增速明显放缓。在上述宏观经
济背景下，2018年全球纸浆产量增长1.49%，实现连续五年增长，但是增速比2017年下降0.2个
百分点；废纸回收量下降1.94%，是近二十多年来首次下降；纸和纸板产量下降1.92%，是近五年
来首次下滑。与全球贸易总体态势一致，纸业贸易呈现明显下滑态势。纸和纸板出口量同比增长
0.79%，增速仅为2017年的三分之一；纸浆出口量同比下降0.24%，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废纸
出口量延续了2017年的下滑趋势，同比下降0.89%。总地看，2018年全球纸业发展与全球宏观经
济形势一致，表现明显的疲软态势。见表1。

2

纸浆

2.1

纸浆生产
2018年全 球 纸浆产量为19205万吨，比2017年增长1.49%。从分大洲情况看，非洲（149.1

万 吨）、北美洲（6 4 61.8万 吨）、大洋洲（29 6.3万 吨）的纸 浆产 量均比 2017年 有所下滑；拉美
（3071.7万吨）、亚洲（4487.2万吨）、欧洲（4738.8万吨）则实现了增长。见表2。
从分国家情况看，纸浆产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美国（4837.1万吨）、巴西（2114.8万吨）、中国
（1794.6万吨）、加拿大（1624.7万吨）和瑞典（1151.0万吨）；其他产量较大的国家有芬兰、印度
尼西亚、俄罗斯、日本、印度等。见表3。
2.2
表1

纸浆贸易

全球经济和纸业增长

表3

年份

GDP
/%

纸浆产量
/%

废纸回收
/%

纸和纸板产量
/%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3.11
2.51
2.65
2.84
2.85
2.57
3.17
3.04

1.07
-2.42
-0.95
1.71
0.11
1.17
1.68
1.49

1.78
0.88
0.56
3.54
0.37
0.96
1.56
-1.94

1.96
-0.25
-0.57
1.82
0.59
0.55
1.27
-1.92

表2

主要国家纸浆产量

国家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美国
巴西
中国
加拿大
瑞典
芬兰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日本
印度

4837.1
2114.8
1794.6
1624.7
1151.0
1089.2
909.2
922.7
864.5
621.3

4832.7
1959.0
1674.4
1633.9
1164.6
1068.2
864.5
908.7
875.7
612.7

分大洲纸浆产量

表4

地区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国家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149.1
6461.8
3071.7
4487.2
4738.8
296.3

161.5
6466.6
2903.4
4366.4
4721.9
302.9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分大洲纸浆贸易

出口/万吨

进口/万吨

2018

2017

2018

23.3
1627.1
2061.7
566.9
1618.7
94.7

23.3
1665.8
2071.8
567.4
1584.0
94.7

76.2
571.7
194.0
3202.9
1901.5
34.8

2017

净出口/万吨
2018

2017

-52.9 -53.0
76.3
562.5 1055.5 1103.3
195.2 1867.6 1876.6
3204.3 -2636.1 -2637.0
1934.2 -282.9 -350.2
59.9
59.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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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纸浆贸易量（按出口计）达到5992万吨，比2017年下降0.24%。拉美、北美和大
洋洲是纸浆净出口地区，其中拉美的纸浆净出口量为1867.6万吨；北美洲为1055.5万吨，大洋洲
为59.9万吨。亚洲、欧洲和非洲是纸浆净进口地区，其中，亚洲的净进口量为2636.1万吨，欧洲
为282.9万吨，非洲为52.9万吨。见表4。
从分国家的情况看，纸浆进口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中国（2580.7万吨）、美国（537.1万吨）、
德国（429.5万吨）、意大利（344.1万吨）、法国（199.4万吨），其他进口量较大的国家还有韩国、
表5

主要国家纸浆进口量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中国
美国

2580.7
537.1

2469.3
528.3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韩国
日本
荷兰
土耳其
波兰

429.5
344.1
199.4
193.5
170.8
145.1
121.0
117.9

344.1
200.0
193.5
170.8
135.1
122.4
108.3
103.1

国家

表6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中国
美国

5309.1
4778.8

5655.1
4762.7

日本
德国
韩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巴西
墨西哥

2069.4
1507.0
847.1
754.7
693.8
514.4
506.3
478.4

2109.4
1523.7
884.5
777.2
729.0
499.4
495.6
462.2

表9

国家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巴西
加拿大
美国
印尼
智利
芬兰
瑞典
乌拉圭
俄罗斯
德国

1361.4
924.9
702.2
492.7
439.2
391.5
325.2
253.9
226.7
107.2

1335.2
950.7
715.1
445.4
449.2
349.8
303.5
264.1
225.9
123.2

地区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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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废纸回收量

国家

主要国家纸浆出口量

表7

28

表8

分大洲废纸回收量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222.8
5048.8
1300.4
9956.1
6061
345.8

223.3
5032.7
1293.8
10370.8
6099.3
368.7

地区

分大洲废纸贸易

出口/万吨
2018

2017

进口/万吨
2018

非洲
23.1
39.7
39.7
北美洲
2104.6 2081.1 214.3
拉丁美洲 101.9 101.1 192.7
亚洲
802.4 798.7 3845.7
欧洲
2445.4 2524.5 1608.6
大洋洲
0.7
171
171

表10
国家
中国
德国
印度
荷兰
印尼
韩国
越南
奥地利
泰国
墨西哥
加拿大

2017

净出口/万吨
2018

16.6
16.6
23.1
169.7 1890.3 1911.4
192.7 -90.8 -91.6
3845.7 -3043.3 -3047
903.1
1621.4 836.8
170.3
170.3
0.7

主要国家废纸进口量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1777.8
490.8
334.5

2684.9
482.7
328.5
290.2
219.2
145.5
145.0
121.0
149.9
149.3
80.0

253.7
219.2
195.3
161.8
157.0
145.5
142.5
139.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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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荷兰、土耳其、波兰。纸浆出口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巴西（1335.2万吨）、加拿大（924.9万
吨）、美国（702.2万吨）、智利（449.2万吨）、印尼（445.4万吨），其他出口量较大的国家还有芬
兰、瑞典、乌拉圭、俄罗斯、德国等。见表5和表6。

3
3.1

废纸回收
废纸回收量
表11

2018 年全 球废纸回收量为22935
万吨，比2017年下降1.94%。从分大洲
的情况看，北美洲（50 4 8.8万 吨）、拉
丁美洲（1300.4万吨）的废纸回收量比
2017年略有增长；非洲（222.8万吨）、
亚 洲（9 9 5 6 .1万 吨）、欧 洲（6 0 61万
吨）、大洋洲（345.8万吨）则有不同程
度的下滑。见表7。
从 分 国 家 的 情 况 看，废 纸 回 收
量 最 大 的 五个 国 家 是 中 国（ 5 3 0 9.1
万 吨 ）、美 国（4 7 7 8 . 8 万 吨 ）、日本

主要国家废纸出口量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美国
英国
日本

1902.5
454.0
347.9

1828.9
473.3
373.4

荷兰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时
澳大利亚
中国

292.1
277.8
252.3
202.1
186.7
175.1
138.5
99.5

274.2
292.7
289.7
252.2
186.7
159.5
136.9
96.1

国家

（2069.4万吨）、德国（1507.0万吨）、
表12

韩国（847.1万吨）；其他废纸回收量较
大的国家还有英国、法国、意 大利、巴
西、墨西哥等。见表8。
3.2

废纸贸易
2 0 1 8 年 全 球 废 纸 贸 易 量（ 按 出

口 计）为 5 6 6 5 万 吨 ，比 2 0 1 7 年 下 降
0.89 %。从分大洲的情况看，非洲、北
美、欧洲和大洋洲是废纸净出口地区，

分大洲纸和纸板产量

地区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309.5
8100.6
2230.4
18930.3
10628.8
395.8

347.4
8200.3
2200.9
19663.1
10583.3
396.7

其中非 洲 的 净出口量 为16.6 万 吨，北

表13

美为1890.3万吨，欧洲为836.8万吨，

主要国家纸和纸板产量

大洋洲为170.3万吨；拉美和亚洲是废

国家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纸净进口地区，其中亚洲的净进口量为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印尼
韩国
芬兰
巴西
加拿大

10840
7086.4
2605.6
2266.6
1496.1
1215.3
1152.9
1054.4
1043.3
1014.2

11535
7204.5
2654.4
2292.5
1496.1
1167
1109.1
1027.6
1047.1
995.8

3 0 43.3万 吨，拉美为 9 0.8万 吨。见 表
9。
从 分 国 家 的 情 况 看，废 纸 进 口
量 最 大 的五个国家是中国（17 7 7.8 万
吨）、德国（490.8万吨）、印度（334.5
万 吨 ）、荷 兰（ 2 5 3 . 7 万 吨 ）、印 尼
（219.2万 吨），其他 进口量较大 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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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国家

出口/万吨
2018

2017

分大洲纸浆贸易
进口/万吨
2018

2017

家 还 有奥 地 利、泰国、墨西 哥、韩国、越南、加 拿 大 等。
净出口/万吨
2018

2017

非洲
515.8 515.3 -438.4 -437.9
77.4
77.4
北美洲
696.5
1901.9 1881.7 1221.8 1185.2 680.1
拉丁美洲 341.4 342.2 964.4 964.3
-623 -622.1
亚洲
2212 2197.9 3096.0 3092.3 -884 -894.4
欧洲
6950.9 6893.5 5516.4 5556.0 1434.5 1337.5
大洋洲
-21.4
-21.4
169.5 169.5 190.9 190.9

废纸出口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美国（1902.5万吨）、英国
（454.0万吨）、日本（347.9万吨）、荷兰（292.1万吨）、德
国（277.8万吨），其他出口量较大的国家还有加拿大、意
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中国等。见表10和表11。

4

纸和纸板

4.1
表15

主要国家纸和纸板进口量

纸和纸板生产
2018年全球纸和纸板产量为40595.5万吨，比2017年

国家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下降1.92%。从分大洲的情况看，拉美和欧洲的纸和纸板

德国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英国
法国
墨西哥
波兰
印度
比利时

1161.1
953.8
841.4
531.4
507.5
472.8
433.2
429.0
388.2
370.4

1183.6
917.1
630.4
518.3
550.2
480.7
387.3
416.9
352.3
364.8

吨，增长1.34%；欧洲为10628.8万吨，增长0.43%。其他大

表16

主要国家纸和纸板出口量

国家

2018
/万吨

2017
/万吨

德国
美国
芬兰
瑞典
加拿大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奥地利
法国
比利时

1438.5
1153.3
1003.4
922.9
748.6
659.6
454.6
423.3
388.5
378.2

1427.0
1160.7
978.2
940.1
721.1
746.1
435.0
415.0
402.2
401.1

产 量实现了增长，其中拉美的纸 和纸 板产 量为2230.4万
洲的产量均下滑，其中非洲的纸和纸板产量为309.5万吨，
同比下降10.91%；北美洲为810 0.6万吨，下降1.21%；亚
洲为18930.3万吨，下降3.735；大洋洲为395.8万吨，下降
0.21%。见表12。
从分国家的情况看，纸和纸板产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
中国（10840万吨）、美国（7086.4万吨）、日本（2605.6万
吨）、德国（2266.6万吨）、印度（1496.1万吨），其他产量
较大的国家还有韩国、印尼、芬兰、巴西、加拿大等。见表
13。
4.2

纸和纸板贸易
2018年全 球 纸和纸 板贸易量（按出口计）为11653万

吨，比2017年增长0.79%。北美和欧洲是纸和纸板净出口
地区，其中北美净出口量为68 0.1万 吨，欧洲为143 4.5万
吨。非洲、拉美、亚洲和大洋洲是纸和纸板净进口地区，
其中非洲的进口量为438.4万吨，拉美为623万吨，亚洲为
884万吨，大洋洲为21.4万吨。见表14。
从分国家的情况看，纸和纸板进口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
德国（1161.1万吨）、美国（953.8万吨）、中国（841.4万吨）、意
大利（531.4万吨）、英国（507.5万吨），其他进口量较大的国

家还有法国、墨西哥、波兰、印度、比利时等。纸和纸板出口量最大的五个国家是德国（1438.5万吨）、美
国（1153.3万吨）、芬兰（1003.4万吨）、瑞典（922.9万吨）、加拿大（748.6万吨），其他出口量较大的国
家还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等。见表15和表16。
注：本报告基础数据来自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部分数据是估计数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包含中
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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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2届中国纸业发展论坛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郭永
新发表了题为“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策”的主题报告。报告从形势
怎么看、我们怎么办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对策。

中国纸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策
⊙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郭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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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7月份曾经预计中国2019年GD P增速

形势怎么看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为6.3%。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 表示，
6.3%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见图2。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政

据世界 银行10月份预测，2019年全 球经济增长率

策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

为2.5％，与1月预期的2.9％相比有所恶化，比6月份预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

测再度调低。

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

中央 政 治局指出，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新的风

及时采取对策。

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1.1

总体宏观经济形势

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步推

己的事。

进。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分季度看，

今 年1～9月份，规 模以 上工业 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

77.67万亿元，同比增长4.5%。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6.0%。见图1。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933.5亿元，同比下降2.1%。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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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

2019年1～9月份轻工行业营业收入、利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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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前 三 季 度，全 国 规 模 以 上 工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能占到40%？没有，到前200家企业占我们的利润24%，

5.6%，处于年度5.5%～6%的预期目标区间，反映工业

前100家占22%，前200家占24%，也就说明了钱主要集

结构调整和新动能成长的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见图3。
1.2

轻工业形势

表1

全国轻工产业集中度提高、利润进一步向头部集中

与上 游 重化 工业 相比，轻 工业 发 展 形 势良 好。生
产稳中有增，结构调整有序；利润快速增长，运行质量
提升；出口增势平稳，结构更趋均衡。轻工业韧性特征
显著，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显，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为“稳外贸”做出重大贡献。
轻工业各项经济数据正增长，高于全国水平。今年
1～9月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营业收入14.59万亿，同比
增长4.07%（低于全国工业0.43个百分点）；利润总额
9087.52亿元，同比增长9.18%（高于全国11.49个百分点
11.28百分点）；利润率达到6.24%（高于全国工业0.33个

行业名称

十强企业利润
占行业比重/%

制笔行业
酿酒行业
家电行业
钟表行业
电动自行车行业
造纸行业
自行车行业
乐器行业
体育用品行业
文教用品行业

144.59
67.64
63.08
56.86
43.55
37.67
35.90
35.12
34.36
33.97

行业名称

十强企业利润
占行业比重/%

日杂行业
发酵行业
制鞋行业
添加剂行业
化妆品行业
陶瓷行业
皮革行业
工美行业
家具行业

25.52
24.66
24.14
22.62
11.71
5.75
2.09
1.46
1.37

百分点）。轻工业利润增速高于营业增速5.11个百分点。
今年1～8月份，轻工业实现出口额同比增长6.34%
（高于全国5.94 个百分点），轻工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
27.2%。
轻工业利润同比增长近10%，大部分行业增速超过
10%。今年1～9月份，在轻工20个主要行业中，有13个行
业利润增速超过10 %。家电、食品、酒饮料等行业主动
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产品科技含量高，利润增长较快，
其中家电行业利润增长14.92%，酒和饮料制造业利润
增长17.57%，食品制造业利润增长12.55%。见图4。
受多重因素 影响，全国轻工业 规模以上 企业数 从
2018年的11.31万个，下降到当前的10.65万个，减少企业

图5

轻工企业99.9%、近11万家不怎么挣钱

660 0多家。产业集中度提高、利润向头部集中，是影响
多数企业感受的重要因素。见表1。



2018年，轻工业前100强企业营业收入2.8万亿元，
的22%。讲到两极分化，轻工业发布了中国轻工业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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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轻工业的14.3%；利润2822亿元，占全国轻工业




万家企业数字不到千分之一，但是这100家企业，它的营














强企业，轻工业前100家企业，占我们整个轻工业的11.3
业收入占到了全部的14.3%，利润占到了22%，前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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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占到了我们11.3万家企业的22%。我们又把它延
伸了一下，100家到200家，那么到200家的时候，是不是

图6

轻工业中美出口贸易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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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前100家企业，从前100家企业到前200家企业就不
怎么挣钱了，二百家之后的11.29万家那就更不怎么挣钱

中国造纸 为什么低迷，因为正在 遭 遇 五大空前挑
战。

了。所以通过这个数据，能比较好地展示我们当前行业
真实的面貌。见图5。

第一，人口负。清华大学调查，大约从2017年起，
我们 的人口就 开始 负增 长了，原来 判 断中国最高人口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贸易指数明显走低。大家

