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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The touch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omass economy in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Application of biomass refining in Europe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irst applied in oil smelting, 

biomass refining has not been 

applied for too long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the paper industry 

seems to be fa r away f rom 

"biomass refining", the emerging 

industry nowadays. Therefore, 

many people can't help but doubt that will the application of biomass refining fit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Or will it bring new vitality to the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ay start with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which started relatively early in 

biomass refining.

Of course, as a relatively new field,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mass refining 

in the paper industry. In order to further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biomass 

refining to the paper industry, we organized this issue, hoping to learn the advantages and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further stimulate the vitality and vitality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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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 SCI: Investigation of pulp, bulk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s 
marke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the spring festival can be extraordinarily long, which will inevitably impact the paper 
industry. In this article, SCI analyzed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of pulp, bulk paper and paperboard and the short-
term trend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and clarified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xpectations on pulp, corrugated 
boxboard, white paperboard, cardboard and fine paper market.

P63 Waste paper: Insufficient supply maintains in the short term, and 
supply & demand contradiction hard to ease in the long run
When will the special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in the current waste paper market end? When will the price of 
waste paper stop rising? How about the price of waste pap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hat are the key poin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ice trend of the waste paper marke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In the long run, the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supply in the domestic waste paper market is also difficult 
to improve.

P66 Impact and evaluation of 
past epidemics on dissolving 
pulp market from 2000 to 2020
Among the epidemics having had large impact 
on the world and China after 2000, five major 
epidemics can b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ir 
impact on dissolving pulp market, including 
SARS, H1N1 inf luenza, Ebola virus in West 
Africa, Zika virus in Brazil, and H7N9 bird 
flu.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can know major 
epidemics’ influence on dissolving pulp market.
As of the time of writing, it is too early to 
comment 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dissolving pulp market as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is epidemic has not yet 
appeared. However, from the epidemics that have occurred befor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similar to Covid-19 
on the dissolving pulp industry can be found as a referen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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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则委：
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
涉及浆纸类产品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月1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发布公告，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

除工作。根据公告，自2020年3月2日起，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接受相关中国境内企业申请，在对有关申请

逐一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对相关企业符合条件、按市

场化和商业化原则自美采购的进口商品，在一定期限

内不再加征我对美301措施反制关税，支持企业基于

商业考虑从美国进口商品。

拟签订合同从美国采购并进口相关商品的中国境

内企业，均可作为申请主体，根据已公布的可申请排

除商品清单及自身需求，通过排除申报系统（财政部

关税政策研究中心网址https://gszx.mof.gov.cn）

按要求提交市场化采购排除申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根据填报信息，结合第

一批、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请情况，组织

对有效申请逐一进行审核，并通过排除申报系统等方

式，及时将排除申请结果通知申请主体。

可申请排除商品清单共包括696项商品，其中涉

及多项主要的浆纸类产品。

木浆

清单包括木浆产品47032100。中国自美国进口的

主要木浆产品是漂白针叶浆，该产品和绒毛浆主要包

含在该税则号下。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从美国

进口该税则号产品近140万吨，占该税则号产品全年进

口总量的15.71%。中国自美进口木浆产品过去的关税税

率为零，但是自2018年9月起被加征5%的关税。

2020年2月18日，上期所纸浆期货2005主力合约

收盘价4518元/吨，结算参考价4520元/吨，较前结算

价上涨12元/吨。

废纸和再生浆

进口美废过去多年来关税税率为零，但是自2018年

8月起被加征了25%的关税，而此次的可排除清单产品则

包含了所有的废纸品类。2019年，中国进口废纸总量超

过1036万吨，来自美国的废纸约占44.49%，达461万吨。

再生浆没有包含在清单产品中，此前该产品加征

税率为20%。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步减少废纸进口量，

进口再生浆已经成为了中国包装纸企业应对纤维短缺

的主要方式。2019年，美国是中国进口再生浆第三大

来源地，中国全年从美国累计进口再生浆16.57万吨，

占全部进口量的17.46%。

纸和纸板

排除产品清单所含的纸和纸板产品此前加征关税

税率为5%。

在从美国进口的纸和纸板产品中，箱板瓦楞纸是

进口量最大的纸种，其中此次清单涉及的箱板纸产品

48041100，去年自美国的进口量为26.91万吨，占中国

当年该税则号产品全部进口量的55.57%。

文化纸涉及铜版纸产品48101300。2019年，中国

该税则号下产品的进口总量为15.60万吨，而美国是最

主要的来源地，进口量达2.79万吨。

白纸 板 产品方面，清单 涉及税 则号产品

48103200。该产品2019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约3.70 

万吨，占该税则号产品全年进口总量的29.37%。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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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则委：
公布第二批对美加税第一次排除清单
涉及两个纸浆产品

本刊讯（钟华 报道) 依据2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

排除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20〕3号），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组织对申请主体提出的有效申请进

行审核，并按程序决定，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

一次排除其中部分商品，分两个清单实施排除措施。

对清单一所列商品，自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2

月27日（一年），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

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

业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

请办理。造纸行业2个产品在清单一所列商品里面，

分别是税则号为47032100的其他漂白针叶木碱法

木浆或硫酸盐法木浆（包括半漂白的，溶解级的除

外），税则号为47062000的从回收（废碎）纸或纸板

提取的纤维浆。

对清单二所列商品，自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2

月27日（一年），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

的关税。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不予退还。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

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指导意见》,包括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

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

动体系、健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市

场体系、健全环境治理信用体系、健全环境治理法

律法规政策体系等九大部分。

其中在“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中提到，

（1）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加快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立法进程，完善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对企业排污

行为的监督检查。按照新老有别、平稳过渡原则，妥

善处理排污许可与环评制度的关系。（2）推进生产服

务绿色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优化原料投入，依法依

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积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

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力度，加强全

过程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提供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产品和服务。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3）提

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责任制度建

设，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接受社会监督。重

点排污企业要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并确保正常运行，坚

决杜绝治理效果和监测数据造假。（4）公开环境治

理信息。排污企业应通过企业网站等途径依法公开主

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执行标准以及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对信息真实性负责。鼓励排污

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通过设立企业开放日、

建设教育体验场所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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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关于抗击新冠疫情、稳定经济运行告行业书

本刊讯 习近平总书记2月1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有序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有关部委

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协调行业资源，服务复工复产，为抗击新冠疫情、保障民生供应、稳定经济运

行积极贡献力量。

一、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在抗击新冠疫情、稳定经济运行这一总体战、阻击战中，

轻工各行业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工作中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勇于担当、冲锋在前，为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全

力做好各项工作。

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在前期调研和综合反映基础上，进一步就疫情对行业中

长期影响、企业复工复产面临困难、确保行业平稳运行举措、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等重要问题，及

时向国务院研究室、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等有关部委提出关于财税、金融、社保、出口、消费、投

资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三、服务复工复产，稳定经济运行。加强与部委和地方政府沟通协调，密切关注企业复工复产

进程，及时了解存在问题与困难，进一步组织84消毒液、洗手液、酒精、护目镜等抗疫用品生产企业

全面复工达产，保障抗击疫情重要物资供给；组织好食品等百姓生活所需物资生产，维护社会正常

运转。提供产业链上下游协调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运输、产业配套方面的困难；支持企业千方

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保障劳动就业，稳定经济运行。

四、宣传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充分运用中国轻工业网、中国轻工公众号、消费日报、中国

食品报及各协会、学会网站、微信等融媒体平台，对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先进典型深入

宣传报道；要充分弘扬正能量，促进行业凝心聚力。支持行业协会、学会发布倡议，向先进企业学

习，推动行业复工复产。

五、建立快捷通道，提高服务效能。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各行业协会、学会开通服务热线，及

时了解跟踪企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情况，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中国轻工业网开通企业复工复产网

络服务专栏，及时掌握轻工企业复工复产进度、面临主要困难及政策建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

工各协会、学会与轻工企业携手奋进，同舟共济，共同夺取抗击新冠疫情、稳定轻工业经济运行的

全面胜利！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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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拟推废纸回收计划，稳定价格

据《大公报》报道  国废纸回收价持续低迷，暴跌至每千克二毫，以致“有纸无人执”。香港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近日公布财政预算案建议，由下年度起，每年预留不少于3亿元推行废纸回收服务计划，由环境保护

署聘请承办商，从全港各区收集废纸作筛选、分拣及打包，出口循环再造，以稳定废纸回收量及价格。

政府消息指，计划以价低者得形式招标，中标承办商，包括称为“街角店”的街边回收店及出口商等，可

按实际出口量获得补贴，并确保前线废纸回收价稳定。

香港环保再造业可持续发展协会会长刘耀成表示，废纸不值钱，令不少“执纸皮”维生的清洁工友也

无意揾食。他支持定立最低回收纸价，可提高回收意欲及避免拾荒者被无理压价，“（回收纸价）每千克八

毫都接受，至少约40千克（废纸），都至少值20、30元。”不过刘耀成担心，计划会被大型承办商垄断，“若

他们以低价投标，即使会蚀本，令真正出口商被淘汰，日后可垄断行业。”

另外，预算案又建议拨款2亿元成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推动减碳及绿色科技发展。消息人士表示，基

金将于今年底接受申请，大原则为具学术性、开发性或实际操作性的减碳和绿色科技，都值得考虑；至于项

目内容会视乎当时绿色政策而定，着公众“拭目以待”。

2019年纸与纸板容器制造完成营收2897亿元

本刊讯（仟松 报道) 日前，中国包装联合会公

布了2019年包装行业经济运行概况。2019年，我

国包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年营收2000万元及以

上工业法人企业）为7916家，企业数比上年增加

86家。

全国包装行业完成累计营业收入10032.53亿

元，同比增长1.06%，其中纸与纸板容器制造完成累

计营业收入2897.17亿元，同比减少3.15%。

全国包装行业完成累计利润总额526.76亿元，

同比增长4.28%，其中纸与纸板容器制造完成累计

利润总额138.91亿元，同比减少4.95%。

包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增速

比上年同期降低了5.47%，累计完成利润总额增速比

上年同期增加了2.36%。

焦点 关 注Focus

工信部：纸箱、标签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

本刊讯（工信部 消息) 根据《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了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中