16 亿，现 在 到14亿 的时候，清 华 大学 说已经开始 负增

都关心中美贸易摩擦情况，目前来看，我们称中美贸易

长了。我们造纸的生产布局很重要的依据，是人均消费

摩擦影响为总体可控。以轻工业为例，如果以2017年美

量，人口值要涨总产量要涨，现在人口负增长了这是我

国贸易战之前那一年的决定值作为指数10 0的话，2018

们的一个挑战。

年出口指数还增高了，达到109，但是今年到目前大约是
102，就是说比2018年对美出口是下降的，但是和2017

第二，外贸低。使得我们的包装类用纸的消费量相
对减少了。

年比，绝对值上基本相当，所以叫总体可控。但是要分

第三，内需缓。2017年一年，我们的国内商品零售

行业，比如皮革行业、家居行业受影响比较大。原皮从

额一般都是12%、13%的增速，到现在我们下降到7%，

美国进口，但现 在 从美国进口的原皮要加 收 2 5 % 的关

下降的比较大。这样的一个增速，也是最近十几年来消

税，我们做好沙发之后出口到美国，美国还要再征25%

费增长最缓慢的一年。

的关税。但是总体来讲贸易谈判进展不错，紧张关系趋
缓。见图6。
1.3

第四，环保严。2019年环保新风向，更严、更猛、更
广。
第五，企业难。造纸圈最近有个新闻，泉林纸业要

造纸行业形势
中国造纸产量增长放缓，生产和消费触及天花板。

造纸行业产量放缓，我们判断目前生产和消费是触及到

破产重组，走到今天这样子，说明我们行业确实是遇到
了巨大的困难。

了天花板，大概念来讲，现在产量基本上阶段性的到了

五大挑战是我们造纸行业目前低迷的原因。

一个天花板。见图7。

所以形势怎么看，总体稳健可控，轻工成绩亮眼，

中国造纸营收和利润大跌，效 益水平跌 入低谷。

造纸趋缓下降。

2019年1～9月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9287.5万吨，同比
增长2.47%。9月当月产量为1085.6万吨，当月同比增长
6.38%。1～9月份，造纸行业营业收入5254.96亿元，同
比下降7.18%。1～9月份，造纸行业利润208.43亿元，同

2

我们怎么办——国家举措
国家 提出来两条：第一 是加快 传统产业的改 造提

升，第二要培育强大国内消费市场。

比下降38.32%。在产量增长了2.47%的同时，机制纸的

刚才讲了，轻工业成绩亮眼，自然有成绩亮眼的道

营业收入增长是-7.18%，我们的产量涨了收入下降了，

理，整个轻工业的经验值得我们造纸行业学习。我们提

更重要的是利润。刚才讲了一个负20%，大家已经很震

出了要向高向好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

惊了，单独讲造纸，我们的利润是负38%，所以是一个

展是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总书记在科技创

特别明显的极端情况，所以上半年行业的利润，和同期

新，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区域振兴，智能制造，国企做

比，整个行业1到9月份，大概200来个亿，什么概念呢，

强，民企经济发展等多个场合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具

大约也就是和有的特别好的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差不

体的思路和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觉

多，比如说格力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260多亿，我们现在

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从产品层面上来看，这个质量要

一个行业可能一年下来也就20 0多亿，我们整个行业和

好，要有新产品。第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你要有创新

格力差不多，见图8。应该看出我们需要发展的，要走的

活力，要有动力变革，第三，从产业体系来看，要能够形

路还很长。

成一个要素优化的结构，能够通过产学研结合，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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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集聚发展，推进效率进一步的提升。
造纸行业向高，得有个梯子，梯子在哪里？在此我

未来，这方面国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现在搞的好的
企业也都是在创新方面下大力气的企业。见图9。

提六条：第一，强化自主创新；第二，智能制造赋能；第
三，推动工业互联；第四，高端标准引领；第五，实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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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化自主创新。比如说今年公布的中国轻工
业科技百强第一名美的，去年科研投入98亿元。

际布局；第六，践行绿色发展。科技驱动发展，创新引领

第二，智能制造赋能。总书记专门指出要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以智能制
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最近十月份总书记八
天发出了11份贺信，多部分是与互联网提升经济有关。
以前讲自动化 就行了，现在要讲 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
化。
第三，推动工业互联。这将成为我们整个产业再造
升级的发动机，意义非常的重大。工业互联网实际上是
把各个智能制造的设备生产线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智
能制造智慧的体系，这方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应用。比
如说A I技术，在整个工业互联网大的概念下，A I技术也

图7

2000～2018年中国造纸、纸浆及纸制品产量

能够在产业转型中有很多应用。大家觉得A I很高大上，
实际上这些技术就在我们身边。比如圣象地板，以前有
很多女工在最后的检测肉眼看不合格的，现在他们用四
个摄像头，用一个A I的算法，一个摄像头六千块钱，花
了两万四千块钱，架在最后的检测设备上，一下子省了
一大块人工成本。智能互联网，A I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用之有效。
第四，高端标准引领。最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制定
了一个包装纸的绿色团体 标 准。我们说高端标 准提升
价值，玖龙、太阳都是我们的会员单位，追求的是高端
标准，优质优价。

图8

造纸行业利润与几家上市公司利润对比（亿元）

第五，实施国际布局。2017年到2019年，我们在国
外投资非常猛，这方面我们说造纸行业的企业家走在了
全国工业的前列。仅仅这两年我们有12家企业走出去，
涉及11个国家、4类纸浆、5种纸品，已建或在建的大约
有70 0万吨产能，计划有20 0 0万吨产能。国际布局是我
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第六，践行绿色发展。我们现在国家抓绿色工厂，
我们高兴的看到造 纸工业有很多企业也已经成 为了绿
色工厂。工信部说我们到2020年要搞1000家绿色工厂，
绿色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我们整个造纸

图9

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就是搭建行业向高向
好的梯子

行业不断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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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造纸行业企稳回暖，拐点来了？
⊙ 本刊采编部

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内侧供给改革的推进以及环保政策的加严限制
新增产能的投放，使得国内造纸行业供需状态开始收紧。而国外环境也日趋严峻，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加税，中国对美国进口木材、废
纸、废纸浆等产品加征25%关税，使得原材料供应紧张。由于前期木浆和废纸等原
材 料 价格攀升导致纸价高企，下游印刷厂、包装厂成本陡增，致使市场需求持续萎
缩。国内各纸厂普遍产量大，面对市场订单的下降，导致了各大纸厂库存增多，纸价
转而掉头向下。到2018年11月，国内市场纸价探底，纸厂不得不停机保价，从去年四
季度至今年一季度，造纸行业陷入低迷，整体利润下降，大部分纸企的业绩大幅下
滑。
造纸行业不景气在2019年一、二季度更加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
年上半年造纸及纸制品业的利润总额为281.5亿元，较2018年上半年造纸及纸制品
业的利润总额为432.6亿元下降34.93%。
虽然 今年上半 年造 纸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但 进入下半 年，行业 开始有复苏 现
象。从已发布的数据计算出，2019年7月和8月的造纸及纸制品业的利润总额为103.9
亿元，同比2018年同期的利润总额109.9亿元下降5.46%，但下降幅度已经大幅小于
上半年的下降幅度。
从产业链来看，今年第一季度以来，下游市场萧条逐渐向上传导，最上游木浆
和废纸行业影响最大，引发造纸原料纸浆和废纸库存高企，价格持续下降，再向下
传导使得纸厂原料成本降低，纸价也随之下调，刺激消费的增长，市场开始出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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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迹象。9月份以后，受国庆节消费预期及大型活动期间环保政策的双重影响，在龙
头企业的带动下，文化纸、包装纸、生活用纸以及特种纸等纸种纷纷提价，企业利润
得以修复，预示着整个中国造纸行业在第三季度显现出产业周期拐点到来的迹象，
这是中国造纸行业在连 续 六个季度增长放缓乃至衰退后，首次出现周期拐点的信
号。
在市场看涨的驱动下，10月份以后，在国际中美贸易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在国
内双十一电商节带动今年最大一波消费高峰，刺激了国外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同
时叠加更加严格的冬季环保政策，自10月份以来，以包装纸为主的上游造纸厂陆续
发布原纸涨价函，瓦楞纸、箱板纸、白板纸、白卡纸、双胶纸、铜版纸等纸种价格纷
纷上涨。
有分析指出，目前国内包装、文化纸库存正处于底部，造纸行业去库存接近尾
声，后续纸价有望维稳向上；全球纸浆库存高位开始缓解，短期仍将低位运行。此
外，从造纸行业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也反映了市场开始回暖，多数企业利润环比二
季度都有所增长，有市场分析人士直言造纸行业景气度已经进入上行期。
展望第四季度，虽然纸业仍然是涨声一片，但考虑到9、10月份的市场回暖在一
定程度上与追涨杀跌下积压订单的释放，涨价风声下恐吓出来的订单与美国加征关
税下提前释放的订单有很大关系。造纸行业此轮反弹能否得以延续？今年四季度及
明年行情又将有何预测，本期我们挑选了部分行业资深市场分析专家及咨询机构对
市场进行梳理及展望，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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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纸浆市场新变化
⊙ 卓创资讯纸浆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2019年转眼已接近尾声，纸浆市场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高库存、高频
检修、低价格、低毛利、纸浆期货等成为纸浆市场的新的代名词。

1

纸浆期货首次交割顺利完成
2019年6月24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纸浆期货首个合约S P1906顺利完成交割，共计交割24920

吨，交割金额11373.5万元（单边），首次交割顺利完成。卓创资讯分析，纸浆期货首次顺利完成
交割，在此期间充分发挥价格发现，金融服务实体的功能。

2

纸浆库存下降速度缓慢
2019年主要地区及市场纸浆库存处于高位盘整态势，已经脱离正常或者均衡库存天数的范

围，高库存成为新常态。
据PPPC统计数据显示，近6年以来，纸浆发运量的第一新高出现在2017年12月份，为481.70
万吨，第二新高出现在2019年3月份，为477.10万吨，高发运量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需求增速放
缓的情况下，库存天数急剧攀升。2019年1～8月纸浆库存天
数均值在51天，高于去年15天，其中针叶浆库存天数均值
64天，高于去年均值9天；阔叶浆库存天数均值39天，高于
去年均值21天。
中国主要地区及港口纸浆库存亦居高不下，近6 年来
看，主要地区纸浆库存量一般控制在100万吨上下，自2018
年四季度以来，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库存处于被动累加
的阶段，2019年虽业者通过减少订购高价木浆外盘的动作
积极主动去库存，但由于国外浆厂通过先发保税后销售的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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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地区及港口木浆库存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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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前8个月，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中，针叶浆进口量46万吨，同比增加54%，阔
叶浆进口量195万吨，同比增加103%。9月份中国纸浆虽有去库存迹象，但由于需求偏弱及国外浆
厂的正常放量，预计10月份中国主要地区及港口的去库存速度仍较为缓慢，转为累库态势。
卓创分析，纸浆库存居高不下与国内需求稍弱、业者预期悲观有直接关系，而港口库存亦包
含纸厂未提走原料库存，进一步反作用于业者心态方面，加剧悲观预期。

3

未来针叶浆新增产能公布多
卓创分析，2019年上半年，已公布未来针叶浆新增产能约460万吨，投产时间在2022～2025

年，期间有自用有外销，针叶浆供应量或逐步提升。

4

2020年阔叶浆新增产能相对较少
2020年国内外计划新增产能256.30万吨。其中俄罗斯联邦I l i m集团旗下布拉茨克浆厂、芬

兰Mets ä Fibre、芬兰Kaicel l均为针叶浆产能，占总产能的57%，仅印度Naini Papers10万吨产
能为阔叶浆新增产能，但其自用为主。
卓创资讯分析，2019年前9个月巴西阔叶浆出口到中国476.6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42.59万
吨，同比增加9.81%。进口阔叶浆前9个
表1

月均价4825元/吨，较去年同期5807元
/吨下降 982元/吨，跌幅17%。在巴西

2019年上半年公布针叶浆新增产能

国家

产能/
万吨

俄罗斯
芬宝
俄罗斯
芬兰

90
150
100
120

出口放量增加，而中国因纸浆市场供求
失衡导致的进口木浆价格下行，加之鹦
鹉、金鱼阔叶浆两大集团合并之后，巴
西阔叶浆行业集中度提升，为适当平衡

计划投
产时间

浆种
针叶浆
针叶浆、桦木浆
硫酸盐纸浆
针叶浆

2025年
2024
2022年

阔叶浆供需情况，新增产能公布较少。
表2

5

进口木浆外盘、现货价格持续

2019年1～10月进口木浆、下游原纸价格
(单位：元/吨)
双胶纸 铜版纸 白卡纸

下探
与2 018 年进口针 叶浆、阔叶浆 外
盘走势不同的是，2019年以来，进口木

2019年1～10月
同比/%

6025
-16

5687
-18

5234
-12

生活
针叶浆 阔叶浆
用纸
6558
-14

5076
-24

4715
-19

浆 外盘 盘 整 后 持 续下探，10月份 针 叶
浆外盘较年初价格下跌90美元/吨，跌
幅13.24%；9月份阔叶浆外盘价格较年
初下跌260美元/吨，跌幅36.11%。
进口木浆 外盘与现货价格相关性
较 高，2 019年前 9 个月来看，针 叶 浆月
均价5076元/吨，较去年同期价格下跌
16 05元 /吨，跌幅2 4%；阔叶浆月均价
4733元/吨，较去年同期价格下跌1093
元 / 吨，跌幅19 %。木浆系下游原纸价
格亦有12%～18%不同程度的下跌，其

图2

2017～2019年进口针叶浆主要品牌毛利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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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文化用纸的跌幅偏大。

巴西主要浆厂检修(单位：天)

主要浆厂

2018年

2019年

Jacarei
Três Lagoas
Três Lagoas 2
Aracruz A
Aracruz B
Aracruz C
Imperatriz
Limeira
Mucuri Linha 1
Mucuri Linha 2
Suzano
Rio Verde
Guaíba-L1
Guaíba-L2

16
17
0
8
8
8
10
10
11
0
0
3
0
0

24
11
16
17
14
12
11
12
11
20
10
4
15
19

备注：以上为Suzan o（2018年为Fi bri a和Suzan o）、CMPC旗下浆厂检修计
划。

卓创分析，价格下滑的原因除了供需失衡以外，与经
济增速放缓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亦有关系。

6

进口木浆毛利长期在盈亏线以下徘徊
2019年进口木浆贸易环节经营压力偏大，长时间处于

盈亏边 缘以下已成为新常态。除2019年 年初的毛利率 在
正值以外，其余时间多在盈亏线以下大幅震荡整理，主要
受供过于求及外盘成本高于现货所致，短期来看，针叶浆
外盘价格坚挺，现货偏弱整理，预计毛利率仍在盈亏线以
下徘徊，难有明显改善。对下游造纸行业来说，利于其原纸
毛利率的恢复，但若浆价持续下跌亦不利于纸价的稳定及
上扬。

7

针叶浆进口来源国结构的变化
受中美 互征 纸 浆关税 影 响，进口针 叶 浆 进口来源国

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19年来自芬兰的进口量占比持续增长，而来自于美国的进口量占比下降。
2019年前8个月来自芬兰的针叶浆进口量96.15万吨，占比16.81%，较去年增加2.51个百分点；而
2019年前8个月来自美国的针叶浆进口量84.17万吨，占比14.71%，较去年下降4.59个百分点。
卓创分析，由于国外新增产能纸浆不断释放，而中国是最大的纸浆消费大国之一，受制于森
林资源匮乏而无法有效达到纸浆原料的自给自足，预计后期中国纸浆进口量持续增加。在中美贸
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及国外纸浆需求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针叶浆进口量中芬兰的针叶
浆占比将持续增加、而美国会有一定程度缩减，但幅度有限，主要因美国的针叶浆税则号包含绒
毛浆，属于卫材的刚性需求。

8

巴西阔叶浆厂检修增多
巴西阔叶浆厂检修天数明显增加，据外网数据显示，2019年公布的检修天数比去年增加105

天。据闻有浆厂反馈后期或减少对中国发货，但从巴西出口到中国的阔叶浆量来看，1～9月份巴西
出口到中国阔叶浆总量同比增加9.81%，且从2019年9月份单月的数据来看，45万吨的阔叶浆出口
至中国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量，预计后期中国阔叶浆市场的去库存速度仍较迟缓。