医疗应急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形成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该清单将视疫情防控需要

进行动态调整。

作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的重要配套物资“纸箱、标签”也被列入清单中，及时解决了疫情用纸箱

的生产、运输的恢复和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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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紧缺 2月废纸、包装原纸
市场高涨12.38%

本刊讯（生意社 消息) 据生意社数据监测,废纸

方面：2月上旬，纸企多未开工，各地物流停运为主，

整体市场交投清淡，市场当时报价多与年前持平；2月

中旬17日开始，受大环境以及物流管制等因素影响，

纸品原料供应依旧短缺为主，打包站恢复运营缓慢，

纸企普遍开工率低，包括玖龙、山鹰、理文等在内的

各大纸厂纷纷开始上调收购废纸价格，上调幅度在

30～150元/吨不等。自此，各大纸厂集体拉开了2月纸

业圈的涨价大潮，涨价之声此起彼伏。根据生意社数

据监测显示结果来看，2月17日，废纸市场收购均价

为2147.14元/吨，较比2月1日上涨1.33%；2月24日，废

纸市场收购均价为2290元/吨，7日内涨幅5.25%；2月

29日，废纸市场收购均价为2412.86元/吨，5日内涨幅

5.36%。整个2月，废纸总涨幅高达12.38%。

瓦楞纸方面：2月中下旬，瓦楞纸市场上下游企业

陆续复工，市场成交逐渐回温，瓦楞纸原纸市场受原

料废纸紧缺，价格上涨，以及下游需求利好刺激等因

素影响，市场整体价格上涨迅速。纸企陆续发布涨

价函，瓦楞及箱板纸规模级纸企均上调100～150元/

吨，大部分中小纸企多跟涨，上涨幅度较大，上调100

～400元/吨，调价地区主要集中在东莞、云南、重庆、

福建、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区。2月25日，瓦楞纸市场

再次涨价，规模级纸企再次上调200～250元/吨，大

部分中小纸企多跟涨上调200元/吨，调价地区主要集

中在东莞、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区。目前，部分地区

高强瓦楞纸120克/米2出厂含税现金报价最高已突破

4000元/吨大关，与节前主流报价3300～3500元/吨相

比，已上涨500～700元/吨，最高涨幅14%。

35.7%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2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

行情况，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 M I为35.7%，比上

月下降14.3个百分点。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29.6%，比上月下降24.5个百分点，表明受疫情冲击，非

制造业经济总体回落明显。

3%

2019年1～12月，造纸及纸制品业汇总企业单位

数6688个，亏损企业数1151个，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其中：纸浆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14%；造纸

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09%，纸制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0.02%。

200余万吨

据了解，春节后浙江省富阳市春江造纸工业园区

所有造纸企业没有一家复工复产，这也是按照2019年

政府部门既定的程序，该区的所有造纸企业全部关停

清退。此次彻底关停、清退的企业为20家，产能超过

200万吨。至此，于1999年富阳市政府批建的春江、大

源和灵桥三个造纸工业园区，仅剩下灵桥造纸工业园

区不到10家造纸企业不在此次的关停范围内。

114.98万吨

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

具有一定规模企业的人造板饰面专用原纸总销量约

114.98万吨，同比增长2.48%。其中：装饰原纸销售

108.52万吨，同比增长2.86%。装饰原纸中，素色纸

31.04万吨，同比下降10.29%，印刷用原纸77.48万

吨，同比增长9.44%。平衡纸销量5.06万吨，同比上升

1.20%。表层纸销量1.40万吨，同比下降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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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两人入选2019年度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授予马晓丽

等120名同志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

誉称号的通报，其中造纸行业有两名专家入选。他

们分别是：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级工程师李晓亮；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

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孔凡功。

世纪阳光纸业生物机械浆项目入选2020

年山东重大项目名单

2月12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下达2020年

省重大项目名单的通知》，公布了2020年山东省重

大建设项目名单和2020年山东省重大准备项目名

单。其中含一个造纸项目：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

有限公司农业秸秆综合利用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

产业化项目，年产生物机械浆50万吨，高级瓦楞原

纸80万吨。

5家纸企入选广东省省级清洁生产企业

名单

2月22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

公布2019年省级清洁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通

知》公布名单内有197家企业，包括广东理文造纸有

限公司、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东莞建晖纸业有

限公司、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东莞金洲纸业

有限公司5家纸企。

江苏凤程纸业因拖欠纸机供应商质保

金被告上法庭

因拖欠纸机供应商质保金235万元，江苏凤程

纸业被供应商告上法庭。近日，江苏省建湖县人民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原告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

江苏凤程纸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原告

提交的商务合同书、转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等证

据为证，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质保金构成

违约，应当承担支付质保金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

责任。原告主张从2014年3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的

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法院支持从起诉之日起计

算逾期付款违约金。

长沙星沙包装纸箱生产车间发生火灾

3月2日，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锋集团

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一纸箱生产车间发生火灾。

长沙消防5个消防站共17台消防车119名消防指战员

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无人员伤亡。

后置现场审查不合格，广东两家纸品

厂被撤销生产许可证

2月26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通

知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

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决定注销12家企业的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列入名单的12家企业均与食品相

关，广州市明彩纸制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和鹤山市

恒昇纸制品有限公司两家纸品厂因生产纸质包装容

器也在其中，原因是后置现场审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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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造纸行业供需格局展望
⊙ 卓创资讯造纸分析师  房俊涛 

1  2020年造纸行业处于修复阶段

2019年国内造纸行情整体呈探底回升的格局。根

据卓创资讯造纸行业价格指数走势看，2019年3月中旬

以来，国内造纸价格再度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该行

情一直延续到2019年8月中旬，该阶段价格指数跌幅近

13%。8月中旬到9月，市场价格处于底部调整阶段，10月

开始价格则持续走高，一直延续到2019年年底，该阶段

价格涨幅为5%。见图1。

从影响2019年造纸行业价格的因素看，卓创认为，

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1）中美贸易争端的演化，

影响了市场对造纸需求的预期。从中美贸易争端走势

看，2019年3月～9月，处于恶化阶段，从10月以后，市场

便呈现出向好格局；（2）受需求波动的影响，国内造纸

也在供应端积极应对，2019年造纸库存波动对价格的

影响也较为明显。根据卓创统计的库存数据看，2019年

1～7月为被动补库存阶段，8～10月为主动去库存阶段，

11月为被动去库存阶段，12月以来进入主动补库存阶

段。

卓创认为，在2016～2017年的造纸供给侧改革、

2018～2019年的需求下滑打压下，国内造纸价格已经得

到了“有效出清”。通过造纸行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可以

看出，2019年四季度以来，国内造纸阶段性拐点已经出

现，行业进入修复行情。

1.1 造纸价格上涨，行业利润率回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造纸和纸制品业工业生产

者价格指数数据显示，该指数自2019年9月至2019年12

月，已经连续4个月回升。见图2。

从中国造纸及纸制品业利润总额数据看，利润增

2019年国内造纸市场行情整体呈探底回升的格局。造纸行业在经历2016

～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2018～2019年的需求下滑后，国内造纸行业格局也在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通过对造纸行业数据观察及主要造纸产品的供需格局展

望，卓创预计，2020年国内造纸行业整体呈现“弱复苏”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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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019年之后进入了负值区间。见图4。

2017年以来的投资增加，也提升了国内的造纸产

能。根据卓创对箱板纸、瓦楞纸的产能统计看，2018

年、2019年的造纸产能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随着造

纸行业投资的回落，预计未来新增产能增幅将放缓，也

有利于供需格局的再平衡。

1.3 消费增速下滑也将放缓

2018年以来，国内造纸需求呈下滑趋势。卓创认

为，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下滑的主要变量来自出口和汽车

领域。目前这两大领域已经出现了向好的迹象，对造纸

需求的负面拉动将减弱。

从汽车消费看，2018年7月以来，国内汽车需求进

入负增长阶段，也降低了相关的包装需求。汽车消费在

2019年探底之后，该行业已出现明显的回升。见图5。根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汽车销量同比-0.1%，

降幅出现大幅回升，预计2020年将进入正值区间。

出口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压力下一度下行，但随着中

美贸易谈判进展，中国的出口增速在2019年下半年也出

现较好的回升趋势。见图6。目前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贸

易协议，中美贸易限制逐步取消，预计2020年中国的出

口形势也将得到回暖。

而2020年消费的一个不确定变量在房地产领域。

2019年国内房地产销售出现一定的放缓迹象，2019年

全年累计增速小幅转负至-0.1%。见图7。

不过卓创认为，房地产还是具有相当的韧性。2016

年以来房地产去库存效果明显，目前房地产库存有修复

需求，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空间有限。整体看，房地产

有下行压力，但不至于失速，房地产下行对造纸市场需

图1  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价格指数 图2  2015～2019年造纸和纸制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速自2019年10月开始，也是呈加速回升的阶段，截止12

月份，累计增速回升至-8.9%，较年内低位回升了22个

百分点。见图3。

1.2 造纸行业投资持续下滑

从造纸行业投资看，在2016年造纸行业供给侧改

革后，2017年下半年国内造纸行业投资再度回升，不过

自2018年3月后造纸固定资产投资便进入下行通道，进

特 稿FEATuRE

15
Mar., 2020  Vol.41, No.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求的压力相对有限。

1.4 造纸市场库存周期修复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造纸和纸制品业库存数据及

卓创资讯采集的瓦楞纸和箱板纸库存看，国内造纸行业

在经历了去库存周期后，已经进入了主动补库存阶段，

造纸行业的库存周期正在修复中。见图8、图9。

尽管进入2020年后，国内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对

国内造纸的生产和需求都产生了一定的扰动。况且，

2020年国内外经济还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造纸行业自

身的调整也在持续，造纸行业复苏也面临一定阻力。但

从造纸行业的关键指标看，卓创认为，国内造纸行业周

期性修复的行情没有改变。

2  2020年主要造纸产品供需格局展望

图7  2015～2019年房地产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图8  造纸和纸制品业存货累计值及同比

图6  2015～2019年中国出口金额当月同比走势图3  2015～2019年造纸和纸制品业累计利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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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纸浆：2020年浆市供需逐步修复，浆价窄幅震荡

整理

供应方面，2019年国内外计划新增纸浆产能283万

吨，其中中国新增产能占57%，2019年国产纸浆产量持

续增加2.41%。2020年主要考虑2019年新增产能逐步达

产及进口量的持续增加，预计2020年中国纸浆总供应

量4313.86万吨。见图10。

需求方面，2019年下游纸浆系原纸新增产能220万

吨，高档箱板纸、白卡纸、生活用纸产量平稳增长，文

化用纸产量窄幅下降，2019年纸浆消耗量增加3.45%。

2020年下游原纸新增产能持续释放，考虑其开工负荷情

况，下游纸浆消耗量4194.97万吨。

2019年进口木浆价格整体呈现窄幅缓慢下行态势，

虽然Su z a n o表示第四季度减少对中国发运纸浆，但由

图13  2020年国产废纸流通量预测

图14  2020年废纸消费量预测

图9  箱板纸与瓦楞纸社会库存与企业库存统计

图10  中国木浆市场供需情况

图11  2020年废纸供应量预测

图12  2020年废纸进口量及增长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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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港存居高不下，而来自美国纸浆供应减少出现的缺口

被芬兰替代，整体市场供应压力仍存，去库存底部形态

初显。预计2020年供需情况或有一定改善，浆、纸价格

或有回升可能，但幅度较为有限，预计调整空间在500

元/吨以内。

2.2 废纸：2020年外废进口继续减少，废纸供应下降

进口废纸数量将依照固体废物进口管理改革的政

策而继续大幅减少，其将主导未来2年国内废纸供应量

变化趋势。2019年国内废纸供应量为5966万吨，同比

减少12.61%；预计2020年国内废纸供应量约为5627万

吨，同比减少5.68%（图11）。卓创预计，2020年进口废

纸数量为560万吨，同比减少45.94%（图12）。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19年国产废纸流通量为

4810万吨，同比减少3.10%，预计2020年国产废纸流通

量在4867万吨，同比增加1.19%（图13）。2020年国内出

口及消费仍面临一定压力，加之新型冠状疫毒肺炎阶段

性的影响，废纸市场回收基数可能有所下滑。

预计，2020年中国废纸消费量为5477吨，同比下降

6.79%（图14）。那么在进口废纸稳定大幅减量的背景

下，废纸消费量预期下降，进口废纸浆在成品纸生产原

料中的占比将有提升。

2 . 3 文化印刷纸：2020年双胶纸供需双增，铜版纸供

需双降

因2019年第四季度双胶纸利润偏高，预计2020年

其他纸种转产双胶纸的现象仍存，开工负荷率或将略

高于2019年，加之新增产能的释放，卓创预计，2020年

双胶纸产量为885万吨（图15）。再看铜版纸，产量方面

依旧延续减少趋势，主因需求减弱，纸厂生产积极性不

高，转产现象或将增加。预计2020年铜版纸产量为525

万吨（图16）。

双胶纸需求主要分为出版社需求及社会需求，虽

然党建类出版社需求或将同比2019年略有减少，但是更

图16  2020年铜版纸产量预测

图15  2020年双胶纸产量预测 图17  2020年双胶纸需求量预测

图18  2020年铜版纸需求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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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20年生活用纸消费量预测

图22  2020年白卡纸产能预测

多的出版社需求取决于在校生的数量，预计2020年出版

社需求略有增加，社会需求则以整理为主。预计2020年

双胶纸国内消费量为854万吨，较2019年增加12万吨左

右（图17）。铜版纸出版社需求相对平稳，其中社会需求

影响较大，受宏观面影响，宣传彩页、广告等印刷量出

现下滑，受此影响，预计2020年铜版纸国内消费量延续

递减趋势，在425万吨左右（图18）。

2.4 生活用纸：2020年生活用纸供大于求仍较难缓解

受进口木浆价格连续下行及环保要求严苛的影

响，2020年产能投放仍以大中型纸企产业扩张为主，

产量或将因产能相对过剩继续增长有限。考虑到仍将

有纸企因资金或环保等原因延期投放，预计2020年总

产能达到1476万吨，增幅2.79%；总产量较2019年增加

32.35万吨达到999.35万吨，较2019年增长3.35个百分

点（图19）。

2020年因行业产能过剩影响，中国进口依存度仍

较低。我国生活用纸企业产品创新聚焦消费者诉求变

化，适应消费高端化，满足国内需求，进口体量变化

不大。2020年进口量预计为3.18万吨，较2019年增加

0.06%（图20）。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发展平稳，人民生活水平

稳步提高，未来几年内人均GDP将继续保持稳健的增

长趋势，人均生活用纸消费水平也有望水涨船高。预计

2020年生活用纸消费量将达到987.84万吨，较2019年

上涨2.21%（图21）。

2.5 白卡纸：2020年产销两旺

据卓创资讯调研，2020年浙江地区将搬迁60万吨

产能至海外，预计2020年白卡纸产能较2019年减少60

万吨，约1032万吨（图22）。2020年无新增产能投放，

2021年将投放180万吨。2020年江苏地区产能将继续释

放，根据近几年产能利用情况，预计2020年白卡纸产量

在900万吨左右，较上年增加100多万吨。

图19  2020年生活用纸产能和产量预测 

图20  2020年生活用纸进口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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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中国白卡纸进口量变化不大，变化量仅在1

万-2万吨，预计2020年变化有限，进口量可能将增加2

万吨，约7万吨上下。2021年国内白卡纸有新投产项目，

进口白卡纸优势不大。

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及白卡纸供应增多，预计

2020年中国白卡纸消费量可达到850万吨（图23）。近几

年白卡纸出口量呈小幅波动状态，主因近几年国内白卡

纸市场供需格局相对稳定，因此出口量变化较小，估计

2020年出口变化不大。预计2020年中国白卡纸总需求

900万吨左右。

2.6 白板纸：2020年白板纸供应收紧

据卓创资讯调研，2020年白板纸产能继续减少，

浙江地区在2020年1月底将继续腾退150万吨白板纸产

能，部分可能搬迁至别处，预计2020年国内白板纸产

能在1000万吨以上（图24）。根据近几年产能利用情况

来看，预计2020年白板纸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上，保

图25  2020年白板纸消费量预测

图26  2020年瓦楞纸产能及产量预测

图27  2020年瓦楞纸消费量预测

图28  2020年箱板纸产能及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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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产量900万吨，较上年变化不大。2016～2019年白板

纸进口量均不到50万吨，2020年国内白板纸产能将继

续减少100多万吨，加之国内以中低档白板纸为主，预

计2020年白板纸进口量可能增加20万吨左右，预计在

50万吨。卓创资讯预计2020年中国白板纸总供应量在

1000万吨以上。

卓创资讯预计2020年白板纸行业产销状态好转，

随着浙江地区白板纸产能腾退，大厂加大低档白板纸

产量，预计2020年白板纸消费量维持在850万吨左右

（图25）。

出口方面，2016～2017年因国内白板纸质与量均有

所提高，白板纸出口呈增加趋势；2018年随着国内供应

减少，加上产品质量下降，出口呈减少趋势；2019年因

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出口再次增加。预计2020年因供

应减少，出口将明显减少。预计总需求量900多万吨。

2.7 瓦楞纸：2020年落后产能淘汰速度加快，瓦楞纸行

业集中度提升

2 02 0年公布的新增瓦楞纸产能约362万吨，其

中贵州鹏昇纸业将新增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

幅宽560 0m m，年产能25万吨；另一条生产线幅宽

6600mm，车速1000m/min，年产能大约也在25万吨。

另外白山琦祥亦将投产两条幅宽为5600m m的瓦楞纸

生产线。但考虑到行情降温、新项目审批严格及企业资

金不足的问题，或有部分新增产能不能如期投放。另外

伴随部分落后产能的淘汰，或仅有60万吨的产能增加

量。2020年瓦楞纸市场利好支撑仍难觅，纸企开工负荷

相对平稳，预计瓦楞纸产量在2189万吨，较2019年小幅

增加3.91%（图26）。

2020年瓦楞纸下游各行业发展前景表现不一。具

体来看：食品行业表现稳健增长，休闲食品中坚果品类

增长迅速，行业内龙头效应显著，仍旧保持高增长预

期；饮料行业表现略显分化，其中高端产品增长确定性

最强，软饮料发展速度有下滑预期；家电行业受“家电

节能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多项拉动

内需政策的有力支持，中国家电工业实现了快速、稳步

的增长，但受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影响，未来增长动能

略显减弱，但得益于电商平台发展，小家电市场异军突

起。作为被广泛使用的销售包装和运输包装材料，纸箱

的需求量与下游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呈现出较高的正相

关性。预计2020年瓦楞纸实际消费量约在2358万吨，同

比增加4.96%（图27）。

2.8 箱板纸：2020年箱板纸需求虽有回升，仍难改供大

于求态势

原计划于2019年的新增箱板纸项目部分将推迟

至2020年投产，然因2020年市场行情仍预期不高，且

受到企业规划改变及政府审批严格等因素影响，预计

新增产能仅在473万吨左右，仍以集团产能增长为主，

其中玖龙纸业的东莞和永新基地均将在2020年第一季

度投产，新增总产能在120万吨，占总量的25.37%。另

外山鹰华中纸业亦有38万吨新产能投放。另外伴随部

分落后产能淘汰，最终总产能将增加110万吨左右，小

幅增加2.92%。2020年箱板纸行业开工负荷或将维持

在68%左右，产量预计在2633万吨，增幅在5.19%左右

（图28）。

需求方面，箱板纸与瓦楞纸作为纸箱的配套原材

料，两者的需求量变化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预计

2020年箱板纸消费量约在2848万吨，同比增速为5.09%

（图29）。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利空影响逐渐消化，出

口包装需求估计难有较大下滑空间。中国需求保持较平

稳发展势头，2020年变动空间不大。2020年箱板纸供

需平衡差，预计与2019年基本持平。

通过对主要造纸产品的供需面调查，以及对影响供

需格局的因素分析，卓创认为，2020年国内主要造纸产品

的供需失衡的局面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当然市场还

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或对造纸行业形成新的冲击。但结合

当前造纸行业正从行业周期底部回升，卓创预计，2020年

造纸市场或更多表现“弱复苏”的行情。图29  2020年箱板纸消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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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纸行业发展生物经济的试金石
——欧洲制浆造纸行业生物质精炼领域应用专题