9

卓创观点
据卓创资讯了解，2019年上半年市场“浆满为患”导致价格持续下探，下半年行业传统旺季

来临，叠加国际浆厂下属部分锯木厂的关停及针叶浆、阔叶浆生产线的停机检修或意外检修等，
浆价并未得到有效的修复，仍处于窄幅下行的通道之中。卓创资讯分析，目前浆市供需的主要矛
盾仍来自于阔叶浆的供应压力及阔叶浆与针叶浆之间的价差问题，而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及中
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下游需求释放速度偏缓，预计四季度进口木浆现货价格仍偏
弱震荡整理。2020年国际仍有新增产能释放，主要集中在针叶浆方面，预计针叶浆、阔叶浆价差
或收窄，而下游亦有新增产能释放，浆价有望在2020年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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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废纸链市场行情回顾及展望
⊙ 卓创资讯废纸资深分析师

1

刘健

长线价格走势触顶回落

废旧黄板纸，故二者价格走势大致相似。由图3可见，

由图1可见，从技术分析方向看，2017～2018年国废

2016～2019年瓦楞纸日均价冲高回落，2019年瓦楞纸

黄板 纸价格走势构成 双顶形态，进入 2 019年以来，废

价 格 继 续回落 探底。由图 4可见，2 019 年瓦 楞 纸 价 格

纸市场交投兴趣 有所下降，此将奠定 双顶形态的有效

较2 018 年明显下跌，据卓创资讯统计数 据显 示，2 019

性。从基本面来看，进口废纸如期快速减少的影响被成

年1～9月瓦 楞 纸日均 价 均 值 为3533元 / 吨，同比下 跌

品纸进口增量、成品纸投机需求退场、成品纸刚性需求

20.82%。

减量、废纸浆或半成品纸进口增量、纸包装替代等所覆
盖。

2
从图2可见，2 019 年国废黄 板 纸 价 格 同比明显下

跌，据卓创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9月国废黄板
纸日均价均值为2097元/吨，同比下跌22.28%。
瓦楞纸 是主流的纸包装材 料，由于其主要原料为

图1

2016～2019年废旧黄板纸日均价走势

2.1

基本面行情回顾
废纸供应缺口有名乏实
由图5可见，2017年以来进口废纸数量稳步减少，

固体废纸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终点是2020年年底前实
现固废零进口，政策方向未变。2019年1～7月外废进口累

图2

2018～2019年国废黄板纸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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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698.08万吨，同比减少18.21%。

问题，如果废纸浆成品含水率较高，则容易导致库存或

由图6可见，中国废纸浆进口增幅较大。据海关数

运输中的产品变质，故在较多的尝试之后，部分国外废

据显示，2019年1～7月废纸浆累计进口量为35.85万吨，

纸 浆生产装置转向生产半成品纸，并以之供应中国市

同比增长188.42%。目前废纸浆进口基数仍小于百万吨

场。

级别，但其增速之高，投资关注之热，又有绝对的利润

由图7 可见，由于套 利窗口开启，2019年进口成品

导向型增长优势，加以时日，其可以成为填补废纸供应

纸 数 量明显增 长，目前 新增 进口成品纸 主要来自东 南

“缺口”主力军。此外，需要说明，因为废纸浆生产工艺

亚、南亚、中国台湾、韩国等。据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

图3

42

2016～2019年瓦楞纸日均价走势

图6

2018～2019年中国废纸浆月度进口数量

图4

2018～2019年瓦楞纸价格走势

图7

2018～2019年箱板瓦楞纸月度进口数量

图5

2017～2019年废纸进口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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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箱纸板瓦楞纸累计产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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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17～2019年瓦楞纸月度开工率趋势

图10

图11

2017～2019年瓦楞纸毛利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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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四季度国废黄板纸A级月均价预测

图12

2019年四季度瓦楞纸月均价预测

～7月箱板瓦楞纸累计进口量为193.14万吨，同比增长

13.60%，同比下降1.55个百分点。

10.9 7 %，其中瓦 楞 纸累计 进口量同比增 长2 3.0 4%。

2.3

总结

进口成品纸 数 量的同比明显增 长，也是所谓废 纸供应

总结来看，外废供应缺口的几种修复方 式 正加速

“缺口”的重要修复方 式之一。此 外，由美国单方面挑

成长，需求减量影响市场方向，废纸产业链各环节利润

起 的中美贸易 争 端 持 续 以 及 预 期 将 继 续 深 入 的背景

下滑，市场信心不足，行业景气度下降。

下，国内纸包 装 市场 投 机需 求 退出，刚 性 需 求有所 减
量，在 较 大 程 度 上 对 于 修 复 废 纸 供应“缺口”起 到较
强作用。
2.2

3

四季度行情展望
回顾基本面情况来看，覆盖原料“缺口”的影响，

市场运行情况疲惫

废 纸链市场 趋势 疲 软的根源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来

由图8可见，2017年底，箱板瓦楞纸产量增速快速

自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波动仍然剧烈，因宏观 层面仍将

转为负值，并持续负增长至今。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

有贸易争端加 剧、内需下滑、收入下降、货币贬值等风

示，2019年1～8月箱板瓦楞纸累计产量2982.15万吨，同

险。就四季度 而言，四季度 纸包 装 刚 性 需 求会 环比 增

比减少2.07%。

加，而废纸 原料 供应“缺口”会 继续放大，但 这并不能

由图9可见，2019年1～8月，瓦楞纸月度开工率均值
为62.79%，同比下降8.74个百分点。
2016年以来，国内瓦楞纸产能明显扩张，而产量触
顶回落，故国内瓦楞纸开工率下滑。
由图10可见，2019年1～8月，瓦楞纸毛利率均值为

撬 动宏 观 层面的变化，即不能明显修 复市场 信心，故
卓创资讯预计，虽然四季度 外废减 量 影 响仍将量变，
但宏观经济 仍将承压运行，纸 厂对废纸的需求延 续平
淡，预 计废旧黄 板 纸 价 格或 先 坚 挺 后下滑，瓦 楞 纸 月
均价先扬后抑。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Nov., 2019 Vol.40, No.21

43

专 题

Special

2019白纸板行情走势疲软，未来产量将继续下降
⊙ 卓创资讯废纸资深分析师

赵泽慧

随着造纸行业不断推 进升级改 造，白纸 板产能不

续推进造纸改造升级，年初已关停白纸板产能达100多

断减少，而因国内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无新投产项目，白

万吨，2020年春节前继续关停100多万吨，预计2019年

纸板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供需关系不断改善，预计今

中国白纸板产量将近900万吨。2020年浙江省将继续关

年供应量1000多万吨，需求量900多万吨。

停150万吨白纸板产能，预计2020年白纸板产量80 0万

在 造 纸 产业链中，白纸 板属于一种重要的包装原

吨左右。

料。白纸板主要上游原料为废纸，近年外废用量不断下

近 五年白纸 板消费呈减少 趋势，受宏观 政策影响

降，国废用量增加，废纸价格变动和白纸板价格走势呈

较大，如限制“三公消费”、
“禁酒令”以及国内消费水

正相关。今年废纸价格震荡下降，白纸板价格同步震荡

平的 提高。2 019年白纸 板产品低 端 化 生 产，较白卡 纸

下降，但调整频率明显低于废纸，因此今年白纸板盈利

有明显价格优势，消费增加，预计2019年白纸板消费量

改善。今年进口废纸供应量继续大幅减少，国废报纸、

约80 0多万吨。2020年随着供应减少，预计消费同样下

书本供应量同样减少，而白纸板产能亦收紧，因此废纸

降，约700万吨。

减少尚未影响到白纸板生产，而随着下游消费能力的提

近五年白纸 板价格波动明显，尤其是进入 2016 年

高及设备的升级改造，白纸板供应收紧同样未有显著影

11月份，白纸板价格开始大幅拉涨10 0 0元/吨，2017～

响，自上而下均呈减少趋势。

2018年 涨势明显，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达到150 0 元

近五年白纸板产量呈减少趋势，受政策影响较大，

/吨；价格的剧烈波动主要原因是政策影响下，废纸价

外废减少，白纸板原料质、量均有下降。今年浙江省继

格大幅上涨及白纸板供应减少。在以上两点影响逐渐趋
稳后，2019年白纸板价格出现回落，波动趋缓。截止到
今年9月份，白纸板最高价出现在2～3月，约4400多元/
吨，同比下降约5%；最低价在7～9月，4000元/吨，同比
下降14%左右。见图1。
今年白纸 板价格 持续震荡下降，主要因为下游需
求疲 软，客户采 购 积极性不强，加 之 纸 厂增加 低 档产
品产量，均不利于白纸板价格上涨，淡季价格下降后持
稳。2020年白纸板价格走势主要影响因素为废纸价格
调整、白纸 板供应状况等，预 计2 0 2 0 年白纸 板价格最
高点出现在四季度，约450 0元/吨；最低点出现在一季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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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四季度中国造纸行业信用风险展望
⊙ 中债资信

回顾2019年三季度，行业整体成本下降，受益于需

度看，2019年1～3季度进口废纸配额分别为554万吨、

求有所回升，各纸种产品价格环比下降幅度不及成本降

269.90万吨和205.39万吨，成阶梯下降趋势。根据2019

幅，造纸行业盈利环比有所改善，但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年外废整 体审批 额度或 呈现 逐季度缩减的节奏，预计

明显，盈利空间同比有所收窄。

2019年四季度审批额度将进一步减少，2019年全年审

展望四季度，预计供给端保持稳定，除生活用纸需

批额度在1250万吨左右。

求提前释放外，主要纸种包装纸和文化纸进入旺季，供
需有所改善，预计价格环比提升；受废纸库存低位及下

2

游需求提升的影响，主要原材料废纸价格小幅上涨，供

2.1

行业景气度
因无消费量数据，同时进口规模较小，库存数据未

需关系改善及高库存共同作用于木浆价格，木浆价格维
持低位震荡，整体看，行业四季度盈利空间环比改善。

知，因此造纸行业表观消费量数据用产量数据代替。
2019年三季度，包装纸、文化纸和生活用纸销量同

因前三季度行业盈利空间收窄幅度较大，维持2019年全
年造纸行业景气度走低的判断。
行业整 体信用风险 相对 稳定，关注行业内无 进口
废纸配额的企业。

行业需求回顾与展望

比分别提升7.13%、2.93%和6.25%，造纸行业整体需求
同比增长5.64%，延续进入2019年以来逐季度好转的趋
势。
2019年四季度，包装纸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行业要闻回顾

增速持续承压，但考虑去年同期较低的基数及2020年

10月17日，固废中心公示了前13批次进口类申请明

春节较早刺激 需 求，预计包 装 纸需 求同比仍呈现增长

细表，共核准79家造纸企业，合计1070万吨进口废纸额

趋势。文化 纸受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影响广告投放 量持

度，约占2018年同期的59%，同比下降超40%。

续减少，但党建宣传等带动文化用纸需求持续上涨，同

受环保力度的持续严格以及禁废令的实施影响，

时 考虑去年同期基数偏 低，四季度需 求同比亦有所增

废纸进口审批额度自2017年以来大幅缩减，其中2017年

长。因生活用纸需求具有一定刚性，预计生活用纸需求

废纸配额发放3117万吨，2018年骤降至1828万吨，同比

同比基本维持。

下滑41.35%。根据2018年7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比方面，三四季度 为包 装 纸 的传 统 旺季，外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力争到2020

2020年春节提前刺激需求，四季度包装纸需求或环比

年底前，基本实现固废零进口，预计2019年废纸进口审

小幅上涨。四季度为文化用纸的传统旺季，2020年春季

批额度大概率缩减。从2019年前三季度核定的外废 进

教 材教辅需求的刺激、元旦和春节备货带动社会需求

口总额1029万吨看，较去年同期下降超35%。具体各季

提升、党建宣传氛围依然维持热烈，预计文化纸需求环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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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因春节提前刺激备货需求提前至三季度，预计

虑到一季度去产能力度较大，预计2019年全年产能低于

生活用纸需求四季度或有所回落。

去年水平。见表2。

2019年前三季度，包装纸、文化纸和生活用纸销量

2.3

行业成本回顾与展望

同比分别提升1.89%、降低3.16%和提升0.08%，造纸

2019年三季度，废纸方面，主要受国废回收量加大

行业整体需求同比增长0.35%。结合上述四季度需求分

影 响，三季度国废黄板 纸平均 价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析，对2019年造纸行业需求增速预测值由-5%～-2%调

34.80%和11.20%。中国进口外废减少导致外废供应商

整至0～3%。见表1。

库存增加，外废价格延 续2018年四季度以来的下行 趋

2.2

行业供给回顾与展望

势，三季度外废价格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逾30%和3%。

2019年三季度，博汇纸 业二期年产75万吨高档包

价差方面，进入2019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

装纸产能9月18日投产，玖龙、山鹰纸业产能投放推迟，

值及国废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国废与外废的价差收窄，

其余产能释放慢于预期，而中小产能亦有一定规模的退

三季度价差环比收窄约200～235元/吨，同比大幅收窄

出，三季度供给端环比保持相对稳定。

约350～600元/吨。整体看，2019年三季度废纸成本同

四季度，虽行业计划投产产能规模较大，但考虑供

比和环比继续下降。木浆方面，针叶浆、阔叶浆和本色

给侧改革、环保力度持续严厉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参考

浆分别同比下降31%、33%和30%，环比下降12%、18%

近年行业内产能推迟投产的表现，原预计2019年投产

和8%。能源方面，天然气全国市场价和环渤海动力煤秦

的山鹰 和 玖 龙合计约18 0万 吨产能存较大推 迟投产可

皇岛港山西优混（Q550 0K）平仓价平均价分别同比和

能，整体产能释放低于预期。同时考虑仍有部分中小产

环比下降21.59%、10.50%和6.79%、3.83%。行业整体

能退出，预计四季度行业供给环比保持相对稳定。但考

成本下降。见表3。

表1

2019年四季度，废纸方面，造纸

2019年造纸行业四季度下游需求预测

行业需求有所改善，且截至三季度末
时间

包装用纸

文化用纸

生活用纸 特种纸 其他纸 造纸行业

消费占比/%
60
25
10
2018年增速/%
-4.82
-3.55
-0.68
2019年预计增速/%
2.50
-1.50
0.20
2019年前三季度同比/% 1.89
-3.16
0.08
2019年Q3同比/%
增长
小幅增长
增长
*
*
2019年Q4同比/%
增长
小幅增长 基本维持 *
*
2019年Q4环比/%
小幅增长
增长*
小幅下降 *

3
-

2
-

100
-4.27
0～３
0.35
增长
增长*
小幅增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表示本季度公开资料部分数据缺失，为中债资信推测值

表2

包装纸

文化纸
生活用纸

46

在拟建产能
（万吨/年）

2019年四季度预计投产
（万吨/年）

2019年预计投产
（万吨/年）

箱纸板
瓦楞纸
白卡纸
白板纸
双胶纸
铜版纸
生活用纸

700
350
365
65
83.40

240
50
0
20

600
330
145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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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 涨，但因前三季度降 幅较 大，预
计2019年全年废纸价格下降。木浆方
面，国际木浆供给过剩，库存高位，部
分国外浆企持续通过限产减少供应。
三季度木浆价格已跌至现金成本线，
概率不大。加之四季度为国内文化纸

具体纸种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卓创资讯、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成支撑，预计四季度废纸价格环比有

四季度 厂家 通 过 继 续 降 价去库 存 的

截至2019年9月末，造纸行业各纸种在拟建项目2019年预计投产情况

纸种

废纸库存处于低位，或对废纸价格形

的传统旺季，对木浆的需求将环比增
加。供需关系环比改善及高库存共同
作用于木浆价格，预计木浆价格将维
持三季度的低位震荡趋势。考虑去年
四季度废纸和木浆价格基数较高，原
材料成本同比仍将下降，2019年全年
原材 料成 本下降。能源方面，煤 炭价
格环比下滑，天然气价格环比变化不
大，2019年全年能源成本下降。整体
看，2019年全年预计造纸行业成本下

Special
降明显。
2.4

行业价格回顾与展望
2019年三季度，主要受成本端下

降 影 响，各 纸 种 价格 持 续下滑，但下
滑幅度有所不同，按下滑幅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生活用纸、箱板纸、瓦楞纸、
白板纸、白卡纸、双胶纸和铜版纸。
2 0 1 9 年 四 季度，箱 板 瓦 楞 纸 方
面，四季度仍是箱板瓦楞纸的传统销
售旺季，需 求环比 小 幅上涨，供 给 端
或 稳定，预计供 需 关系有所改善，且
废纸价格预期提升，箱板瓦楞纸价格
环比上涨。但考虑前三季度价格下降