⊙ 策划组织：本刊采编部（执笔：宋雯琪）

生物质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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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经济”是一种基于生物质学和生物质技术的经济，随着人们对环保和

能源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生物质经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极大关

注，有望成为未来10年经济增长和产业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专家表示，21世

纪20年代将是生物质经济的10年，而生物质经济的支柱与重点领域之一便是生物质

精炼。

生物质精炼最早应用于石油冶炼等行业，而应用于制浆造纸行业的时间还不算

太长。这样来看，作为传统产业的造纸行业似乎与行业新宠“生物质精炼”相距甚

远，因此，许多人不禁会产生怀疑，将新兴领域生物质精炼应用于传统的造纸行业，

会仅仅是“旧瓶装新酒”吗？还是会在新旧融合过程中，使传统的造纸领域焕发新

的生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生物质精炼起步相对较早的欧洲造纸行业

来着眼。

欧洲制浆造纸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欧盟以及欧洲各国

诸多环保政策的指引下，欧洲造纸行业也是较早开始探索生物质精炼发展之路，致

力于在造纸领域现有原材料与产品基础上开发更多环保型能源和生物质产品或原

料。《2020欧洲生物质精炼联合战略研究路线图》指出，一直到2030年，欧洲将处

于探索和发展生物质经济的急速增长期，也将是造纸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研发生

物质精炼新产品和技术的高峰期，而生物质精炼也就成为了检验欧洲造纸行业能否

深入发展生物质经济的试金石。

2014～2020年间，欧盟制定的“Horiz o n 2020”计划中投资了许多与生物质

精炼有关的项目。近几年来，诸多行业企业抢占先机，相继建设生物质产品工厂、研

发新技术，这都体现了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过渡和深入的优势和潜力。例如

Metsä集团位于芬兰Äänekoski的生物质产品工厂，UPM位于芬兰Lappeenranta的木

质基材可再生生物质柴油精炼厂、斯道拉恩索的Sunila木质素产品工厂、瑞典Södra

生物质甲醇工厂等等。

当然，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生物质精炼在造纸行业的发展也存在许多障

碍。为了进一步讨论生物质精炼为造纸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华纸业》特别

组织了本专题，希望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势经验，为国内制浆造纸和相关行业

领域发展生物质精炼提供参考，携手探索新兴领域的新机遇、新动能，进一步激发

我国造纸行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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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转型

的影响因素及未来潜力

⊙ 编者注：宋雯琪编译自：The biorefinery transition in the Europe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 A three-phase Delphi study including a SWOT-AHP 

analysis；作者：Magdalena Brunnhofer, Natasha Gabriella, Josef-Peter Schoggl, Tobias Stern, Alfred Posch。 

制浆造纸行业对于利用已有行业优势

发展生物质精炼的讨论已存在多年，在近几

年讨论尤为热烈。但是，如何通过生物质精

炼使传统行业焕发新生，仍然值得讨论。有

关专家预测，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欧洲造纸

行业或许已经发挥出了最大潜力，要获得更

大的利润和发展前景，必须向新的商业模式

转型，那就是在发展传统领域的同时，开发

高附加值产品的新领域。因此，将森林行业

生物质精炼引入传统的制浆造纸行业，将是

一条潜力之路，也是未来发展生物经济的必

由之路。那么在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有哪

些因素会影响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

转型呢？发展生物质精炼的潜力如何呢？

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欧洲制浆造纸行业已经发

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技术

水平较高，并且北欧原材料也较为充足。但是，随着木

材为原材料的相关产品销量的下降，以及国际社会对生

物质制品和循环经济的关注，欧洲造纸行业正在寻求转

变业务模式，在提高利润的同时，发展更加环保的行业

经营和生产模式。因此，将生物质精炼概念作为一种价

值创造业务模式，似乎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欧洲制浆造纸行业生物质

精炼产业的发展呢？有关研究发现，各国的政治因素对

经济和行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影

响较大。在行业层面，原材料的可得性是欧洲尤其是北

欧的强项，但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差距是生物质精

炼发展的关键障碍。人力资源也是解决生物质精炼领

域发展障碍的一个重要前提。未来，欧洲造纸行业生物

质精炼领域具有五大发展战略。

1  欧洲造纸行业面临发展瓶颈

在产业结构方面，虽然欧洲造纸行业具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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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优势，但是近年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极大影响了

行业发展竞争力。例如，面临低收入国家（例如巴西、印

度尼西亚）的挑战；数字媒体使用率越来越高，造成印

刷用纸需求下降；此外，欧盟陆续出台环保政策（例如

欧盟2020、2030、2050气候发展战略），行业面临着巨

大的环保压力，影响了行业经营和发展。

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从2000年到2017年，在近二十

年的时间里，欧洲造纸及有关企业数量减少约30%，企

业员工数量下降37%。因此，多项研究发现，在传统商

业模式下，欧洲造纸行业或许已经发挥出了最大潜力，

继续遵循传统模式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要获得更大的

利润和发展前景，必须向新的商业模式转型，那就是在

发展传统领域的同时，开发高附加值产品的新领域。因

此，将森林行业生物质精炼引入传统的制浆造纸行业，

将是一条潜力之路，发展生物质精炼可以充分利用造纸

行业现有资源，提高总收入和利润率。

但问题是，如何通过生物质精炼使传统行业焕发

新的生机，仍然值得讨论。此外，行业转型也面临诸多

挑战，如何运营新的生物质精炼设备和工厂，如何优化

改良现存的设施，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

仅关系每一个纸厂，还关乎整个欧洲造纸行业向生物质

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近几年，欧洲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的转型

之路发展较为缓慢，因此，了解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转型

的影响因素十分关键。

2  欧洲生物质精炼发展的动力和阻碍 

欧洲制浆造纸行业产业链十分复杂，包括从原材

料、生产多种产品及组合、分销渠道到最终用途等。行

业主要生产纸浆、纸和其他纤维素类产品，这些产品中

许多都是中间产品，可以继续进入下游环节进行加工，

也有直接面向终端客户的产品，例如生活用纸和文化纸

等。2018年欧洲纸业联合会（CEPI）数据显示，欧洲制

浆造纸行业平均出口率高达21％。

除了对经济的主要贡献外，制浆造纸行业还是资

本密集型产业，而其经济产业结构也可以通过长期规划

（即长于30年）进行投资，因为技术研发和生物质原材

料的取材体系都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才能成熟。

生物质经济在全球仍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欧美

算是生物质经济的先行者和领先者。生物质经济是一种

表2  生物质精炼的阻碍因素

阻碍因素

1.合作

2.市场

3.资金

4.法律和环境政策

5.原材料

6.反风险文化

7.研发经验

8.技术

具体解释

选择合作伙伴十分重要，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合作伙伴，就会在项目初期遇到很大的困难

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包括来自其他相近行业的竞争压力，以及面临巴西和印尼等相对较低成本市场的压力

公共和私募资金不足，生物质精炼项目周期较长，不易受到资本的青睐

不适当的政策会反作用于生物质精炼的发展

造纸行业提供的原材料并不足以弥补生物质精炼所需原材料缺口

避免高风险的传统观念

研发经验不足以支撑高端生物质精炼项目的开展

前期技术存在一些弊端，为后期改良带来困难

表1  生物质精炼的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

1.合作

2.客户/市场

3.资金

4.创新管理

5.法律和环境政策

6.原材料

7.可持续发展

具体解释

生物质精炼全价值链的合作，包括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甚至跨界合作等

客户对生物质产品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可以生产有针对性的生物质产品，然后逐渐扩大产品规模

政府和私募资金的资助

创新型管理模式，并生产创新型的生物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政府出台了有关政策，鼓励生物质经济和生物质精炼行业发展，为有关企业降低税收并提供技术支持等

未来部分或者完全取代化石基材料，降低对化石基材料的依存度。未来随着技术的提高，可再生生物质材

料价格也会更具优势

发展生物质经济，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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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经济系统，它可以利用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生产原

材料、化学品、能源等，从而取代化石资源，达到环保的

目的。通过发展生物质经济，可以减少固体废物，实现

闭合材料循环，因此实现积极的环境影响。

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经济过渡的关键推动因素就是

生物质精炼领域的发展。生物质精炼厂是个相对复杂的

体系，可以加工各种有机原材料，利用各种复杂的加工

技术并最终生产出多种生物质产品。一般而言，生物质

精炼厂某些层面上有点类似于石油炼油厂，它整合了可

持续的生物质转化过程和技术，从而生产能源、燃料或

多种生物产品（例如食品、饲料、材料、化学品）。

多年来，行业专家一致认为，在制浆造纸行业开展

生物质精炼具有巨大的潜力，并可以带来许多技术、环

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

(1）技术潜力：优化现有价值链以产生附加价值。

(2）环境潜力：最大化使用现有原材料以减少资源

浪费，并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

(3）经济潜力：通过更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以及新市

场中的新客户来提高盈利能力。

(4）社会潜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为造纸厂

分布较多的农村或城郊的振兴和民生发展做出贡献。

生物质精炼实施的驱动因素见表1。表1列出了生物

质精炼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从原材料一直到最终客户的

整个价值链。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例

如政府、金融部门）和其他因素（例如可持续性、创新、

合作）在发展生物质精炼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过渡的主要障碍见表2。这

些障碍与先前显示的驱动力部分重叠，因为驱动力在驱

动新兴行业发展的同时，还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阻碍

造纸行业生物质精炼的发展。

根据表1和表2可以看到，生物质精炼的实施可能会受

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合作、市场、融资、立

法、原材料）都具有驱动和阻碍两重身份，所以造纸行业在

发展生物质精炼时需要进行多重思考，才能扬长避短。

3  生物质精炼的发展属性和方向

3.1 发展生物质精炼的机会、优势、弱点和风险

使用SWOT法（态势分析法，见图1）分析在欧洲

发展生物质精炼的几个影响因素，包括发展的机会、优

势、弱点和风险等。

分析可得，发展生物质精炼的

机会主要有：公众环保意识逐渐提

高、政策支持、化石基产品价格提

高；优势主要有：生物质利用效率

高、产品竞争力强、市场风险降低；

弱点主要有：暂时无法保证生物质

产品质量、生物质精炼技术水平有

限、投资要求高；风险主要有：原材

料价格竞争、生物质产品和市场的

不确定性、销售价格暂时不稳定。

3 . 2 优化生物质精炼发展的解决

方法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要进一

步发展生物质精炼领域，要在四个

方面下功夫：市场宣传和营销、生

物质利用水平、研发合作和新价值

挖掘以及政策支持。

3.2.1 加大产品推广和普及

可再生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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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发展生物质精炼的主要驱动力量。但是即使在生

物质精炼发展较早的欧洲造纸行业，人们对生物质产品

的接受度仍然不是很高，因为生物质产品虽然可取代部

分化石基产品的功能，但是平均价格仍然相对较高。因

为在现阶段，价格将暂时是大部分消费者关注的首要因

素，其次才是产品质量和特性。但是，专家们相信随着人

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和生物质加工技术的提高以及成

本的降低，生物质产品将逐渐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因

此，如果有关机构能够加大市场普及和推广力度，生物质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提升更快，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

早日占据主导优势。

不过，市场营销也不必操之过急，毕竟现在绝大多

数生物质项目还在策划和初期阶段，暂时不具备大规模

商业化的能力。因此，在市场推广之前，先开展相关的

公众知识普及教育，将对于生物质精炼行业的发展和生

物质产品的普及更为有利。

3.2.2 优化生物质利用水平

第一，原材料的可得性也是发展造纸行业生物质

精炼的主要因素，具有充足的可加工生物质是发展生物

质精炼的关键，但是生物质总量受到公司收集、运输和

利用这种生物量能力的限制。因此，原材料的采购和物

流被认为是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过渡的关键因

素。木材可被视为对生物基生产现有原材料数量产生

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尽管存在原材料不足的威胁，但

造纸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前景仍然十分乐观，因为不仅

具有木材资源，造纸厂还有许多中间产品和工业残余物

等都可进入生物质精炼领域。

第二，原材料的供应情况是靠价格来衡量的。有人

认为，如果原材料价格合理，就视为原材料可得性高。

由于全球对生物基产品以及生物基能源的关注度持续

走高，对生物质作为原料的需求预计将会增加。为了抵

消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生物质原材料价格上涨，生物质精

炼厂必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物质精炼厂可以与现有

造纸厂整合发展，使未来造纸企业不仅能够生产传统

产品，还能够生产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等。

3.2.3 研发合作和新价值挖掘

拥有先进的技术是造纸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的重

要因素。最近有不少行业专家强调投资的高风险性，但

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投资就没有合作研发和回报，

行业内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要开展研发合作，在风险

可控的范围内增加研发合作投资。不过也有专家表示，

欧洲对生物质精炼的研发已达到一定水准，目前只是缺

少良好契机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实践方面还很滞后。

此外，建立新的价值链对发展生物质精炼十分重

要。例如转变发展思路，敢于开发新客户和合作伙伴；

再例如和化学工业领域开展合作等，也有助于帮助造纸

行业在生物质产品研发方面找到新的契机。

3.2.4 政策支持

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可以抵消行业的部分发展风

险。政策及其财政支持在生物质精炼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措施，例如对化石燃料征收

更多税收等，从而影响市场价格结构，使生物质制品具

有竞争优势。而目前，由于欧洲现行政策和条例不够统

一，存在监管风险，生物基产品与化石产品相比，竞争力

仍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

4  总结

总体而言，造纸行业可以通过提高生物质利用率和

扩大新产品范围等方法，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过渡和发展。

不过，欧洲制浆造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的良好过渡还需

要一段时间，并且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这一过渡

进展较慢，也说明了行业向新的领域发展初期往往具有

较高的成本和投资风险。而生物质产品与化石基产品的

价格竞争，也是造成经济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关专家

预测，在机会暂时不明朗的阶段，造纸行业向新兴领域的

过渡将是一个稳扎稳打的缓慢过程。

瑞典Smurfit Kappa厂黑液生物质精炼示范车间——生产

可再生汽车用超低碳燃料——生物二甲醚(Bio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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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的现状与前景

2012年，欧洲生物经济战略正式启动，欧盟正式将生物经济定义为：利用和生

产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和一些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生物质产品的

经济模式。在该战略及其有关方案的推动下，生物质精炼逐渐成为未来生物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欧洲共有40多家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厂，本文主要介绍生物

质精炼领域的关键要素，包括原料来源、加工方法和生物质产品市场等，以及这一新

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机遇。欧盟旨在支持该行业实现气候和生物质能源目

标，推动欧洲范围内生物质精炼以及生物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国家

和地区发展生物经济提供了蓝本。

⊙ 编者注：宋雯琪编译自：Lignocellulosic Biorefifineries in Europe: 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s；作者：Shady S. Hassan, Gwilym A. Williams, Amit 

K.Jais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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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是指将来自植物的生物质

转化为一系列生物基产品的过程。目前，欧洲共有40多

家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厂。在此，本文主要介绍生物

质精炼领域的关键要素，包括原料来源、加工方法和生

物质产品市场等，以及这一新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

发展机遇。

1  欧洲生物质精炼行业介绍

2012年，欧洲生物经济战略正式启动，欧盟正式

将生物经济定义为：利用和生产可再生生物质资源，

并将这些资源和一些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生物质

产品的经济模式。在该战略及其有关方案的推动下，欧

盟的生物经济总量从2008年的2.09万亿欧元增加到

2015年的2.29万亿欧元。生物质精炼逐渐成为未来生

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能源署（Int e r n a t ion a l 

Energy Agency）将生物质精炼厂定义为：利用生物

质加工和生产高附加值生物质产品的一体化工厂。

2017年，欧洲共有224个生物质精炼厂，此外还有

许多在建设规划中。然而，其中多达181个商业运营的生

物质精炼工厂仅仅是“第一代”工厂，使用糖、淀粉、油

和脂肪等来生产生物燃料和油脂化学产品等。只有43个

生物质精炼厂是“第二代”工厂，使用可再生的木质纤维

素原料（例如除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以外的植物纤维，

以及生物质废弃物等）生产生物质燃料、电能、热能、生

物基化学品和生物质材料等。

欧盟的政策监管也加速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

炼领域的发展。例如，“欧盟指令2015/1513”（E U 

Direct ive 2015/1513）对生物质精炼的原材料作出限

定，要求到2020年，用谷物、淀粉、糖和含油作物（包括

农业用地种植的油料作物）为原料生产的生物燃料比

例不得超过7％。此外，2018年1月，欧洲议会也投票决

定，限制使用粮食作物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到2030年

国家

表1  欧盟“Horizon 2020”计划资助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项目

乳制品加工的副产品

贫瘠土地或者边缘地带种植的大麻

硫酸盐木质素、木质素磺酸盐和漂白废水

木质纤维素原料

农业和食品残渣

农业和食品残渣

甜菜浆渣

木质纤维素残渣或废物

贫瘠或边缘土地的树木

木材残渣

沙拉包装加工中的蔬菜残渣

谷物加工副产品

贫瘠或边缘土地植物

木质纤维素残留物，制浆过程中溶解的木质

素，糖转化形成的类木质素腐殖质

木质纤维素

麦草和农业、工业废料

残留麦草

木质纤维素

蘑菇种植残渣

食物垃圾

木质原料

贫瘠或边缘土地种植的羽扇豆

秸秆

原材料 阶段

29949323

1500085121

240746125

3012231375

2711375

1554349456

1142834750

1060963701

2044231875

14976590

554651999

310389750

2502268875

671001250

99587750

376758750

1637681683

3803925

814366125

405835938

1850270325

4923750

34969215

投资 / 欧元

1.AgriChemWhey

2.GRACE

3.SmartLi 

4.BIOSKOH

5.BARBARA

6.AgriMax

7.PULP2VALUE

8.GreenSolRes

9.Dendromass4Europe

10.SYLFEED

11.GreenProtein

12.PROMINENT

13.FIRST2RUN

14.Zelcor

15.STAR4BBI

16.BIOrescue

17.OPTISOCHEM

18.US4GREENCHEM

19.FUNGUSCHAIN

20.POLYBIOSKIN

21.ValChem

22.LIBBIO

23.LIGNOFLAG

项目名称

爱尔兰

德国

芬兰

意大利

西班牙

西班牙

荷兰

荷兰

德国

法国

荷兰

芬兰

意大利

法国

荷兰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荷兰

西班牙

芬兰

冰岛

德国

2018-2021

2017-2022

2015-2019

2016-2021

2017-2020

2016-2020

2015-2019

2016-2020

2017-2022

2017-2020

2016-2021

2015-2018

2015-2019

2016-2020

2016-2019

2016-2019

2017-2021

2015-2019

2016-2020

2017-2020

2015-2019

2016-2020

2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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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类燃料逐渐减少到3.8%，并鼓励使用木质纤维素

废弃物（包括浆纸和相关行业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生物

质燃料等产品。

2014～2020年间，欧盟制定的“Hor i zon 2020”