表3
成本
类型

专 题

机制纸原材料价格预测（单位：元/吨、美元/吨）

项目

2018年

2019Q3

2019年
预测

2019Q4预测

价格波动范围
2200～3000 1890～1980
国废 均价
2560
1924
下降
环比
-11.20%
上涨
价格波动范围
200～230
150
外废 均价
215
150
下降
环比
-5%
变化不大
进口针叶浆内盘价
6658
4604
同比下降，环比基本稳定
木浆 进口针叶浆内盘价
5760
4027
同比下降，环比基本稳定
环渤海动力煤秦皇
650
615.96
同比下降，环比基本稳定
岛港(Q5500K)
能源 LNG全国市场价
4390
3356
同比下降，环比基本稳定
能源成本变动
下降
同比下降，环比下降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数据来源：中债资信整理

幅度较大，预计四季度均价低于上年
表4

同期。白卡 纸 方面，行业四季度 无 新
增产能投放，但富阳白板纸214万吨的
落后产能关停方案逐步落实使得白卡
纸替代效应或逐步显现，且四季度仍

纸种
类型
箱纸板

为白卡纸的传统旺季，供需关系有所
改善。同时考虑主要厂家A P P、太阳
纸 业、博汇纸 业、晨鸣 纸 业等 继 续提

瓦楞纸

价，外加成 本 推动，预 计白卡 纸 均 价
环比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但均价低于

白卡纸

上年同期。文化 纸 方面，成 本 端木浆
维持低位震荡，供给端2019年无文化

白板纸

纸产能投放，四季度北方环保或导致
部 分产能停产，且四季度迎来文化 纸

铜版纸

旺季，供 需 关系有 望改善。同时晨鸣
等厂家陆续发布11月份涨 价函，预计
铜版纸和双胶纸均价环比提升，但均

双胶纸

价同比仍下 降。生活用纸 方面，四季
度预计中顺洁柔和金红叶各有10万吨
的产能投产，但 对四季度的实际供应
有限。需求受三季度提前消费影响或

生活用纸

各种纸价格预测情况（单位：元/吨）

项目

2018年

2019预测
（年初）

2019Q3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均价
同比
环比

4998
5.64%
4306
6.01%
5.975
-8.53%
4623
7.54%
6992
2.25%
7086
8.43%
7.624
8.96%
-

下降
下降
下降
基本持平
小幅下跌
小幅下跌
基本持平
-

3880
-25.29%
-7.99
3245
-29.33%
-6.90%
5265
-5.89%
-2.41%
4021
-15.23%
-4.35%
5746
-15.32%
-0.50%
6045
-13.30%
-1.89%
5992
-20.89%
-10.27%

2019年
前三季度

2019Q4
预测

4225
-18.05% 下降
上升
3526
-20.86%- 下降
5216
上升
-15.09%
下降
4194
上升
-10.91%
下降
5704
-20.30%
下降
6092
上升
-15.58%
下降
6629
上升
-13.59%
下降
小幅下降

2019年预测
(季度调整)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小幅下降
-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中债资信整理

有所回落，预计四季度生活用纸均价环比和同比均将下

造纸行业盈利环比有所改善。产品价格同比下降明显，

降。见表4。

盈利空间同比有所收窄。

2.5

行业景气度回顾与展望
2019年三季度，行业整体成本下降，受益于需求有

所回升，各纸种产品价格环比下降幅度不及成本降幅，

如上述所述，2019年四季度行业整体盈利空间环比
或略有改善。但考虑前三季度行业盈利空间收窄幅度较
大，维持2019年全年造纸行业景气度走低的判断。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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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造纸及印刷品行业进出口形势分析
⊙ 熊少华

1

纸及纸板

1.1

出口量价齐升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出口数量为428万吨，同

比增长11.4%；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出口金额为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在经历了2017
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的下跌后，我国纸及纸板出口的数量和金额止跌回升。见表1、图1、图2。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下半年，中国造纸行业经历了一轮新的增长，国内各类纸及
纸板的价格都创出2008年以来的新高，受此影响，纸及纸板的出口也受到价格的影响出现下滑，
2018年全年出口量565万吨，仅相当于2013年的水平。2018年下半年以后，造纸行业由盛转衰，多
个纸种的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使得中国造纸产品重新焕发了国际竞争力，因而今年以来，纸及纸
板的出口数量和金额都有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
1.2

牛皮纸出口量降速减缓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牛皮纸出口数量为44557吨，同比下降15.9%；

2019年1～8月中国牛皮纸出口金额为7168.2万美元，同比增长5.5%。牛皮纸是过去两年价格波动
最大的纸种之一，受进口废纸限制的影响，过去两年中，国内牛皮纸价格曾高涨到5000元/吨以
上，冠绝全 球，也使得牛皮纸的出口量
和出口金额大幅下滑。见表2、图3、图
4。
尽管2019年牛皮纸的出口数量同

表1

2013～2019年8月中国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出口
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表
时间

比仍 然 在 减 少，但 是下 降 速 度已 经明

～8月中国新闻纸出口数量为580 0 吨，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年1～8月

同比增长13.1%；2019年1～8月中国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显下降，而且出口金额已经实现了正增
长，
1.3

新闻纸进出口现拐点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

□作者单位：熊少华，井冈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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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数量 同比增长 出口金额
/万吨
/%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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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

565
630
593
683

19.9
11.6
-5.8
15.1

6813606
7584910
7446825
7761815

19.8
11.3
-1.8
4.3

652
565
428

-4.5
-13.3
11.4

7451767
7005556
5370791

-4.1
-6.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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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牛皮纸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
统计表
出口数量 同比增长 出口金额
/万吨
/%
/千美元

时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年1～8月

170202
237124
292644
322000
121814
74028
44557

102.5
39.3
23.4
10.0
-62.2
-39.2
-15.9

时间

41.0
32.5
28.0
8.1
-57.4
-28.9
5.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年1～8月

195674
259297
331866
358455
152904
108664
71682

出口数量 同比增长 出口金额
/万吨
/%
/千美元
89814
86470
17144
12852
8710
7379
5800

2211.8
-3.7
-80.2
-25.0
-33.6
-15.2
13.1

58254
59809
21402
12568
8783
8768
7330

同比增长
/%
1021.8
2.7
-64.2
-41.3
-31.2
-0.1
32.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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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3～2019年8月中国新闻纸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
统计表

同比增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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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出口
数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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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2019年8月中国牛皮纸出口数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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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出口
金额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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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牛皮纸出口金额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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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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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涂布纸进口数量及进口金额
统计表
进口数量 同比增长 进口金额
/万吨
/%
/千美元

时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年1～8月

126
127
122
118
135
131
72

-7
1
-4
-3
14
-3
-22.5

1942563
1925115
1744890
1659502
1797079
1789381
1001933

表5

2013～2019年8月中国印刷品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
统计表

同比增长
/%

时间

出口数量 同比增长 出口金额
/万吨
/%
/千美元

-5
-1
-9
-5
8
0
-19.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年1～8月

1058399
1069670
1038196
999318
993018
1016376
704761

-1.4
1.1
-2.9
-3.7
-0.6
2.4
7.8

同比增长
/%

3699996
3842358
3902879
3612785
3630500
3813390
2660175

6.6
3.9
1.7
-7.3
0.5
5.1
8.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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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新闻纸出口数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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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涂布纸进口数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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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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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涂布纸进口金额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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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纸出口金额为733.0万美元，同比增长32.8%。这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新闻纸首次实现出口量
和金额的同比增长，见表3、图5、图6。
与出口增长相对应的，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新闻纸进口数量为31万吨，同比下降
11.1%；2019年1-8月中国新闻纸进口金额为1.76亿美元，同比下降14.1%。
1.4

涂布纸进口大幅下跌，创近7年新低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涂布纸进口数量为72万吨，同比下降22.5%；

2019年1～8月中国涂布纸进口金额为10.02亿美元，同比下降19.8%。见表4、图7、图8。
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木浆价格的大幅下跌，国内文化纸等涂布纸的价格也随之大跌，国

表6
商品编号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进出口情况（进口）
商品名称

生活用纸合计
48030000
原纸
48181000
卫生纸
48182000
手帕纸、面巾纸
48183000
纸台布、纸餐巾
吸收性卫生用品合计
48189000
纸浆、纸等制的其他家庭、卫生或医院用品
96190011
供婴儿使用的尿裤及尿布，任何材料制
96190019
96190020
96190090
湿巾
34011990

其他任何材料制的尿裤及尿布
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护垫）及止血塞
任何材料制的尿布衬里及本品目商品的类似品
湿巾

表7
商品编号

金额/
美元

数量
/吨

平均价格/
(美元/吨)

金额

同比/%
数量 平均价格

27162911
15776684
3530797
6487929
1367501
485327822
7646757
399559131

15670.656
10983.960
1545.808
2648.473
492.415
86699.866
2282.471
77223.015

1733.36
1436.34
2284.11
2449.69
2777.13
5597.79
3350.21
5174.09

-30.20
-40.14
-19.95
11.81
-41.76
-29.17
19.77
-34.42

1629413
72162472
4330049
9960829
9960829

696.595
5796.549
701.236
3879.407
3879.407

2339.11 -43.02 -54.15
12449.21 14.09 35.06
6174.88 27.26 12.64
2567.62 10.54 -6.62
2567.62 10.54 -6.62

-40.18 16.68
-47.45 13.90
-33.13 19.71
23.73
-9.64
-41.64 -0.22
-21.61 -9.64
15.81
3.42
-24.44 -13.21
24.28
-15.53
12.98
18.38
18.38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进出口情况（出口）
商品名称

生活用纸合计
48030000
原纸
48181000
卫生纸
48182000
手帕纸、面巾纸
48183000
纸台布、纸餐巾
吸收性卫生用品合计
48189000
纸浆、纸等制的其他家庭、卫生或医院用品
96190011
供婴儿使用的尿裤及尿布，任何材料制
96190019
其他任何材料制的尿裤及尿布
96190020
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护垫）及止血塞
96190090
任何材料制的尿布衬里及本品目商品的类似品
湿巾
34011990
湿巾

金额/
美元
1241699475
127747309
522231013
463651756
128069397
1162019167
199301177
471684853
156688347
215255536
119089254
177190019
177190019

数量
/吨
353837.671
84978.313
128707.073
114425.893
25726.392
404652.820
97964.966
140181.412
71336.642
48309.941
46859.859
113535.044
113535.044

平均价格/
(美元/吨)

金额

3509.23
1503.29
4057.52
4051.96
4978.13
2871.64
2034.41
3364.82
2196.46
4455.72
2541.39
1560.66
1560.66

25.23
-7.59
30.28
28.84
38.37
14.98
9.86
20.01
29.29
3.39
11.54
27.75
27.75

同比/%
数量 平均价格
-4.18
-12.80
0.22
-2.71
-0.22
15.86
7.98
19.50
35.72
2.94
12.28
27.30
27.30

30.69
5.97
29.98
32.42
38.67
-0.76
1.74
0.43
-4.74
0.44
-0.66
0.3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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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涂布纸进口量和金额同比下滑约2成，按此趋势，2019年的进口量和金额都将创下自2013年以
来的最低点。

2

生活用纸及卫生用品

2.1

生活用纸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生活用纸总进口量15670.66吨，相较于2018年同期大幅减少40.18%；

总进口额2716.29万美元，比2018年同期减少30.20%；平均进口价格1733.36美元/吨，比2018
年同期增长16.68%，呈现 量跌 价升的整体趋势。其中，进口产品仍以原纸 为主，占总进口量的
70.09%，而原纸的进口量相较2018年同期减少47.45%，仅10983.96吨。
上半 年 生活用纸 总出口量35.3 8 万 吨，同比 减 少 4.18 % 。出口额1 2.4 亿 美 元，同比 增 长
25.23%，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大幅上涨，达到3509.23美元/吨。其中，生活用纸成品占出口产品
总量的75.98%，而成品出口的价格提升显著，拉动了生活用纸总出口额的提升。2019年上半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生活用纸54017.24吨，相比2018年同期的77138.58吨，大幅减少了29.97%，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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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7月中国纸浆进口量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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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8月中国印刷品出口数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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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图11

Ѣԯ᧚ᮨӡᎾЊ

图9




 
Ѣԯஜ᧙

Վඊܘ᫁




      

  

Վඊܘ᫁







Ѣԯஜ᧙բ





  



Վඊܘ᫁

ᤈԯஜ᧙ʹբ




 

Վඊܘ᫁



图12
图10

52

2018～2019年7月中国纸浆进口金额统计及增长

第40卷第21期 2019年11月

2013～2019年8月中国印刷品出口金额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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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1.34吨，而同期中国生活用纸出口总量减少15422.97吨，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对美国出
口减少是上半年中国生活用纸出口量降低的主要因素。
2.2

卫生用品
2019年上半年，吸收性卫生用品进口市场呈现量价双跌的趋势，总进口量8.67万吨，同比减

少21.61%；平均价格比上年降低9.64%，这主要是受到纸尿裤产品进口量下降的影响。2019年上
半年婴儿纸尿裤的进口量同比减少24.44%，进口平均价格降低13.21%，而婴儿纸尿裤占吸收性
卫生用品总进口量的89.07%。成人纸尿裤产品进口量也大幅降低54.15%。卫生巾/卫生护垫和
止血塞类产品的进口量5796.55吨，同比增长了35.06%，涨幅明显，平均价格降低了15.53%。
上半年吸收性卫生用品的总出口量同比增长15.86%，各种类产品出口量均有增长，其中成
人纸尿裤产品增长最为明显，出口量同比增长35.72%；婴儿纸尿裤出口量同比增长19.5%，卫生
巾/卫生护垫和止血塞类产品出口较为平稳，出口量同比增长2.94%。出口产品以婴儿纸尿裤为
主，占总出口量的34.6%。吸收性卫生用品出口平均价格同比微降0.76%，整体相对稳定。
2019年上半年，湿巾产品的进口量同比降低6.62%，进口额相较去年同期增长10.54%，进口
湿巾的平均价格增长18.38%，呈现出量减价升的趋势。湿巾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都呈现较大幅
度增长，增长率超过27%，平均价格也有所上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的进口量出现明显下滑。这
也反映出中国国内生活用纸和纸尿裤等卫生用品的产能不断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内
消费者的需求，也使得进口量不断缩减。出口业务表现则较为稳定，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生活
用纸出口量有所降低，但出口额和平均价格有较大增长。卫生用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都保持了平
稳增长。见表6、表7。

3

纸浆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2季度中国纸浆进口量逐渐增长，增长26.04%。2019年7月

中国纸浆进口量为258万吨，同比增长36.4%。累计方面，2019年1～7月中国纸浆进口量达到1516
万吨，同比增长6.5%。
在进口金额方面，2019年7月中国纸浆进口金额为1653百万美元，同比增长7.6%。2019年7月
中国纸浆进口均价为640.61万美元/万吨，相比6月下跌了13.28万美元/万吨。累计方面，2019年
1～7月中国纸浆进口金额为104.58亿美元，同比下降7.8%。进口均价为689.86万美元/万吨。见
图9、图10。

4

印刷品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印刷品出口数量为704761吨，同比增长7.8%；

2019年1～8月中国印刷品出口金额为2660175千美元，同比增长8.2%。见表5、图11、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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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废纸利用情况分析及中国造纸企业
纤维供需预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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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航1 房桂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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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物质炼制及制浆造
纸新技术。E-mail: kuizhong@icifp.cn。

世界各国废纸利用情况差异较大。中国、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意大利、印度、墨西
哥、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是世界废纸消费量
排 名前10 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废纸回收
国、进口国和消费国，美国是最大的废纸出口
国和仅次于中国的废纸消费国。美国的废纸利
用量随着纸和纸板产量的下降而减少；日本和
德国废纸利用量并未因纸和纸板产量的下降而
减少。韩国是新兴发达国家，对废纸的消耗需
求持续增加。德国和韩国废纸利用率最高，达
到70%以上。

□ 基金项目：乐安学者建设工程“高得率浆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技术”。
通讯作者：房桂干，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制浆造纸新技术及造纸工业污染物控制技术。E-mail: fangguigan@icif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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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废纸回收量为2.35亿吨。废纸利用率，为废纸制成的

废纸是一种重要的纤维资源
废纸，泛指在 生产生活中经过使用而废弃的可循

废纸 浆量占由废纸 浆、商品浆和原生 浆构成的纸 浆 总

环 再 生资源，包括各种高档纸、黄 纸 板、废纸 箱、切边

消耗量的比例（下同）。20 07年以后，世界纸和纸板产

纸、打包纸、企业单位用纸、工程用纸、书刊报纸等。废

量的50%以上由废纸生产，废纸成为造纸工业最主要纤

纸不废，是一种可循环再生使用的重要纤维资源，称为

维原料来源。中国造纸工业纤维原料结构中废纸占比更

回收纸（Re c overe d pap er）更为合适，用回收纸制成

高。2017年中国消耗纸浆10 051万吨，其中废纸浆用量

的纸浆可以称为二次纤维（Se condar y fib er）或回收

为6303万吨，在纤维原料结构中占比约62.8% [2]。

纤维（Recovered fiber）。废纸经再生后制成废纸浆，
可广泛用于包装用纸和纸板、印刷书写纸和新闻纸等各

2

种高中低档纸和纸板产品生产。

2.1

世界各国废纸的利用情况
废纸回收、进出口和消费情况

废 纸 是造 纸工业重要的纤维原料，造 纸工业离不

世界纸和纸板产量排名前10的国家为中国、美国、

开废纸。1981年至2017年世界废纸利用率逐年增长，由

日本、德国、印度、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芬兰和瑞典

1981年的30.6%上升到2017年的57.3%（见图1，本文中

（见图3）。世界各国废纸利用率差别很大（见图4）。美

[1]