计划中投资了许多与生物质精炼有关的项目，如表1所

示，致力于巩固欧洲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领域，发展

生物经济。因此，对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工业未来的

关键评估尤其及时。

2  木质素生物质精炼行业工作流程 

目前有多种原材料可用作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

的原料，包括来自森林、农业和工业废料的残渣。与可

利用的总生物质相比，目前的木质纤维素年消耗量仍

相对较小。欧洲S2B i o m生物质项目旨在预测欧洲非

粮食生物质原料潜力，预测到2030年，欧洲需要多达

4.76亿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才能满足欧洲整个生物质

行业的需要。因此，发展生物质精炼的挑战首先来自于

原料供应的限制。原料供应链主要包括收集、干燥、浓

缩、运输和储存，这些过程将根据生物质种类和来源

而不同，相同的是生物质精炼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2.1  收集 

收集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资源的集中、数量和质

量上的不可预测性、高水分含量(如农业废弃物)和可能

的污染(如农业残留物中的土壤污染)。收集、干燥和浓

缩在分散设施中进行，然后运输至生物质反应器或集中

储存设施。

2.2  干燥 

源自农业、工业废弃物或残渣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

含有较高的水分，可能会使生物质的处理和浓缩变得更

加复杂，质量可能会恶化，因此干燥是必然的过程。干

燥过程可以是自然干燥，也可以通过常规加热或微波

进行。

2.3  浓缩

通过堆叠、打包、压块或挤压的方式进行，是提高

纤维素类材料体积密度的必要预处理步骤。这些步骤

允许对每单位原料进行高效运输和储存操作，并实现

标准化夹层。在压实过程之前，可能需要进行机械加

工，通过螺纹磨削来减小尺寸。虽然现有的农业设备可

以用于中等规模的生物质压缩和粉碎，但需要新技术来

处理。

2.4  运输  

从经济角度考虑，当原材料收集区靠近加工和/或

储存设施时，运输效率会提高。由于木质纤维素原料分

布较为分散，能源成本较高，所以目前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精炼厂的现有运输系统效率还相对较低。

2.5  储存 

农业残留物或工业废物的数量，以及原料供应的

季节性变化，都对储存提出了要求。并且既要满足高质

量、又要满足低成本的储存要求也十分具有挑战性。此

外，生物质储存可能存在显著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这也

会使运营更加复杂化。

2.6  原材料加工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是一种相对难以降解的复杂基

质。纤维素糖被封锁于特定结构中，需要通过预处理。

许多传统方法(例如化学、物理和生物方法)目前用于预

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然而，在预处理效率、成本和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实现可行的平衡是不同的。因此，甚

至这些方法的组合也没有在利用多种原料的集成生物

质精炼厂的所需规模上得到有效应用。

目前主流的木质纤维素裂解技术，主要取决于木

质纤维素原料的特性和最终产品的价值。这些技术可

分为生化或热化学，关键挑战与可持续优化生产过程

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有关(在不同原料、可变市场需求

和波动经济的背景下)。因此，将生物质精炼概念与现有

的工业加工方法相结合，已被确定为解决这些挑战的潜

在解决方案。例如，引用的最常见的模型是一个集成的

生物质修复纸浆/造纸厂，它可以生产化学品、燃料或电

力，以及传统的木材、纸浆和纸制品。然而，实际上产品

的分离和纯化以及确保质量和标准化等方面给工业化

进程增加了额外的挑战。

3  应对挑战

为了应对原材料供应的挑战，欧洲生物质精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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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知识 ● 

木素可开发的高附加值生物质化学品 半纤维素的高值化利用

合战略研究路线图2020提出了几项战略研究举措，包

括：开发综合物流模式，消除供应链瓶颈；提供能够处

理大量原料的机械；绘制生物质量库存图；建立生物质

收集和储存的集中区域中心。预计这些努力将降低物流

成本，进而降低生物质精炼成本。然而，为了长期的商

业成功，生物质精炼的规模经济对于实现经济上可接受

的转换过程的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随着加工能

力或木质纤维素原料收集和/或储存半径的增加，物流

成本和运营复杂性也增加。因此，目前欧洲正在研究规

模较小的综合生物质精炼单位，看看是否适合在欧洲城

郊地区使用，以应对这些挑战。

4  生物质产品市场的潜力和未来

潜在生物基产品的例子包括生物质燃料(例如生物

质乙醇、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气)、生物质化学品(例如

工业酶和营养制品)和生物质材料(例如生物质可降解塑

料)等。

然而，在欧盟具体政策的支持下，生物质能源和生

物质燃料受到了更多关注。到2030年，欧盟的目标是通

过来自先进生物质改良(第二代生物质改良)的生物质燃

料提供25%的运输能源。到那时，它还打算用生物

基化学品取代30%的油基化学品，并用可降解材料

取代不可降解材料。有趣的是，80%的欧盟生物质

基础设施将位于农村地区，预计这些地区将支持社

区发展项目。

然而，发展生物基产品的可持续市场，提高公

众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仍然是一项挑战。即便如此，

预计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加上欧盟旨在激发公众

意识的进一步政策，将加速产品开发并鼓励私营部

门投资。国际专家预计，到2024年，至少将有15个

先进的生物质实验室会投入使用。

5  总结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是未来欧洲生物质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一新生行业面临着重大

挑战，如原料物流、传统加工技术的局限性和不确

定的市场经济等，但欧盟旨在支持该行业实现气候

和生物质能源目标，推动欧洲范围内生物质精炼以

及生物质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国家

和地区发展生物质经济提供了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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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和瑞典造纸行业生物质精炼发展情况

由于北欧地区林业资源较为丰富，芬兰和瑞典浆

纸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起步相对较早，技术水平也比其

他地区高。不过目前经营和在建木纤维生物质精炼项目

仍不算很多；已有项目中，芬兰大多处于待运营阶段，

瑞典大多处于规划阶段。能源、化工、林浆纸等行业是

发展生物质精炼的中坚力量。

在芬兰和瑞典，多数生物质精炼厂的主要目标是生

产用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生物质能源。因为据两国研究发

现，北欧国家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比生物质能源更具有

高附加值的产品，其中最受到生物质精炼厂关注的就是

浆纸企业开始探索利用溶解浆生产纺织纤维，这一环节

加快了木纤维的循环，也加速了生产流程的内部循环。

表1和表2列举了芬兰和瑞典部分重点生物质精炼

项目，尽管有一些还处于规划中，或者刚刚投产，但是它

们对于造纸行业及相关企业向生物质精炼领域过渡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芬兰和瑞典，多数生物质精炼厂

的主要目标是生产用于交通运输行业的

生物质能源。因为据两国研究发现，北

欧国家目前几乎还没有发现比生物质能

源更具高附加值的产品，其中比较受到

行业关注的就是浆纸企业开始探索利用

溶解浆生产纺织纤维，这一环节加快了

木纤维的循环，也加速了生产流程的内

部循环。而同属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的

发展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许多差

异，芬兰浆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过渡领

域以生物能源为主，瑞典则致力于寻求

多元化生物质精炼之路。

⊙ 编者注：宋雯琪编译自：Do forest biorefineries fit with working principles of a circular bioeconomy? A case of Finnish and Swedish initiatives;  作者：

Armi Temmesa, Philip Pec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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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芬兰：浆纸行业向生物质精炼过渡领域以生物能

源为主

1.1 生物质精炼领域应减少基于粮食作物的原材料

欧盟曾于2003年发布了生物质燃料指令，为生产生

物质燃料开发了市场，但是第一代生物质燃料受到了人

们的诟病，主要是因为它增加了对农作物的需求，迫使

人们砍伐森林和排干湿地来种植粮食。此外它还会造成

粮食价格的通胀。因此，后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修订后

的可再生能源指令（RED），并建议从2021年逐步淘汰

基于粮食作物的生物质燃料，欧盟还计划引入国家数据

库，以确保燃料的可追溯性，并减少欺诈的风险。修订后

的RED，加强了现有的欧盟生物质能源可持续性标准，

并将其扩展到基于生物质和沼气的热能和电力领域。

更具体地说，该指令包括以下四个新要求：第一，

改进生物质燃料的可持续性标准，包括要求（新型）先

进生物质燃料比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

降低70%。第二，为了确保木材燃料生产的可持续性，

并考虑到间接土地利用变化（ILUC），制定了关于森林

生物量的可持续性新标准。第三，欧盟的可持续性标准

涵盖范围扩大到大型热电厂（20MW以上）中使用的固

体生物质和沼气。这意味着，与化石燃料相比，到2021

年来自生物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要减少80%，到

2026年将减少85%。第四，大型生物质发电厂（20MW

以上）将需要使用高效的热电联产技术（效率高于

80％）。因此，欧洲的政策优势也为浆纸行业及森林相

关产业利用木质纤维以及木质素副产品生产生物质产

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芬兰发展生物质精炼的过程，非常注意合作与创

新，将生物质炼油和纸浆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生产纸浆

时，生产过程中分流，提炼原油，制作生物质燃料，将

材料逐级利用、回收再生等，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物质潜

力。芬兰的生物质燃料尤其是用于交通的生物质燃料生

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不同产业领域都率先进

行融合。传统的林业、能源产业和化工产业，都融入了

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树木被精炼制

成传统和新式林业产品、能源、生物质燃料和化学品。

1.2  芬兰三巨头发展木质纤维生物质精炼

芬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几个主要生物质炼

制项目的中心。2010年初，芬兰三大林业产业公司Stora 

En s o、UPM和Met s ä集团致力于开发木材生物质柴油

原料生产。人们对森林生物质精炼厂生产燃料的潜力

寄予厚望，这些公司积极寻求国家和欧盟来对这些设施

的公共投资支持。然而，这些工艺的技术和盈利能力都

面临挑战，三家公司都暂时停止了木基生物质柴油的开

发。后来，中国凯迪公司计划在芬兰北部建造一家生物

质精炼厂。在这种大趋势下，芬兰浆纸企业都表示，已

经感受到了行业对芬兰北部原材料的竞争压力。

后来，UPM转而使用妥尔油为原料生产生物质柴

油，妥尔油是一种制浆造纸行业副产品，UPM的芬兰

Lappeenranta生物质精炼厂（UPM’s Lappeenranta 

Bior e f i ne r y）是世界上第一家从妥尔油商业生产生物

质柴油的企业，投资1.79亿欧元(合15亿人民币)，年生

产能力10万吨。2012年夏天动工，2年工期，2015年1月

开始生产。由于妥尔油是一种造纸工艺副产品，该副产

品只占木材产量的百分之几，因此，妥尔油的工业用途

相互竞争，也受到原材料供应方面的批评。在价值链中

利用妥尔油的化学品生产商认为，妥尔油是一种有价值

的原材料，应该用作材料的投入，而不是能源。然而，

UPM认为妥尔油应被视为造纸行业废弃物材料，它的

开发属于二次使用，是对行业有利的。

2017年，Metsä在芬兰中部Äänekosk i投资12亿欧

元的生物质制品工厂开始运营，这是芬兰森林工业史上

最大的一笔投资。出于某些原因，Me t s ä总是避免称该

厂为“生物质精炼厂”，但是其运营和产品都与其密切

相关。该厂研发创新型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发

更加干净的生产技术。不再使用化石燃料，在最大限度

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使

用效率。作为一个纸浆生产企业，将继续努力提高产品

质量和改善运营。公司负责人表示，虽然这是一个生产

产品工厂，但是本质上还是纸浆厂。由于纸浆厂具有很长

的生命周期，Metsä Fibre公司对于该工厂的规划考虑

了相当遥远的未来，几年之内，多个生物质产品将会投

入生产。随着Äänekoski新一代生物制品浆厂工业化生

态系统的发展和改进，浆厂将成为新一代生物制品生

产的平台。生产工艺和产品路径也在不断积极地研究开

发中，在生物质产品研发项目中最为重要的是木质素产

品、纺织纤维和生物质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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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寻求多元化生物质精炼之路 

相比芬兰侧重发展生物质能源，瑞典浆纸行业发

展生物质精炼致力于走多元化之路。

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位于瑞典Örnsköldsvik的

Domsjö纸浆厂。Domsjö纸浆厂成立于1903年，主要生产

亚硫酸盐纸浆，后来用溶解浆生产用于纺织行业的黏胶

纤维。由于一些环境和技术原因，该厂生产的亚硫酸盐

纸浆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2011年后，公司改变了战略，

转向开发新的产品市场。目前纸浆厂三个主要业务包括：

用溶解浆生产黏胶纤维、生产木质素和乙醇燃料。木质素

的生产能力大约是纸浆的一半，公司致力于将所有的木

材和废渣都充分利用，使制浆造纸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无

用的副产品和废弃物。此外，在溶解浆和木质素产品的生

产和推广过程中，传统的纸浆和造纸产品的附加值也有

所增加。Domsjö Fabriker因其工艺和产品组合而享有盛

誉，被誉为瑞典最具开拓力的生物质精炼厂之一。

除了芬兰和瑞典，挪威和奥地利的部分纸厂在转

型方面也颇具心得。在新形势下，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挪

威的Borregaard纸厂也开发了许多木质素为原材料的

新产品，奥地利Lenzing集团利用木材中提取的半纤维

素，为纺织行业提供了高附加值的生物质产品。

虽然溶解浆绝不是新产品，但最近几年才开始研发

了许多创新工艺。溶解浆的价格比纸浆高一些，即使产

量较低，但产品的附加值也仍然保持高位。尽管制浆造

纸企业生产溶解浆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步入生物质精

炼领域，但是溶解浆的生产改变了原材料结构，为产品

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为提高从黑液中提取木质素份额奠

定了基础。目前，StoraEnso、Enocell和Södra Cell等林

浆纸企业都已涉足溶解浆生产领域。

表1  芬兰部分重点生物质精炼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纸浆、生物质能源

纸浆、木质素、生物质能源

硫酸盐浆、溶解浆

硫酸盐浆、溶解浆

纸浆、电能、妥尔油

生物质柴油

用于运输行业的生物质乙醇

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燃料

生物质燃料

主要产品

生物质材料利用率高，取代化石产品

生物质材料利用率高，取代化石产品

产品多样性，可用于纺织行业

产品多样性，可用于纺织行业

全球最大的针叶木浆厂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特点

Metsä 公司Äänekoski生物质制品厂

斯道拉恩索Sunila纸浆厂

斯道拉恩索Enocell溶解浆项目

Kemijärvi 纸浆厂项目（计划中）

Finnpulp公司Kuopio浆厂（计划中）

UPM公司Lappeenranta生物质精炼厂

Kajaani Cellunolix（计划中）

Fortum Otso

凯迪生物质燃料项目（计划中）

斯堪的纳维亚生物质燃料项目

Green Fuel Nordic

项目名称

表2  瑞典部分重点生物质精炼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溶解浆、木质素、生物质乙醇

溶解浆、热能、电能、木质素

研发中心，探索更多发展机会

甲醇

甲醇、热能

甲醇、热能

甲醇、热能

电能

木质素

生物质柴油、汽油

生物质柴油、妥尔油

主要产品

生物质材料利用率高，创新技术

产品多样性，可用于纺织行业

产品多样性，创新技术

生物质材料利用率高，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取代化石产品

特点

Örnsköldsvik的Domsjö纸浆厂

索达木业Morrum项目

斯道拉恩索生物质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Chemrec Örnsköldsvik项目（计划、暂缓）

Bioraff Norrtorp（计划、暂缓）

GobiGas, Goteborg一期项目

Varmlands Mathanol（计划、暂缓）

Bio2G（计划、暂缓）

Renfuel, Backhammar

Preem, Gothenburg

Sunpine, Pitea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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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展生物质精炼，促进浆纸等传统行业转型：

优势、不足与政策选择

尽管生物质精炼概念在德国已发展了

多年，但许多相关的技术发展仍然局限于

实验室和中试规模。在技术创新方面，德

国林浆纸行业及相关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

还存在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弱点，例如政策

不统一、生物质产品市场仍不发达、技术

不成熟、网络不完整等。当然，德国在发展

生物质经济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推动

了德国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的发展。分

析德国传统工业发展生物质精炼的优势与

不足，可以发现，优势与不足往往是相伴相

生的，如果能找准切入点，则会对今后的

新兴领域发展提供参考。

近几年，人们对“森林生物质资源”的兴趣日益提

高，生物质精炼领域日益受到关注。虽然制浆造纸行业

只是生物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图1），但也对推动

生物质精炼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欧洲，中欧地区生物质精炼以能源和化工领域

为主，北欧(如芬兰和瑞典)和西欧(如德国)以林浆纸行

业为主，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较高水平的研发力量、成熟

的林业工业和配套的生物质组合资源。

为了创造更高的价值，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领域

一直在寻求创新技术。尽管生物质精炼概念在德国已发

展了多年，但许多相关的技术发展仍然局限于实验室和

中试规模。在技术创新方面，德国林浆纸行业及相关行

业发展生物质精炼还存在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弱点，例如

政策不统一、生物质产品市场仍不发达、技术不成熟、

⊙ 编者注：宋雯琪编译自：A forest-based bioeconomy for Germany?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lignocellulosic biorefineries; 

作者：Alexandru Giurca, Philipp S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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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完整等。当然，德国在发展生物质经济方面也具

有独特的优势，推动了德国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的发

展。

生物质经济在欧盟和德国的政治议程上都占据重

要位置，以林业为基础的生物质经济是整个生物质经济

的一个重要分支，因为森林将为生物质经济提供大量的

生物质资源。目前，德国大部分木材主要还是用于传统

行业，例如用于制浆和造纸行业、木制品加工等。但是

在生物质经济体制下，这种生物质的利用范围有望被最

大化，甚至还有可能超过传统应用，或者最终与制浆造

纸行业等传统工业融合。

近几年，生物质精炼引入林浆纸行业成为一个广

为讨论的热门话题。德国有关专家表示，提高木质纤维

素生物质精炼领域的技术是关键，也是发展生物质经济

的首要任务。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德国拥有领

先的林业、制浆造纸、能源等行业技术，也为该国发展

生物质精炼技术提供了条件。分析德国传统工业发展生

物质精炼的优势与不足，可以发现，优势与不足往往是

相伴相生的，如果能找准切入点，则会对今后的新兴领

域发展提供参考。

1  优势

图1  生物质精炼领域的各个相关产业分布

1.1 政策优势

早在2012年，德国联邦教研部等部门就发布了德 

国《生物质精炼路线图》，旨在大力加强工业生物质技

术研发创新，推进传统工业的转型，使其从以石油等不

可替代资源为主要原料转变为以可再生生物质(尤其

是植物)原料为主的新型产业，适应未来生态化经济的

发展要求。作为实质性的支持措施，德国联邦教研部在

《德国国家生物质经济研发战略2030》框架下，设立了

创新型工业生物质技术专项，支持经济界(尤其是跨领

域的企业)联合牵头发起成立战略性产业研发联盟，开

展对生态经济发展有引导与示范效应的项目，德国联邦

教研部择优给予研发资金支持。此后，德国陆续制定了

不少与生物质经济相关的行业政策，未来各种现行政策

的整合将为生物质精炼的发展提供便利。

此外，德国追求严谨、精密的传统也体现在了立法

当中，在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具有一定长期性和远见，因

此在长期性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为生物质精炼领域的发

展提供了统一的准则。

1.2 原料和市场优势

第一，生物质精炼发展所需原材料较为丰富。德国

传统制浆造纸行业以及其他林业领域较为发达，为生物

质精炼提供了充足的生物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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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化石燃料，例如