未注明出处基础数据均来自FAOSTAT） 。2017年世界

国、巴西、芬兰和瑞典等木材资源丰富国家纸和纸板生

纸和纸板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4.13亿吨和4.09亿吨

产主要为原生木浆。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木材资源有

（见图2）。1981年至2017年世界废纸利用率逐年增长，

限，废纸是纸和纸板生产的主要纤维原料。德国和韩国

由1981年的30.6%上升到2017年的57.3%。因纸和纸板

废纸利用率最高，达到70%以上。
2017年世界废纸回收、进出口和消费量排名前10

消费以后产生的废纸，当年并不能全部回收，2017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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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有关数据见图5～图8。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废纸回

要，需要大量进口废纸，其废纸消耗量世界排名第四；

收国、进口国和消费国，美国是最大的废纸出口国和仅

荷兰既进口废纸也出口废纸，进口量略大于出口量。

次于中国的废纸消费国。废纸进口国主要是中国、印度、

2.2

1981年至2017年主要国家的废纸利用情况

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主要是人口大国或资源相对缺乏

图9～图13为19 81至2 017年中国、美国、日本、德

国家；废纸出口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

国、韩国等5国的废纸利用情况。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

加拿大和意 大 利等经济发达国家。德国和荷兰情况较

中国家，纸和纸板产量占世界总量近四分之一并且仍将

为特 殊。德国因其国内的木浆 和废 纸 无法满足生产需

增加，对废纸具有旺盛消费能力。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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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对 纸和纸 板特别是包装纸和纸

（见图14）。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纸和纸

板需求的快速增长，废纸消耗量快速增加，短短17年即

板生产增速放缓，近10年绝对增加量仅2000万吨，而此

由20 01年的1643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7857万吨，绝对

前的10年达到1亿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纸张品种的消

增加量达6214万吨，举世罕见。美国、日本和德国是G7

费结构发生变化，新闻纸、印刷书写纸等可回收性高的

集团主要国家，其纸和纸 板产量分别在1998、20 0 6和

纸品量快速下降，而铜版纸、生活用纸和多数特种纸等

2007年达到峰值，对废纸消费需求不同。美国的废纸需

不可回收的纸品量在持续增加，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导致

求量随着纸和纸板产量的下降而减少，而日本和德国废

短期内废纸供应量难以增加。同时由于近几年国家间废

纸 利用量呈现小幅增长 趋势，并不因纸和纸 板产 量的

纸贸易受限，部分国家已将分拣废纸作为战略资源而限

下降而减少。韩国是新兴发达国家，纸和纸板产量持续

制出口，另一些国家因环境保护原因限制废纸进口。中国

增加，对废纸的消耗需求持续增加，其废纸利用率高居

是世界最大废纸进口国，但2017年以来实施了禁止未经

榜首，排在德国和日本之前。

分拣废纸进口和进口废纸许可证制度，全面禁止含杂率
大于0.5%的废纸进口，废纸进口大幅度削减。

3
3.1

3.2

中国废纸的供应和需求预测

国内废纸供应情况
随着国内纸和纸板需求增长放缓，废纸供应增量

国际废纸供应情况

的时段内，世界废纸的出口量和出口占比（废纸出口量

量将达到1.11亿吨。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政策即将全国范

占产量的比例）均呈逐年增加趋势，但近10年这种情况

围内推广实施，但其对废纸回收量增加助益有限：
（1）

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废纸可供出口量呈明显下降 趋势

我国纸和纸板消费已达瓶颈，短期内增量有限，可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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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2017年日本废纸消耗量和废纸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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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废纸供应量短期内难以增加。1981至20 08年

图14

1981～2017年世界废纸出口量和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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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量下降。2018年我国废纸回收量为4964万吨，较2017

重要意义 [4]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制非木浆，推动农

年5285万吨降低321万吨，国内废纸回收已达极限（见图

业剩余物资源化综合利用，作为填补废纸缺口用于生产

15）。
（2）我国纸和纸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国内废纸

包装用纸和纸 板，或将成为企业解 决纤维短缺燃眉之

回收主要品种包装用纸、箱纸板、瓦楞原纸、白纸板和

急的一个重要选项。

新闻纸的消耗量已开始下降，且占总量较大比重的箱板
瓦楞纸大约有20%随出口流到国外；铜版纸和特种纸可

4

结语

回收性较差；增速较大的生活用纸基本不可回收。除此

世界废纸利用率逐年增长，2017年废纸回用量为

之外，随着废纸进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国内废纸回收量的

2.35亿吨，废纸利用率达57.3%。美国、巴西、芬兰和瑞

增加，国内废纸供应质量总体呈降低现象。扣除随出口

典等木材资源丰富国家纸和纸板生产主要为原生木浆。

货物流到国外近1500万吨包装纸和纸板，无法回收利用

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木材资源有限，废纸是纸和纸

10 0 0万吨生活用纸，以及其他不可回收纸和纸板150 0

板 生产的主要 纤维原料。中国是世 界最 大的废 纸回收

万吨，国内纸和纸板最大可供回收量约6400万吨，按照

国、进口国和消费国，美国是最大的废纸出口国和仅次

实际回收率90%计算，实际回收量预计约5800万吨。

于中国的废纸消费国。美国的废纸利用量随着纸和纸板

3.3

产量的下降而减少；日本和德国废纸利用量并未因纸和

废纸需求预测和应对措施
[3]

废纸是一种重要战略新资源 ，国内造纸工业仍将

纸板产量的下降而减少。韩国是新兴发达国家，对废纸

保持对废纸的旺盛需求。与从 木 材 和农业秸秆出发制

的消耗需求持续增加。德国和韩国废纸利用率最高，达

原生浆比较，废纸制浆具有流程短、消耗低和得率高的

到70%以上。

优势。增加废纸的使用量，可以减少森林砍伐，降低二

中国对废纸 具 有旺盛消费需求。自20 01年中国加

氧化碳排放量，保护地球环境。回收废纸不仅可以用来

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至2018年，废纸 用量从16 43万吨

生产包装用纸和纸板，经过脱墨还可以生产白卡纸、文

增加到7857万吨，绝对增加量达6214万吨。2017年实施

化用纸、生活用纸等高档纸张产品。国内造纸工业现有

了禁止未经分拣废纸进口和进口废纸许可证制度，废纸

废纸利用能力约8000万吨，如果进口废纸完全停止，预

进口大幅度削减。至2020年末，国内纸和纸板消费总量

测到2020年末，国内废纸供应缺口将达2000万吨，这部

预测将达到1.11亿吨，届时国内纸和纸板最大可供回收

分纤维原料 供应将由进口纸浆和其他纤维原料取代。

量约6 4 0 0万吨，实际回收量预测为580 0万吨，纤维原

纤维原料短缺将成为箱板瓦楞纸企发展的重大障碍，

料供应缺口达20 0 0万吨。纤维原料 短缺将成为箱板瓦

拥有自主回收渠道或原料替代工艺的纸企优势将显现。

楞纸企发展的重大障碍，拥有自主回收渠道或原料替代

非木材资源是我国造纸工业多元化原料结构的重要 组

工艺的纸企优势将显现。

成部分，对于缓解我国造纸工业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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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对我国回收纸行业的影响分析
⊙ 唐艳菊

2018～2019年以来，一系列影响回收
纸行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接连出台，无废城
市建设、垃圾分类普遍推广、进口废纸政
策执行期逼近、固废法修订、
“清废行动
2018”、中央环保督察……众多政策合力
作用下，国内回收纸行业结构、模式、属性
都 在发生质变。本文着重就垃圾分类政
策出台后对回收纸行业带来的转变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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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秘书长、两网融合产业创新协作体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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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垃圾分类政策及工作开展情况

1.1 政策出台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
“垃圾围城”现象普
遍存在，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矛盾，2016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4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
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指出“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
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至此，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
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空前，各地企业居民积极响应，多地出台了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和相关条例。
1.2 主要政策内容及对回收行业的相关要求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同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通知（建城[2017]253号），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和任务，要求2020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
35%以上。2035年前，46个重点城市全面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分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出
“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合理布局布点，提高建设标准，推进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和中转站。”
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出台《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通知》
（建城[2019]56号），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
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2年，各地级
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1.3 各地政府加速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的做法
在垃圾分类顶层设计背景下，各地政府积极响应，陆续出台与垃圾分类相协调的可回收物回收体系
规划、再生资源体系重构方案等。同时对原有落后不规范的回收体系进行全面清理。
1.3.1 上海
近年来，上海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引导政策。2018年3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两网融合回收体
系建设导则（试行）》
（沪分减联办〔2018〕3号），提出了两网
融合体系相关定义、建设标准、建设规范、设施设备配置规
范、管理要求和标识等相关要求，规范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
网点、中转站和集散场建设标准；2019年4月，上海市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上海市可回收物体系规划
实施方案》（沪分减联办〔2019〕6号）的通知，具体提出到
2019年底“建成8000个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170座中转站、
10个区域性和3个托底保障型集散场”，同时公布了《上海市
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2019版）》；2019年1月，上海市出台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于7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国
内最严格的垃圾源头分类措施，条例规定了源头减量，明确了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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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个领域，为垃圾分类全程体系建设提供了法治依据。如图1。
1.3.2 北京
201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
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制定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布局规划，健全完善回收纸回收促进机制，加快再
生资源分拣中心选址工作，并配合回收体系布局规划实现交投点及中转站的布局建设；2018年，北京市
各区（如朝阳区、房山区、顺义区等）加速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及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划及实施方案，进一
步落实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推动回收纸等相关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如图2。
1.3.3 浙江
浙江省是垃圾分类全面开展成效最显著的省份，同时也是再生资源体系协同构建工作最务实的地
区。浙江省杭州、宁波、无锡、金华、绍兴等多个城市都建立起配合垃圾分类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制
度。
2018年杭州市两办发布《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的实施意见》，重新规划三级回收体系，制定规
范，给予财政扶持。2019年11月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商务、发改、经信、住房、
供销社等10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场主体的意见》，这一文件的
发布标志着再生资源行业作为生活垃圾工作开展不可或缺的支撑体系，列入到政府公共服务顶层设计
规划中，同时明确了政府和市场对行业的引
导和分工，培育市场主体，承担政府垃圾分
类工作。2019年8月，宁波市发布《宁波市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9月份出台了《宁波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10月1日正式
施行），意味着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也
真正迈入强制时代，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提供了法治依据。如图3。

2

垃圾分类全面开展对回收纸行业的

影响分析

图2

北京市回收纸回收体系概况

图3

宁波市回收纸回收体系概况

垃圾分类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广泛实施
对国内回收行业未来的体系机构、经营主
体、经营模式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在各
地政府垃圾分类收集体系规划陆续出台后，
原有个体经营为主，分散无序的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将被有组织、有规划、有标准、有
大企业介入的新型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替代，
政府将对再生资源经营资质重新备案，实
施新的管理标准，提出新的回收需求。再生
资源回收将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化运作，而
是政府有一定介入的带有半公共服务属性
的环境服务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对原有
回收纸体系产生四个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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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构现有回收体系
传统回收体系长期处于完全市场化的经营业态，从业门槛低，监管不严，环节众多。从业者多为个
体回收户，普遍存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信用”的问题，无法建立完整的收集、中转、储存、分拣
的回收产业链。利益驱动下，市场呈现利多抢收、利少不收的乱象。在垃圾分类背景下，原有多环节零散
不规范的回收体系将被替代，在众多新出台的再生资源及可回收物回收体系规划中，都提出了要为垃圾
分类后可回收物资源化作为主要任务，建设规范、环保、高效、可追溯的现代化绿色化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为主要目标。因此传统单一以废纸打包站为主要支撑的回收方式，必须与垃圾分类相衔接，必须更加注
重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全品类全链条协同运营、协同处置。新型回收体系是基于“交投点、中转站、
分拣中心”的三级体系，分别为用于可回收物交投、暂存的交投点，收集/整理/暂存、中转的中转站，集
中专业挑选、分类、打包等功能的绿色分拣中心。如图4。
2.2 经营主体出现重大变化
原有社会产生的回收纸要经过四到五个环节进入造纸厂进行资源化利用：一是拾荒者或居民将捡
拾或自产的回收纸销售给社区个体回收者；二是社区个体回收者整理粗分后销售给有运输存储能力的固
定回收站或流动回收车；三是回收站或流动回收车将分类后的回收纸集中运输至集散市场或分拣中心
进行分选打包除杂等物理加工，这类市场和中心多为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经营，为小规模或一般纳税人；四是规模性回收
企业向各地分拣中心和市场进行分购统销，销售给造纸厂。这
个链条中所有环节主体都不同，完全是买卖关系。前端2～3个
环节回收门槛相对低，回收纸品质较差，回收量有限，回收效
率低。为了获得更高利益，缺斤短两等不正当行为常见，易容
易引发民众的反感。同时，因为回收价格过低，民众回收积极
性低，回收意识差，致使大量回收纸丢弃，从而造成浪费。如
图5。

图4

垃圾分类背景下可回收物回收体系

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后，要求一家主体从居民垃圾分类开
始介入一直到分拣中心，回收、物流、分拣全部由一个主体完
成，去除了中间环节，效率和品质都得到本质提升。在政府主
导下的体系建设，要求运营主体必须满足资本、管理、人才、
运营等多方面优势，保证可回收物在市场价格不足以弥补运
营成本时也能完成有效回收，实现垃圾减量。目前各地均出
现了专业分类公司或环卫公司承担城市再生资源体系重构任

图5

传统回收纸回收利用体系

务，如浙江联运、上海城投、北京环卫等等。如图6。
2.3 促进回收纸定价向回收端倾斜
传统的回收纸回收价格由打包厂和纸厂双方的议价能
力决定，但更多的是纸厂定价为主。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开
展，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垃圾分类企业因获得政府资金支持
而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因服务一定辖区的居民而具有规模优
势，因而在与下游造纸企业谈判时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如

图6

垃圾分类背景下回收纸回收利用体系

图7。
如在上海和杭州，由于某些前端两网融合运营公司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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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全流程的回收体系运营能力，实现
对于前端分类渠道的掌控，对于回收纸实
现了品质和数量的把控，进而能够直接和
玖龙、山鹰等大型造纸企业签订原料定价
定质原则，获得优质供应商供货条件。如图
8。
2.4 回收纸品质显著提高
图7

传统回收纸定价机制

通过垃圾分类，将以废纸为重要组成
的可回收物在源头与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分离出来，减少了废纸受污染的
场合与过程；垃圾分类也显著减少了回收
纸的回收环节，回收主体也由个体向企业
转变，回收行为更加规范，之前的掺水掺杂
现象会大幅减少，回收纸质量和回收率都
获得了显著提升。据调研，2019年国内回收
纸品质提升20%以上，国内回收纸同比增加

图8

3

垃圾分类回收纸定价机制

11.19%，回收率提高10%以上。

未来回收行业发展分析及政策建议

3.1 回收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在与垃圾分类和环卫企业竞合过程中，传统回收纸企业将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类企业向前端社
区垃圾分类延伸，延长现有业务链条，争取未来长期回收体系的运营权，为政府提供可回收物全品类回
收处置服务；另一类企业则是积极与取得政府垃圾分类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专业公司合作，定位后端分拣
中心的建设运营，为政府解决可回收物分拣加工处理问题。
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调研显示，2018年中国回收纸20强企业中有10家参与了
当地垃圾分类或“两网融合”有关工作，参与率达到了50%，说明大型回收纸企业已经在抢抓垃圾分类机
遇方面做出了实际行动。垃圾分类对回收纸行业的影响将不仅体现在前端，还包括后端，能帮助进一步
提高废纸回收的质量和数量，乃至重塑回收纸行业生态，实现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如南京启宏、辽宁
陆帆、吉林信诺供销等专业回收纸公司都开始了自建分拣队伍、垃圾投放回收网点、垃圾分拣仓储中心、
加工处理中心、物流体系、销售渠道等环节，有效管理从前端到末端的各个环节，实现前端分类交投、中
间端分类收集运输、到后端分类加工处理的全链条垃圾分类处置模式。
3.2 相关政策建议
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城市规划用地和税务合规化。建议各地政府在出台垃圾分类
相关工作方案时，将可回收物体系规划列入工作重点之一，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保障。尽快修订相
关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建设运营标准，保障回收体系用地，给予主体企业运营条件和财政资金的支持，
从而达到低值可回收物有效回收利用的目标。
再生资源经营需要专业的运营经验和运营人才，如何将现有专业再生资源企业专业力量充分发挥
出来，是各地可回收物体系运营机制设立的重要条件。
注：该文为第八届中国国际废纸利用大会主旨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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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科技创新领引新旧动能转换
⊙ 宋伟华

王恬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同时大家
还要继续关注细节，牢固树立“改善就是创新”
“提升就是创新”的理念，把创新
工作根植到一件件小事上，根植每一项细节性的工作上，根植到大家的骨髓里。
这是7月9日董事长李洪信在2019年上半年述职会上作重要讲话时，就“创新”
作出重要要求。
7月30日，太阳纸业新品发布会上，首次成功量产的新一代食品包装用纸产
品——“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震撼亮相。本产品实现在纸机内利用传统刮刀
涂布方式在线涂布阻隔材料，产品可直接打杯，生产效率更高，更加节能、高效，
能给客户带来更安全、更经济、更环保的舒适体验。
时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在行业内震撼的创新成果就发布了，这不是简
单的巧合，而是太阳纸业科技研发实力的必然体现。
□作者单位：宋伟华，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王恬，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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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太阳纸 业的科 研能力和 研发水平 都 取得巨

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

大进步

工作站、山东省制浆造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岗位、泰山

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学者和泰山领军人才等高层次研发平台。形成多个富有

经过多年努力，太阳纸业的科技研发能力有了明显

创新精神和具有技术优势的强大研发团队：生活用纸研

提高，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

发团队、特种纸研发团队、溶解浆和木糖研发团队、文化

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公司世界首创溶解浆

用纸研发团队和高端食品包装纸研发团队等。完善的研

连续蒸煮技术，把普通的木材变成了不普通的丝线，替

发设施设备和团队建设，为公司“四三三”战略规划布局

代了传统的棉花和化纤。目前太阳纸业溶解浆产能80万

的有效推进、重大项目有效实施提供科技创新的组织优

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全球前二的溶解浆供应商；全球

势。

首创从木材中提取可以食用的食品级木糖，填补了世界

“太阳纸 业当前的科 研条件和以往相比已经是不

空白，颠覆了过去只能从玉木芯中提取木糖的历史，把

可同日而语，我们能够做出这么多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

传统造纸引领到植物纤维应用的前沿空间；生产出世界

是必然的。”公司技术中心经理张伟在和笔者交流时这

上第一张不添加任何功能性化学药品的“无添加”生活

样说到。随着公司科技研发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公司

用纸，也就是传说中能“吃”的纸，让纸张更安全、纯净、

科技研发的密度也越来越强，研发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健康；成功开发出具有克重低、强度高、防水透气、耐冻

逐渐由以往点的提升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实现了科技

抗压等特殊功能的包装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农产品、海

实力的整体跃升。

产品、精密仪器的包装，为山东省乡村振兴、经略海洋战

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持续进步

略贡献力量；幸福阳光生活用纸，被“复兴号”高铁确定

智能化自动化卷筒包 装机器人手臂是在公司运用

为专用纸巾；公司的轻型纸，成功被选定为中共十九大

较早、很成功的新技术、新装备之一。当前，企业要提高

会议文件专用纸；
“金太阳”品牌美术纯质纸，被中央党

效率，单纯的靠人始终是不足够的，而智能是企业发展

校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等

不可或缺的因素。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化的生产机 械

政治读本成功采用；公司创造性的生产出新一代食品包

成为当下生产线上的新时尚，因为它不仅能实现成本更

装用纸产品——“无塑涂布食品包装用纸”，为解决“白

低，而且也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将来，会有更多领域选择

色垃圾”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未来，随着科技研发的深

使用它，替代许多传统的设备，成为企业生产的重要助

入，垃圾分类处理的实施，该类产品最终可实现完全生

手。

物可降解、可回收，更加绿色环保……这些新技术、新成

近年来，太阳纸业不断使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产

果企业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
些都 要归功于公司对创新和研
发的重视。
科研条件今非昔比
看 似寻常最 奇 崛，成 如 容
易却 艰辛。科 技 实力主 要 体 现
在基础科 研能力和高技术研发
水平上，太阳纸业在这两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进步。太阳纸业能够
取得如此科研硕果，是有其原因
的。
“十二五”期间，太阳纸业
被认定为国家级 企业技 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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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水平，运用智能制造设备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

2018年，集团公司创新成果丰硕，共收到创新改善

除了上述的智能化自动化卷筒包装机器人手臂，太阳宏河

提案1070项，采纳763项，采纳率81.64%，并发放专项奖

厂区在建厂之初就设计了全智能自动化立体仓库出、入

金进行奖励激励。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获得教

库系统，存储密度大，空间利用率高，出入库及库内搬运

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承担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3

作业全部实现由计算机控制的机电一体化作业，实现高

项，完成4项科技成果鉴定，其中2项成果被鉴定为国际

度智能化、自动化，每天出入库成品七八千吨。

领先。集团完成浆纸产量631万吨，同比增长10.2%，实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相信在不

现营业总收入508亿元。科技创新有效的帮助了企业增收

久的将来，我们就可能实现工程师运用手机A P P软件就

提质，已成为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成为公司

可以下达生产任务、监控车间生产全流程，实现车间无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

人化生产。
科技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太阳纸业为研发团队和员工营造了“鼓励创新，包

未来，继续充分挖掘创新潜能，激发创新活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容失败”的宽松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集团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太阳纸业

公司创新成果遍地开花。拥有知识产权456件，发明专利

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充分挖掘创新潜能，进一步营造

377项，填补国内空白10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

“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环境，充分激发科技作为第一

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公司在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工艺

生产力蕴藏的巨大潜能。董事长李洪信勉励公司的科研

的升级和改进、原材料的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的研发

团队说到：
“要永葆战斗激情，心存追求卓越的信念，在

成果形成公司专有技术，并积极申请国家相关发明或实

技术研发上要求真务实……各个分公司的研发团队一定

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并在公司纸、浆等产品中应

要加强，要充实骨干力量到市场上拜访客户，以客户为中

用，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科 技成

心以市场为导向，多生产性价比高、差异化的产品，协助

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逐渐缩短，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

销售克服困难，战胜挑战。”

程正在缩短。

太阳纸业将继续优化、提升、推进一批智能化、自
动化项目建设。推动自动上料、自动
分 切 排产、厂 区 联 网、无 人值守 等
智能化、自动化项目尽快落地，进一
步减 轻员工劳 动强度，提 升工作 效
率；推动O A办公系统、物质需求计
划请购系统等智能化管理系统尽快
上线，为职能管理、公司决策提供精
准、快速服务。
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
地位，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硬
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
力。没有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任何
创新都不可持续。一是，目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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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并拥有一支专业、高

重要岗位上去历练；
（3）提升人。多方式、多渠道努力提

效、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公司技术团队人员比例已

升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4）激励人。充分激发一

经占到了公司员工总数的10%以上，其中博士或硕士以上

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形

学历人员众多。以院士为首，以大学院校、科研院所为依

成战斗力。制定了多条员工职业晋升通道，为员工成长成

托，以泰山学者等技术人才为带头人，以各生产单位工

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建设了7处住宅小区，累

艺、质量、技术等人员为骨干的研发队伍，将会得到持续

计10000多套房子，全部以成本价出售给员工，让员工安

加强。太阳纸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雄厚的人才储备，才

居乐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公司还制定了2020年工资倍增

有了无惧风雨、不惧挑战的底气。二是，公司加大优秀科

计划，每年都将增加员工收入，让员工真正享受到企业

技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力度。新时代下，集团公司依托

发展带来的红利，让人才“名利双收”，努力实现每一位

平台优势，培养、引进了一批科研技术人才队伍；持续推

员工的价值。

进技能人才培养，开展技能比武检验技能掌握情况。三

在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太阳纸业将

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尊重人、信任人、

继续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支持人、发展人、成 就人”的人才目标。
（1）用对人。知

念，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

人善任，选好人、用对人，把最合适的人才放在最适合的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位置，发挥最大价值；
（2）用年轻人。只有不断的用年轻

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愿景，为民族造纸工业进步、

人，企业才能有朝气，把能干事、干成事的年轻人提拔到

建立绿色纸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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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拉恩索公布第三季度报告
欧洲
EUROPE

斯道拉恩索近日发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第三季度（与2018年第三季度相比）情
况如下：
销售额下降7.1％，为24.02亿欧元（25.585亿欧元）；经营性息税前收益降至2.31亿
欧元（3.58亿欧元）；营业利润（IFRS）为1.70亿欧元（3.63亿欧元）；每股收益降至0.09
欧元（0.27欧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4.88亿欧元（4.57亿欧元）。投资活动后的现金流量为3.47
亿欧元（3.19亿欧元）。
净债务与运营EBITDA的比率为2.2（1.1），略高于目标2.0的水平。运营资本回报率为
8.7％（16.7％）。
2019年展望：
由于与贸易战有关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而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以及可能的硬脱欧，
预计将对斯道拉恩索产生负面影响。预计整个斯道拉恩索业务的需求增长将放缓，对欧
洲纸张的需求将继续下降。由于实施了利润保护计划，预计2019年的成本将与2018年大
致保持不变。斯道拉恩索仍在实施其他利润保护措施，以缓解当前形势的负面财务影
响。

斯 道 拉恩索将进 行 纸
业部门组织变革
斯道拉恩索决定于2020年底完成
芬兰奥卢造纸厂改造 后，对其纸业部
门进行组织变革。预计到2020年底，计
划的变更可能导致纸业部门最多裁员
135人。
今年5月，斯道拉恩索宣布了其计
划，将奥卢纸厂改造为牛皮纸包装纸
厂。该计划投资约3.5亿欧元，包括将7
号纸机生产线转换为高质量的原生纤维牛皮纸生产线，以及关闭6号纸机。
投资范围将包括一条新的生产线，该生产线将用于年产45万吨牛皮纸板（棕色和白
面），还将提高环保投资。
奥卢造纸厂目前的年产能为108万吨化学涂布纸，此外还生产漂白针叶木浆。
斯道拉恩索表示，新的组织机构预计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善。部门变动将分阶段
进行，以确保客户服务不受影响。在最终实行之前，不会就计划的变更做出任何决定，
也不会有任何裁员。

U PM投资9500万欧元在德国N o rdla n d纸厂建设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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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工厂
UPM将通过在德国Nordland造纸厂投资的一家联合热电工厂来增强其成本竞争力
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新设施通过促进公共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来支持德国能源
转型“Energiewende”。
新建高效的80M W燃气发电厂投资9500万欧元，在财务上具有吸引力，并进一步改善
了UPM的环保绩效，投资回收期为3年。该工厂计划于2022年第三季度并网，将满足该厂
的供热需求，同时能够积极参与不断变化的德国电力市场。
到2023年，每年将节省超过1000万欧元的成本。据估计，该投资将使UPM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减少30万吨。此前，UPM曾在巴伐利亚州的Schongau纸厂证明了这一理念，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S ö dra公布第三季度和前九个月财报
瑞典林业公司Södra报告称，2019年前9个月的运营利润为25.20亿瑞典克朗，而去年
同期为35.33亿瑞典克朗，使用的资本回报率为16％。第三季度营业利润总计5.12亿瑞典
克朗，而2018年为12.77亿瑞典克朗。
“今年前九个月的营业利润令人满意，但是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低于去年同期的强
劲业绩。但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疲软，这一表现还是达到了预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s
Idermark说道。
不过，随着这一年全球经济放缓，森林经济继续疲软，特别是在Södra的核心欧洲市
场，自第一季度以来，随着Södra核心产品价格的大幅降低，市场状况逐渐恶化。
Lars Idermark说：
“对于纸浆而言，价格下降尤为明显，但对于锯材而言，云杉树
皮由于虫害影响了价格。在Södra的主要林业运营地区，情况十分严峻，目前趋势还是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由于社会向生物经济转变，森林工业和林产品的中长期条件 仍然非常有
利。Södra坚持长期发展方针，近年来，已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重大变革，增强公司的竞
争力。”Lars Idermark总结说。

Sappi欧洲公司加入HP Indigo媒体计划
Sappi欧洲公司已与HP Indigo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加入HP Indigo媒体计划。作
为文化纸和数字成像技术的领导力量，该计划显示了两家公司对印刷媒体的承诺。双方
的合作将涵盖商业，研发和市场等。
目前Sappi的Magno和GalerieArt品牌产品已通过认证，可在HP Indigo印刷机上使
用，效果良好。

Ahlstrom-Munksj ö 将法国艺术纸业务出售给意大利
F.I.L.A.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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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strom-Mun ksjö Oyj及其法国子公司
Ahlstrom-Munksjö Arches已签订非约束性谅
解备忘录，将ARCHES ®品牌的艺术纸业务转给
意大利F.I.L.A.集团。F.I.L.A.集团是一家专注
于研究、设计、制造和销售创意表达工具的全球
领先企业。
双方将进行劳资协商并最终确定签署具有
约束力的协议，该交易预计将在2020年第一季
度完成，交易额约为4400万欧元。
预计2019年艺术纸 业务 年净 销售额约为
1300万欧元，ARCHES ®品牌的艺术纸主要用于
水彩画，艺术出版，印刷和写作以及数字艺术
出版（复制）。艺术纸的质量类似于传统的手工
纸，非常适合绘画和艺术图案的印刷。

国际纸业公布第三季度报告
国际纸业发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国际纸业第三季度净收益为3.44

美洲
America

亿美元（每股收益0.87美元），而2019年第二季度为2.92亿美元（每股收益0.73美元），
2018年第三季度为5.62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1.37美元）。
第三季度调整后的营业利润为4.31亿美元（每股1.09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第二
季度为4.6亿美元（每股1.15美元），2018年第三季度为6.41亿美元（每股1.56美元）。
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为8.82亿美元，年初至今为27亿美元，而2018年同期
为24亿美元。第三季度偿还债务3.83亿美元，回购股份7400万美元，过去12个月的总回购
额达到6.85亿美元。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萨顿（Mark Sutton）表示：
“国际纸业再次实现了稳定
的季度收入和强劲的现金产生能力。展望第四季度，我们将通过优化从原材料到客户的
整个价值链，继续实现绩效最大化。”

Canfor公布第三季度财报
Canfor近日发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由于全球市场疲软，以及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纤维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Canfor 2019年第三季度营业亏损
为1.24亿美元，而2019年第二季度营业亏损为4970万美元。木材、纸浆和造纸部门的营
业利润明显下降，第三季度两家公司的业务大幅削减。
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报还包括了5350万美元净税费，第三季度的业绩还包括木材
和原木库存减值准备 金净回收530万美元，以及先前宣布的Vavenby、M acken zie和
Vavenby三家锯木厂产能削减的成本64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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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部门的亏损主要反映了西部云杉、松树、杉木基准木材价格的长期疲软，BC省
原木成本的持续升高。
纸浆和造纸部门的业绩反映出全球纸浆市场状况疲软，与市场有关的重大停机时间
以及BC省锯木厂的削减导致纤维供应中断。受全球针叶木浆需求疲软以及全球纸浆库存
水平提高的影响，北部漂白针叶木浆（NBSK）和热化学机械浆（BCTMP）的价格在整个季
度出现大幅下降。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纸浆市场状况和纤维供应中断的挑战，Canfor在
BC省的乔治王子纸浆厂、洲际浆纸厂和Northwood纸浆厂进行了分阶段的产量削减，本
季度北部漂白针叶木浆产量减少了7.5万吨，热化学机械浆产量减少6万吨。

WestRock关停新泽西州瓦楞纸箱厂
WestRock将于12月关闭位于新泽西
州Newark市的瓦楞纸箱工厂，该工厂的
生产将转移到其他工厂。
WestRock发言人表示：
“作为一家
负责任的公司，我们在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营效
率。为了保持竞争力，出于综合考量，我
们正在将一些生产任务进行工厂之间的
调度转移。”
据悉，关闭可能影响多达114名工
人。不过WestRock声称，该决定是公司
从长远角度出发进行的战略决策，受影
响的员工有资格申请其他职位。

Cascades关停两家位于美国的生活用纸加工运营中心
Cascades宣布将自2020年3月27日起永久关闭其在纽约Waterford和亚利桑那州
Kingman的生活用纸加工运营业务。
关闭地点不涉及Waterford的客户服务或配送中心，而Kingman的配送中心也将继续
运营，直到租约于2020年10月结束。两家纸厂每年合计生产900万箱卫生纸产品，每年雇
用213名工人，业务将移至其他Cascades工厂。
Cascades Tissue Group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ean-David Tardif表示：
“做这个
决定很困难，但很有必要，这是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利于提高集团公司卫生
纸综合盈利能力。我们向客户保证，Cascades的服务和产品质量不会受到此决定的影
响。”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中，Cascades将努力安顿员工，让尽可能多的员工转移到
Cascades其他业务部门工作。无法或不愿搬到其他工厂的员工，也将获得公司的资金补
偿和其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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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l u m bia P u l p即将开
始秸秆制浆
C olu m bia P ulp 在北美的首个草
浆厂已进 入 最后准备阶段。土建公司
Pacific Civil ＆ Infrastructure
的工期即将结束，预计浆厂即将完工。
公司希望尽快开始启动锅炉，然后
调试相关设备，随后将正式开始纸浆生
产。

纸张加工企业PCMC收购塞尔维亚STAX技术公司
纸张加工企业PCMC收购了总部位于塞尔维亚的STAX Technologies（STAX）。此次
收购为PCMC的纸巾包装产品线增加了新的生产技术。该交易的条款暂未披露。
自2002年2月成立以来，STA X一直致力于持续发展和制造 用于生活用纸的包装设
备，核心产品包括包装纸、捆扎机、纸箱包装机和码垛机。

玖龙宣布注资美国Rumford和Biron纸厂
10月8日，玖龙纸业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ND PAPER宣布将对位于Rumford和Biron
的两家工厂进行新的投资，通过设备升级改造来实现产能和产品的提升。
Rumford工厂的投资包括：R9浆板机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停机，进行改造以提高纸
浆产量。R10纸机将于2020年3月下旬停机，安装新的流浆箱、靴式压榨和成形部，提高
产能和生产效率。R12纸机将现有的印刷书写纸转产为特种包装纸。R15纸机将在2020
年夏天停机并安装新的靴式压榨。
Biron工厂的投资包括：在2020年一季度完成B25纸机的改造，由轻涂纸转产为箱板
瓦楞纸。
2018年6月，ND Paper与加拿大Catalyst公司达成协议，ND Paper以1.75亿美元收
购加拿大Catalyst公司在美国的两家制浆造纸厂——缅因州的Ru mford工厂和威斯康
星州的Biron工厂。Rumford工厂最早成立于1901年，现有员工610人，共有三条造纸生产
线，总产能55万吨，主要生产铜版纸、双胶纸和食品包装纸。该厂还有2条制浆生产线，
产能52万吨，其中约40万吨自用，其余约12万吨为商品浆。Biron工厂成立于1895年，现
有员工380人，有两条造纸生产线，总产能34万吨，主要生产文化纸和食品包装纸。

Flambeau River Papers纸厂收购被取消，进入破产
清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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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Falls Flambeau River Papers纸厂向新组建的Element Ventures公司的
资产出售已取消，目前已进入破产清算流程。
法院指定的工厂接收人丽贝卡·德马布（Rebecca DeMarb）参加了临时听证会，并
表示：
“我希望可以重启销售流程，出售给其他有意愿的公司，否则再进行资产清算。”

国际 纸 业出售印度文
化纸业务
2019年10月30日，国际纸 业宣

亚洲
ASIA

布将持有的印度A PP M Limite d公
司的股权(21873521股 )出售给West
Coast公司，价格约8500万美元。
同时，国际纸业还表示将继续寻
求合适的机会，以剥离其在A PPM中
剩余20%的股份(7954008股 )，将彻
底脱离在印度的文化纸业务。
对此，公司CEO马克·萨顿表示：
退出股份反映了国际纸业未来将继续
致力于发展全球包装和纤维素纤维业务。

日本制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收购纸板包装业务
日本制纸宣布，已与Orora Limited签署协议，以价值17.2亿澳元的现金收购Orora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纸板包装业务，具体价格可能会有所调整。
业务范围包括Orora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Botany造纸厂，以及纤维加工、
特种包装、纸箱、袋子、功能性涂料等业务。收购后的业务结构暂未确定。

王子制纸计划关停日本Nayoro工厂
王子制纸宣布，为应对日本国内纸张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集团正在努力重组生产结构，
决定关闭Nayoro纸厂，并将其中一台造纸机搬迁到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的Tomakomai 工厂。
生产结构变化主要包括将位于Nayoro的2号机搬迁至Tomakomai工厂。2号机生产特
种纸板，每年的生产能力为4.7万吨。迁移后，预计将在2022年4月重新投产。
Nayoro纸厂的另一台3号纸机预计将在2021年12月停产，该纸机的年产能为16.3万
吨瓦楞原纸。
王子制纸还宣布，Tomakomai工厂的5号纸机正在从生产新闻纸（20万吨/年）转换
成生产纸板和牛皮纸，预计它将在2021年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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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A，即缅甸企业Best Eternity Recycle Pulp
And Paper Company Limited以及卖方B，即李文

投资建设

祯女士和李文丽女士签订了协议。李文祯和李文丽
为理文造纸主要股东李运强的女儿。根据公告，卖
方A在缅甸新建的34万吨/年纸浆线计划将于2019

云景林纸生活用纸项目一期2.4万吨
建成投产

年下半年投产。而卖方B（其本身或透过卖方B集团

本刊讯（云投集团 消息) 日前，云南云景林纸

江西理文再次连续投产2台生活用纸
机

股份有限公司万吨生活用纸项目一期2.4万吨成功投

之任何公司）将每年提供另外约34万吨。

料试生产。
该项目于2018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日，理文造纸江西九江

3.36亿，一期2.4万吨项目投资1.51亿，二期3.6万吨

基地，10月18日和10月20日连续投产2台国产高速生

将择机上建。6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建成投产后，年预

活用纸机，分别为理文集团的生活用纸20号机和21

计增加产值4亿、税费2000万、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

号机。

500余人，公司生活用纸总体规模将达到9万吨/年，

20 18 年，江西 理 文 共签 约了6台相同型号的

纸品在公司浆、纸产品中占比将由目前的8.2%提高到

高速新月型卫生纸机，设计车速1300米/分，幅宽

30%以上。

2850毫米。2018年9月下旬先后投产2台，此次投产
的是6台纸机的第三和第四台，剩下的2台也将于近

理文缅甸湿浆系统成功开机投产

期陆续开机投产。待6台纸机全部投产后，该基 地
将新增10万吨原纸产能。

据纸业联讯报道 据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10月16日消息，理文造纸位于缅甸的再生浆项
目日前成功投产。

大庆市新庆馨纸业年产2万吨生活用
纸生产线投产

理文造纸今年5月30日发布公告，表示旗下利
龙有限公司已签订采购协议，将在2019年7月1日至

本刊讯（维拓 消息) 10月9日，保定市维拓造

2021年12月31日期间，每年采购约68万吨纸浆产品

纸机械公司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新庆馨纸业成功投

以减少对废纸依赖。

产了一台幅宽3500毫米、车速1100米/分的新月型

利龙作为理文造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与卖

卫生纸机。该纸机产能2万吨/年，采用的国际先进
型节能呼吸式气罩、性能优越的多级湍流式流浆箱
及高性能变频器（1.5k W～500k W），均由维拓公司
自主研发制造，是维拓目前重点推出的新型节能环
保高速纸机。纸页的匀度及纵横拉力比已达到国
际标准，大大降低汽耗、电耗等各项成本。

唐山美 特 好卫 生用品 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的2号机开机
本刊讯（钟华 报道) 10月21日，唐山美特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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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企业将加快推进工艺管路安装、纸机
安装作业，为该项目按期顺利达产提供必要的前期
保障。项目投产后，产品技术及产品质量将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满足国内外食品包装
用纸的市场需求，达到欧盟标准，实现大量出口。

浙江吉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
吨的装饰原纸机（2号机）即将投产
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浙江吉鼎新材料科

生用品有限公司2号机顺利投产。据了解，2号机与

技有限公司2号机设备安装已近尾声，目前正在进

2019年7月29日投产的1号机型号一致，均由轻工业

行电器和局部设备的调试工作，计划下个月底进行

杭州机电院设计、加工的新月形卫生纸机，纸机净

试生产。2号机是一条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主要

纸幅宽3550毫米，设计车速1300米/分，可以同时生

使 用商品木浆生产定量在70克/米 2 左右的装饰原

产本色和漂白高档生活用纸，单机设计产能2.5万

纸，设计产能3万吨/年。

吨。随着2号机的顺利投产，公司年产5万吨的一期生
活用纸项目全部投产运行。

浙江吉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安吉山川
纸业有限公司，最初成立于1991年。2014年3月，公

唐山美特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4

司整体迁入安吉县塘铺工业园区净土路111号，淘

月，由保定恒信纸业有限公司和唐山中威商贸有限公

汰原有老旧设备并新上一条装饰原纸生产线（1号

司共同投资建设。公司位于河北迁安高新技术产业

机），已于2015年投产运行。待2号机正式投产，公

开发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3.5亿投建

司的装饰原纸产量将达4万吨/年，成为湖州地区最

4条高档卫生纸生产线，2条湿巾生产线，及成人护

大的装饰原纸生产基地。

理垫和成人纸尿裤生产线各一条。

恒丰纸业年产5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
预计12月投产

沈阳玖龙年产60万吨瓦楞原纸项目开
始调试
据《沈阳日报》报道 今年以来，辽宁省沈阳新

据牡丹江新闻网报道 近日，记者从市工信部门

民市把项目建设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

获悉，截至目前，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力以赴抓项目、抓招商、抓

产5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完成投资1.6亿，完成主要

飞地经济，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项目工作任务。

设备招标和厂房主体工程建设；在设备安装方面，

新民市紧紧围绕造纸包印、生物医药和高端医

罐体安装、单体设备安装已完成，正在加紧推进工

疗器械、农产品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招大引强、选

艺管路安装、纸机安装进度，预计将于12月份竣工

优培强。其中包括玖龙纸业（沈阳）年产60万吨瓦

投产。

楞原纸生产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开始调试，总投资

据了解，恒丰纸业年产5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

24.7亿元。

于2019年4月开工，建设期8个月，预计年末竣工投
产。其中，幅宽4800毫米纸机、幅宽3800毫米纸机
各1条。建 成达 产后，年产低定量食品包装纸5万

来宾华胜纸业自主研发设计的2号新
月型卫生纸机即将投产

吨，预计可新增销售收入5亿元、收益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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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广西来宾华胜纸业

水陆运输条件不好，给这次运输提出了严峻的考

有限公司2号高速生活用纸机的设备安装已进入尾

验。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外运四川有限公司

声，即将进行单机调试，并计划于12月份正式投产

经过多方考察，制定了科学运输方案，派出了最优

运行。该纸机净纸幅宽2850毫米，设计车速1000米

秀的团队。

/分，设计产能1.5万吨/年。与2018年6月投产的1号

为确保运输方案落实到位，孝南区委区政府

高速纸机一样，2号机也是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

和孝南区经济开发区成立了工作专班，协调水利、

造的新月型纸机，关键设备由国内知名生活用纸设

公安、运输等相关职能部门，完成沦河船闸开放

备制造商提供。

及水位提升，码头承重检测，桥梁承压检测，道路

2009年注册成立的来宾华胜纸业有限公司，

排障等工作。

主要用蔗渣浆原料生产大轴半成品卫生纸，2015

据金红叶纸业（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纪福

年公司实现总产量2万吨/年。随着2号机的成功投

军介绍，三期项目计划明年7月份投产，投产之后

产，公司的原纸生产能力将大幅提升，进一步巩固

我们会达到36万吨的产能，产值估计会达到30亿

公司在该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元左右。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40万吨瓦楞芯纸项
目即将投产

贵州盛世荣创年产25万吨瓦楞原纸
项目举行纸机签约仪式

本刊讯（鞠华 报道)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

本刊讯（向长江 报道) 10月28日，贵州盛世荣

公司开工建设一年多的包装纸项目，设备安装已近

创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中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尾声，目前正在进行电器和局部设备的调试工作，

公司在贵州省瓮安县进行了PM1年产25万吨瓦楞原纸

计划11月底进行试生产。

项目关键设备订购签约仪式，这标志着两家公司正

据悉，纸机净纸幅宽6600毫米，设计车速1400

式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迈向新的台阶。

米/分，主要生产低克重瓦楞芯纸，年产能40万吨。

本项目造纸机机型5400/700，建成之后将是云

投产后可为公司新增产值近10亿，利税1.5亿。项目

贵地区大型再生纤维回收利用企业之一，为祖国青

位于义乌市报国西路18号，共投资7亿人民币，是在

山绿水做出应尽的义务！

拆除原先占地60亩老旧厂房位置上的新建项目。

贵州盛世荣创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
年，将打造成一家现代化的废纸环保造纸公司。公

湖北金 红叶 纸业三期扩建核心设备
顺利到厂，预计明年7月投产
据孝感广电报道 由中国外运四川有限公司承

运的特种设备——造纸烘缸，10月10号，顺利运抵
金红叶纸业（湖北）有限公司厂房内，这标志着企
业三期工程明年7月可如期投产。
此次运送的造纸烘缸共有两个，每个重达145
吨，长8.95米、宽5.62米、高5.72米，是金红叶纸业
（湖北）有限公司三期扩建工程的核心设备。
由于设备价值高、体积大，运输时间紧，必须
在10月中旬运抵孝感，加之，今年长江水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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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主要生产卡纸丶高强瓦楞芯纸。项目位于贵州省

点项目，也是自治区“双百双新”项目。当前，自治区

瓮安县，产品覆盖贵州省、重庆、云南省、广西、湖南

各级党委政府正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

等地。

的思路打造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与
太阳纸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一带一路”项目

太阳纸业广西北海项目隆重举行开工
仪式

建设的战略布局，有着非常多的契合点，此时投资
北海对双方都是恰逢其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和广西、北海经济

本刊讯（仟松 报道) 10月16日，太阳纸业广西

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海年产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隆重举行开工

在分会场，李鲁首先向百忙之中莅临开工仪式

仪式！这是太阳纸业不断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项目

又一次历史性跨越；这是全体太阳人努力打造可持

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战略布局，极大丰富公

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的重要阶段性成

司产品类型，提高产品档次，推进产品结构提档升

果；这更是太阳纸业再次腾飞的一个崭新开始！

级，大幅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项目总

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北

投资228亿，分两期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

海市重点项目开工仪式，以及 广西太阳纸业年产

利税35亿，直接创造就业岗位三千二百多个，间接

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开工仪式同时在北海市

创造就业岗位两万多个。下一步，太阳纸业将扎根

主会场和铁山港区分会场隆重举行。

北海、建设北海，把北海当作第二故乡，努力把项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洪信在北海市主会场
出席开工仪式并致辞，太阳控股集团董事长李鲁出
席分会场开工仪式并致辞，公司领导应广东、刘泽
华、马林、高树吉等共同参加分会场开工仪式。

目建设成一个生态节能、低碳环保、世界一流的智
能、智慧园区！
随后，施工单位代表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海农作表态发言，他表示，广

在主会场，李洪信首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

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党委政府对太阳纸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要求，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向大家交上

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

一份满意的答卷。

重举行项目开工仪式，这是太阳纸业发展史上又一

最后，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秦如培，北

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也是向伟大祖国

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维，分别在主会场和分

的献礼。广西太阳纸业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会场同时宣布项目正式开工！参加开工仪式的领导

是太阳纸业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适应

和嘉宾共同为项目培土奠基，在掌声与欢呼声的海

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

洋中，太阳纸业年产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开
工仪式圆满礼成！

景兴纸业马来西亚80万吨废纸浆板项
目迎来关键节点
本刊讯（景兴 消息) 10月12日，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景兴控股（马）有限
公司，拟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建设的一期80万吨废
纸浆板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景兴控股（马）有限公
司与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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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香兰（上峰）纸业于2017年开始对落后产
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仅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园区
内原料供应的规划和发展用地的购置。第一期项目
的两台B C1300-2850宝拓纸机运行一年多以来，产
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销售
盛况。
广西香兰（上峰）纸业加快发展步伐，将进一
步夯实在广西区域的领先地位。

管理运营

限公司的签约仪式举行。
景兴纸业董事长朱在龙、副董事长戈海华、总
经理王志明等领导与潍坊凯信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贾克勤、副总经理于佩杰、总经理助理侯瑞华、

斯 道 拉 恩索完成向华泰纸 业出售大
王工厂60%股权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简泽丰、营销副
总经理肖国雄亲临签约现场，共同见证并参与签约
仪式。
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与潍坊凯信机械有限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斯道拉恩索10月

22日宣布，已经完成向山东华泰纸业出售大王工厂
60%的股权。

公司、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两条

公司表示此项交易不会对其经营性损益产生

年产40万吨/4800毫米浆板机生产线和切板理纸

任何重大影响。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净债务将减少

机及浆板自动打包输送系统一套。

约2200万欧，年销售额将减少约6000万欧元。

本次与景兴控股（马）合作的两家企业在浆板

7月25日，斯道拉恩索和华泰纸业分别公告，

生产各自的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和成熟的工艺，并

华泰纸业将收购斯道拉恩索所持山东斯道拉恩索

且拥有丰富的海外项目建设经验，相信能使景兴马

华泰纸业有限公司的60%股份，双方已就此签署协

来西亚项目锦上添花。项目建成后，为景兴纸业解

议。华泰纸业同时表示，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元，并

决进口原材料采购困境和突破公司规模扩张的瓶

对山东斯道拉恩索华泰纸业进行债务重组。

颈续写新的篇章。

2006年，斯道拉恩索和华泰纸业合资成立山
东斯道拉恩索华泰纸业，并分别持股60%和40%。该

广西香兰（上峰）纸业与宝索企业集
团合作升级

合资企业负责运营的大王工厂位于山东东营，年产
14万吨基于回收纤维的超压杂志纸及其它出版用
纸。

本刊讯（宝索 消息) 近日，广西香兰（上峰）

纸业与宝索企业集团再度签约年产5万吨高档生活

恒安集团与普洛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用纸交钥匙工程项目。此次项目包含两台宝拓纸机
及宝索后加工设备等全部项目工程。

本刊讯（恒安 消息) 10月30日，恒安集团与普

新订购的宝拓纸机型号是B C1500 -2850高速

洛斯集团在厦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

新月型纸机，纸机设计车速1500米/分，设计幅宽

合作的进一步升级，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以及

2850毫米，两台纸机计划于2020年8月正式投产。

寻求智慧供应链系统升级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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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生活用品行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博汇纸业获宁波亚洲三度举牌，后续
将继续增持
本刊讯（博汇 消息) 博汇纸业公告，截至10月

11日收盘，宁波亚洲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新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达到66,842,11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5%。增持后，宁波亚洲持股比例达15%（具体
比例为14.999996%）。
宁波亚洲认为造纸行业的未来可期，拟通过增
持成为公司的投资方，其在未来12个月内累计增持
据悉，普洛斯是全球领先的现代物流设施和工
业基础设施提供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空间和综合

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总股本的1%，最高不超过总股
本的10%。

解决方案。普洛斯也是中国最大的现代产业园的提
供商和服务商，是中国市场最早启动智慧物流及相
关产业生态系统的打造者和促进者。目前，普洛斯

浙江和泓纸业计 划在印度 建立废纸
浆板生产基地

及旗下品牌环普，在42个战略性的区域市场投资、
开发，并管理着362个物流园、工业园及科创园，物

本刊讯（和泓 消息) 10月24日，浙江和泓纸

业总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同时，普洛斯还基于支

业迎来了印度Adorn公司董事长Bhaumik Patel一

持物流、新能源及科技 产业的发展，通过 股权投

行，公司总经理谢海常等与其洽谈印度造纸项目合

资、金融服务及数据科技平台领域，积极打造领先

作事宜。

的产业发展生态体系。
签约仪式上，恒安集团执行董事、运营中心副
总裁许清池表示，作为中国家庭生活用品领军企

帕特尔先生一行首先参观了公司厂区生产线，
与相关负责人探讨了国内废纸收购、纸品销售等情
况，了解了目前中国国内瓦楞纸业发展现状。

业，恒安集团通过持续创新，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

接着，双方就此次项目合 作进行洽 谈磋商。

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近年来的管理变革，也着力

和泓纸业公司主要基于有效降低废纸原料成本考

推动“端到端”信息化可视化建设，依托智慧供应

虑，预估国家将逐步禁止欧废美废进口，势必导致

链体系，搭建起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将

国内废纸紧缺价格上涨，为提高企业市场核心竞争

更好的体验带给消费者。因此，恒安集团非常重视

力，意向在印度蒙德拉阿达尼经济特区内投资建设

与普洛斯的合作，将以四川项目为起点，双方接下

欧美日废纸浆板生产加工基地，再将浆板产品进口

来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探索智慧供应链特

用于国内生产。A d o r n公司是印度一家较大规模纸

别是物流仓储方面的全新途径，在这些方面，双方

箱厂，并与印度阿达 尼集团建有合 作关系，可提供

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与合作潜力。

土地、厂房及印度当地资源支持，意向寻求一家有

普洛斯中国副总裁邱宝军表示，普洛斯非常重

技术支持的造纸企业合作经营造纸厂。

视与恒安集团的战略合 作，并将高效落实具体项

双方基于合作共赢的原则，在和谐愉快的气氛

目。同时，普洛斯也将更加关注和参与恒安集团大

中进行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洽谈。后续将继续就合作

型项目的规划，深度配套，相信此次的强强联合，

具体细节作进一步商谈。

不仅对双方效益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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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国包装完成收 购“斯道拉恩索正包装有限公
司”10%的小股东股权。自此，斯道拉恩索中国包装
由中外合资企业正式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自2011年正式开展业务以来，斯道拉恩索中国
包装一直致力于提供基于可再生材料的可持续印
刷包装解决方案，集创新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长期服务于国内外知名品牌商，产品
行销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地。公司在广东东莞、河
北迁安、浙江嘉善、江苏常州、北京、上海等地设
有工厂、创新中心及销售办事处，员工人数超过四千
人。公司专业生产纸质消费品包装，包括彩盒、礼

中国造纸博物馆（黑龙江）正式开馆

品盒、瓦楞纸箱、纸塑、手提 袋以及说明书、标签
等配套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食品、医药、快

据牡丹江新闻网报道 10月12日，恒丰纸业集团

餐、烟酒、保健品、工艺品、化妆品等众多行业，其

举行中国造纸博物馆（黑龙江）开馆仪式。该馆从

强大的创新服务能力获得了来自众多行业客户的一

功能定位、建设质量、施工周期，到文案设计、施

致认可。

工布展、展品馆藏，均开创了国内造纸博物馆的先

斯道拉恩索中国区总裁、中国包装总经理宇德

河，是截至目前全国最大、功能最全的中国造纸博

钧先生表示：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信守基于可再生

物馆。该馆的投入使用，将对弘扬民族纸文化、了

材料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以优质的创新包装解决

解中国造纸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普及造纸科技

方案服务于中国及海外客户。”

知识等，发挥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据介绍，近年来，恒丰纸业集团在自身不断发
展壮大的同时，始终秉持传承中国造纸文化初心，

山鹰纸业参股公司Fangdd Network
在纳斯达克上市

秉持践行社会满意的办企宗旨，自2017年5月开始
规划筹建中国造纸博物馆，历时两年多时间，建成
中国造纸博物馆（黑龙江）。

本刊讯（山鹰纸业 消息) 山鹰纸业公告，参股

公司Fangdd Network于11月1日（美国时间）在美

该博物馆总投资3462万元，建筑面积5998平方

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7年3月，公司

米，展厅面积5139平方米，由恒丰纸业企业馆、造

全资子公司山鹰投资投资2.2亿间接持有F a n g d d

纸通史馆和现代科技馆三部分组成，共展出展品

Network2.2%的股权。Fangdd Network挂牌上市

5000余件，为人们研学和了解造纸文化提供了一个

后，公司间接持有Fangdd Network合计4226.66万

功能丰富、品质性高、实践性强、寓教于乐的文化殿

股A级普通股，每份美国存托股（A D S）代表25股A

堂，向人们展示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改进、传播的

级普通股。

全过程，带领参观者深度走近造纸文化，体 验造
纸工法技艺。

斯 道 拉 恩索中国包装成为外商独资
企业

新金龙纸业与天岳环保签约委托运营
污水处理业务
本刊讯（鞠华 报道) 10月21日，天岳环保分公

司与衡山县新金龙纸业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约。新金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近日，斯道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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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教师教学用书、教学辅助用书及一般图书等印
刷品的一等品纸张供应工作。
本项目的投标厂家和供应商众多，对投标厂家
的各 项要求都非常高，亚太 森博满足所有资格 条
件。同时公司高度重视本项目，管理层全力支持项
目投标，从总经理到销售市场领导支持领导各部门
进行投标，亚太森博上下一心，积极配合招投标部
门进行投标准备，经过各部门的齐心协力，一举成
功中标！这也是亚太森博工厂实力的最好证明！

晨鸣纸业：连续两个季度净利环比大
幅增长
用1000余万元。
作为岳阳林纸旗下的生态公司之一，天岳环保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10月25日，晨鸣纸业发

分公司自2018年12月成立以来，外部市场开拓成效

布第三季度报显示，2019年1-9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

初显。这次与新金龙纸业签约，是继与华能、长岭中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8亿元，其中三季度归属于上

顺化工、岳阳中顺化工、锦港置业、千源铝业成功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8亿元，较二季度环比增长

签约后，天岳环保拿下的又一大单。

18.22%，这是继二季度环比大幅增长后业绩再次攀

新金龙纸业是亚洲最大的纱管纸生产企业、湖
南最大的民营造纸企业、湖南最大的再生纸生产基
地。

升。
业内人士分析，前两年造 纸企业经 历了周期
波峰，去年中旬进 入低 周期。就晨鸣纸业来说，

出席签约仪式的领导有原省轻工行业办主任、

相对于一季度，其二季度盈利4.72亿元，环比增

省政府顾问刘晓明，衡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伟，

长1135%，业绩突出，出现“拐点”。最新披露的第

新金龙纸业董事长李再荣、总经理吕建荣，泰格林

三季度报显示，盈利又超过了二季度，业绩持续向

纸集团总经理叶蒙、岳阳林纸总经理李战、副总经

好。

理李正国、易兰锴，天岳环保总经理陈金心等。双
方表示共同合作做强做实湖南造纸产业。

据了解，晨鸣第三季度业绩持续攀升，主要源
于一方面进入二季度以来市场形势明显转好，库存
已处于低位；三季度以来是造纸行业的传统旺季

亚太森博中标入围人民教育出版社胶
版纸供应商

和教材印刷的高峰期，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主要
纸种均落实提价，产生了明显效益；另一方面近年
来公司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改造升级优质高端产

本刊讯（孙小蕾 报道) 10月18日，中国教育出

能，战略布局全产业链，构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特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纸张供应商招标项目

别是随着新建的四大浆纸项目陆续达产达效，浆纸

（人教社）（招标项目编号：T C190198B-1）公布正

一体化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走上了高质量、可持

式中标结果。亚太森博首次参与并成功中标，成为

续发展之路。

人民教育出版社胶版纸供应商之一。

2018年以来，晨鸣建成投产寿光美伦51万吨文

此次人教社首次公开招标，项目为供应商入围

化纸、寿光本部文化纸改造、寿光美伦100万吨化

招标，入围供应商承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学浆、黄冈晨鸣化学浆等项目，成为全国唯一木浆

公司下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自印中小学教

自产自足、浆纸产能完全匹配的企业，木浆产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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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最大、超过470万吨，浆纸一体化优势明显，毛利

本刊讯（徐媚 报道) 为了弘扬工匠精神，全面

率水平大幅提升，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发江苏省造纸行业职

进一步增强。

工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热情，营造“比学赶

作为中国造纸龙头企业，晨鸣拥有全球单机产

超”的浓厚氛围，推动江苏造纸行业的持续健康发

量最大、工艺装备最先进的10余条造纸生产线，目

展。2019年10月15—16日，江苏省造纸行业职工技

前纸幅宽度11米以上的纸机全球有4条，晨鸣拥有

能（选纸工）大赛决赛在镇江市金东纸业（江苏）

其中3条，确保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在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举行。

业内品种最多、最齐全，文化纸、静电纸、白卡纸、

本次大赛由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

铜版纸等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国前列，企

苏省总工会和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共同主办，金东

业发展优势明显。今年9月份，晨鸣相继获得中国制

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出席本次活动的嘉

造业500强品牌价值创造第77位、中国造纸行业20

宾有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李林森主任、江苏省财贸

强榜首等荣誉。这是企业创造能力、盈利能力、品

轻纺工会封波部长、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牌效益等最好体现。

陈彦德调研员、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牛庆民会长、

下一步，晨鸣将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为使命，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黄昭雄总经理、A PP

不忘初心，聚焦主业、做强实业，进一步发挥全产

中国大纸事业部孙炳健副总经理等。江苏省造纸行

业链、技术装备、产品等核心优势，大力发扬工匠

业职工技能（选纸工）大赛由初赛和决赛组成，初

精神，不断 增强运营质量 和盈利能力，推动企业

赛分为镇江赛区、苏州赛区及南通赛区，经过激烈

效益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

的角逐，从各赛区共选拔出了50名优秀选手晋级决

力量。

赛。
决赛分为笔试和实际操作。笔试于10月15日进

会议活动

行。10月16日上午9:00，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李林
森主任宣布比赛开始。此次比赛实际操作考核项目
为数纸、克重判定、查找纸病。参赛选手们理论基

江苏省造纸行业职工技能(选纸工)大
赛决赛在镇江成功举办

础扎实，实际操作经验丰富，50位参赛选手均优质
高效地完成了比赛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8名。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分别是金东
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刘亚琴、江苏王子制纸
有限公司朱亚男、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陈娣；二等奖获得者分别是金东纸业（江苏）股份
有限公司邓春燕、王勤、徐培风、江苏王子制纸有
限公司姜银珍、徐金平；三等奖获得者分别是江苏
王子制纸有限公司朱春燕、蔡亚芹、陈辉、金华盛
纸业（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刘秀伟、金东纸业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王荣霞、田娅娟、许琳、芬欧
汇川（中国）有限公司黄燕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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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刘克秘书长在大会总结

中国纸张事业部C E O特别助理、市场总监臧慧敏先

中表示，江苏省造纸行业职工技能大赛已成为江苏

生，A P P金光创利全国销售总监鲍新增先生等出席

省造纸行业的特色活动，多年来受到了江苏省总工

活动；京东方面，文仪及配件业务部总经理宿强先

会、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高度关注和大

生，文仪及配件业务一部经理赵伟同先生等出席活

力支持。未来协会还将继续贯彻落实江苏省人力资

动。

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江苏省总工会的“江苏省百万技

发布会以金总的精彩致辞拉开序幕。A P P金光

能人才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部署要求，在全行

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企业，扎根中

业开展职工技能大赛。以技能竞赛为契机，推动企

国市场20多年，累计投资资产规模超过1500亿元，

业之间协同交流；以技能竞赛为引导，激发职工学

为中国造纸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倡导绿

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热情。弘扬劳模精神和工

色经济、创新发展的理念下，APP率先提出“林浆纸

匠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一体化，绿色发展大循环”的概念，为行业绿色发

推动江苏省造纸工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展，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金总进一步讲到：在

最后，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张笑如
党委副书记宣布大赛圆满结束。

办公用纸传统渠道，A P P早已经是行业领导厂商；
今天，A P P和京东强强联合，必将开启办公用纸电
商销售的新局面。

京东集团与A P P金光集团强强联手，
“蓝蜗牛”品牌复印纸闪亮登场

臧慧敏先生介绍了A P P金光集团的情况，他强
调：金光创利办公用纸在A P P集团林浆纸一体化的
资源优势支持下，一定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本刊讯（APP 消息) 10月31日，京东集团&APP

京东集团赵伟同先生给大家带来了京东集团介

金光集团战略合作暨“蓝蜗牛”复印纸新品发布会

绍及办公用纸品类销售的分享；京东已不仅仅是一

在京东集团总部C座报告厅圆满落幕!

家电商平台，也是一家超级广告公司，同时实体店

本次活动受到A P P金光集团和京东集团的高

铺网络遍布全国，已经超多20000家。

度重视，双方均有重要领导参加活动；金光集团方

接下来，A P P金光创利金总和京东代表宿总共

面，A P P金光创利办公用纸总经理金亮先生，A P P

同为“蓝蜗牛”复印纸产品隆重揭幕。至此，本次
发布会进入最后一个关键环节，京东集团&A P P金
光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由金总、臧总、宿总领头的战略签约团队，在
金泥印台上 郑重地按下手印，代表 着京东集团、
APP金光集团、APP金光创利三方战略合作开启。
此次“蓝蜗牛”品牌复印纸的联合发布，是京
东集团&A P P金光集团战略合作的开篇之作，必将
在复印纸品类的电商销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A P P
金光集团作为领导厂商也将继续引领办公用纸行
业在电商渠道的发 展，双方也将通过 更为紧密而
深入的合作，为更多客户带来轻松、畅快的办公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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