传统的石油、柴油价格起伏

不定，一旦涨幅过大就会造

成一定社会问题，而生物质

精炼领域生产的生物质燃

料有利于降低对单一燃料

的依存度。

第三，随着近年来环保

宣传与市场推广，消费者也

越来越关注生物质产品，生

物质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

力。

1.3 技术研发优势

德国传统的浆纸行业

技术领先，生物质精炼技术

与其相辅相成，在研发和试

验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可以借助传统行业的优势力量

发展新型的生物质精炼领域，同时生物质精炼也能为传

统行业带来新的生命力。

1.4 行业部门及参与者

德国拥有众多跨界、跨领域的研究网络，集合了来

自研究机构、高等学府、优秀企业的众多各行各业优秀

的专家学者，可以集合传统和新兴行业多股力量。

2  劣势

2.1 政策问题

短期政策具有不稳定性。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的

行业政策要与欧盟倡议相一致，未来不排除受到欧盟

和其他地区组织的影响而修改行业条例的情况，早期

制定的许多短期政策也亟待整合。

2.2 原料和市场问题

第一，生物质原材料竞争大，许多传统优势行业与

新兴行业争夺原材料。以木材为例，德国的木材主要用

于材料领域和能源生产。用于材料目的的木材被几个行

业所利用，包括锯木工业、人造板工业、制浆和造纸工

业、木材颗粒和压块工业、单板工业和木炭工业。用于

能源生产的木材可分为两类：私人家庭使用的木材和

能源企业统一开发的木材。此外，国内生物质生产也会

受到外部原材料市场的影响，原料市场具有一定的不

稳定性。

第二，化石燃料市场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许多能

源巨头实力雄厚，化石燃料的市场优势短时间内难以撼

动。

第三，在技术研发水平不足的情况下，生产生物质

产品的成本仍然较高，市场价格高，在市场竞争中并不

占优势。即使德国作为“工业4.0”概念的提出方，本身

的制造业实力和基础雄厚，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生物质精

炼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 技术研发问题

生物质精炼技术尚不成熟，此外，北欧的芬兰、瑞

典等国家也在大力研究生物质精炼，已经陆续有产品推

向市场。谁能掌握更高级的核心技术，谁就能掌握这门

新兴领域的命脉，同时也能助力传统浆纸行业焕发新

的生机。因此，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压力仍然很大。

2.4 行业部门及参与者

研究项目对资金的动向十分敏感，新技术的研发往往

需要时间，但是短期投资往往注重短期实效，这也为生物

质精炼进入传统行业设置了壁垒。此外，在传统行业向生

物质精炼过渡的关键时期，德国的林浆纸企业、能源企业

较为积极，但是许多相关行业还未能参与其中。如果能动

员更多的优势力量加入到新兴行业网络之中，未来生物质

精炼的发展潜力才能被充分挖掘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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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欧洲生物质精炼行业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随着欧盟一系列环保政策的出台，欧洲诸多行业都开始关注生物质精炼，作为生物质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质精炼无疑具有很大的潜力。欧洲众多能源、化工和林浆纸企业都早早布

局，希望在生物质经济的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如图1～图4所示，目前欧洲共有803家生物质精炼厂，其中507家侧重生产生物质化学品，363

家生产生物质燃料，141家生产复合材料和纤维。

如表1所示，欧洲生物质精炼原材料主要来自农业、林浆纸行业、海洋业，其中农业占比最

大，其次是林浆纸行业。当然许多生物质精炼厂并非只用单一材料，而是采用多种原材料生产。

如图5所示，不难看出，大多数国家生物质精炼所需原料来自农业。而芬兰和瑞典则因其境

内林业资源丰富、制浆造纸行业发展水平高，这两个国家生物质精炼所需原料大都来自造纸行业

的中间产品、副产品或废弃物残渣等，这也是芬兰和瑞典制浆造纸企业首先向生物质精炼转型的

原因。

工厂数量

表1  欧洲生物质精炼原材料来源

原材料来源

糖类、淀粉类原料

油/脂肪类原料

农作物残余

农业副产品

农业中间产品

植物纤维

其他农业产品

木材

制浆造纸厂副产品、废弃物、残余物等

各种垃圾

海洋业中油/脂肪类原料

原材料细分

216

275

76

111

23

67

13

77

124

136

34

59

农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农业

林浆纸行业

林浆纸行业

垃圾

海洋业

其他

图1  欧洲生物质精炼企业分布（总）

via Biobased Industries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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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欧洲各国生物质精炼所需原材料分布

via Biobased Industries Consortium

图2  生产生物质化学品的精炼厂分布

via Biobased Industries Consortium

图3  生产生物质燃料精炼厂分布

via Biobased Industries Consortium

图4  生产复合材料、纤维的精炼厂分布

via Biobased Industries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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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采编部综合整理

欧洲浆纸行业生物质精炼

代表性企业及项目简介

在欧洲尤其是北欧，林业资源丰富，无论是发展传统制浆造纸业务，还是开

发生物质产品，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林浆纸行业是生物质精炼原材料的重点来源

领域，因此欧洲各大林浆纸企业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抢占一席之地。在此，选择欧洲

制浆造纸行业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企业和其重点项目进行介绍，看欧洲造纸行

业如何通过发展生物质精炼逐渐走向生物质经济新模式、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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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

Me t s ä集团下属芬宝公司在芬

兰Ääneko sk i的新一代生物质制品

浆厂于当地时间2017年8月15日正式

启动，同年10月，芬兰总统绍利·尼

尼斯托（Sauli Niinistö）亲自为其

剪彩开幕。据当地媒体称，截止投

产日期，该工厂堪称芬兰森林工业

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投产之后，

Me t s ä集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针叶

木浆生产商。

在新生物质制品浆厂启动之前，

Metsä关闭了Ääänekosk i老浆厂，

2018年新的生物质制品厂已达到满

负荷生产。该浆厂年产能达130万

吨，包括其他一些生物质制品，例如

塔尔油和松节油，新生物质制品同

时还涵盖了生物质燃气，从恶臭气体

中提取硫酸，从污泥提取生物质燃

气和生物质燃料等。

随着Ä ä n e k o s k i新一代生物

质制品浆厂工业化生态系统的发展

和改进，浆厂将成为新一代生物质

制品生产的平台。生产工艺和产品

路径也在不断研究开发中，在生物

质产品研发项目中最为重要的是木

质素产品、纺织纤维和生物质复合

简介——

Me t s ä集团是芬兰著名的林业

公司，以及可再生能源的重点生产

商。在芬兰，斯道拉恩索、芬欧汇川

和Me t s ä是三大林业公司。依托北

欧地区丰富的木材资源发展林业产

业，业务覆盖与木材有关的整个产

业链。Me t s ä集团是可持续发展的

生物质经济领域的先行者，集团采

用的可再生木材来自可持续管理的

北欧森林，专注于木材供应与森林

服务、木制品、纸浆、原生纤维纸

板，以及生活用纸和防油纸等业务。

年销售额约为57亿欧元，员工数约

9300人，在约30个国家开展业务，下

属分部包括Metsä Wood、Metsä 
For e s t、Met sä T i s s u e、Met sä 
Board和Metsä Fibre。

Äänekoski生物质制品工厂——

主要产品：电力、松节油、硫酸

和燃气等

时间：2015年4月开建，2017年8

月正式启用

投资额：12亿欧元

产能：130万吨纸浆

地点：芬兰Äänekoski

Metsä集团

材料。在能源效率方面，工厂不使

用化石燃料，生物质电自给率达到

240％。

装备技术信息：

维美德向该厂提供了回收锅炉、

浆料干燥线、气化设备、石灰窑、硫

酸厂以及涵盖整个工厂的Va lme t g 

D N A自动化系统。其中回收锅炉

是体积最大的设备，设计生产能力

为7200吨干物质/日。在浆板生产

线，浆料经过成形、压榨、干燥、分

切，最终完成打包，每捆浆板重250

千克，而每个运输单元的重量则为

2000千克。Valmet DNA自动化系

统包括涵盖整座生物质工厂的工艺

控制与信息系统、浆板机与传动控

制系统。该系统还可借助其它控制

及工业互联网系统加以拓展。

ABB为其提供了全面的电气化

解决方案，包括工厂的整个配电系

统和工艺电气化。通过把大量设备

连接到ABB Ab i l i t y协同作业中

心，能够对电气设备和电气系统的功

能性和可用性进行远程监测，并提

供实时协作来实现可能的最高可用

性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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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UPM（芬欧汇川）是世界领先的跨国森林工业集团

之一，总部设在芬兰赫尔辛基，在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

上市。具有百年历史，核心产品主要包括：杂志纸、新闻

纸、文化纸、特种纸，以及木产品、不干胶标签材料和

RFID标签；其他业务还包括林业、能源等。

Lappeenranta生物质精炼厂——

主要产品：以制浆副产品塔尔油为原料生产生物质

燃油

UPM（芬欧汇川）

时间：2012年底开始建设，2014年投产，2015年正

式用于商业生产

投资额：1.75亿欧元

产能：10万吨

地点：芬兰Lappeenranta

进展情况：

Lappeenranta生物质精炼厂是世界上首个用于生

产可再生柴油的木质生物质精炼厂。该厂于2011年夏季

开始筹建，2014年开始生产“Bi oVe r n o”可再生柴油

等可再生燃料，原材料为塔尔油。塔尔油是制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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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产品，该厂充分利用了芬兰境内制浆企业的残余

物，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行业的回收利用水平。目前，

“BioVerno”可再生柴油已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荣获了

“旅行”类别欧洲可持续能源奖。

该生物质精炼厂是U PM的示范项目,是U PM为

成为第二代生物质燃料的生产巨擎而迈出的第一步，

也是实现生物质技术与林业有机结合的核心步骤。

Lappeenranta生物质精炼厂是UPM在芬兰森林工业转

型期间针对新兴制造业的第一笔重要投资。

装备技术信息：

安德里茨为该厂提供了生产生物质燃料所需的蒸

汽设备和技术支持。

Kotka生物质精炼项目—— 

主要产品：生物质燃料

纸浆产能：50万吨

地点：芬兰Kotka

进展情况：UPM对于生物质燃料的下一阶段发展

正在调研中。目前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处于计划筹建

阶段。

UPM德国生物质精炼厂—— 

主要产品：生物质化学品

时间：预计2022年底启动

投资额：5.5亿欧元

纸浆产能：22万吨

地点：德国Leuna

进展情况：

为了进一步开发生物质化学品业务，UPM计划投资

位于德国L e u n a的一家生物质精炼厂。该生物质精炼厂

生产的生物质化学品，全部以木质素等可再生资源为原

材料，取代化石原材料。该投资为芬欧汇川打开了全新

的市场，并具有巨大的未来增长潜力。

该厂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生物质化学品、木质素基可

再生功能性填料、工业糖等。目前，市场上生物质化学品

的供应还非常有限，因此价格还偏高。UPM希望通过

投资该生物质精炼项目，继续进行技术研发，扩大高质

量生物质化学品的市场供应。

该厂生产的生物质化学品应用领域广泛，包括纺织

品、包装、复合材料、药物、化妆品和洗涤剂等。生产的

木质素基可再生功能性填料可用于橡胶行业，作为炭黑

和二氧化硅的可持续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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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约2.6万名员工，并在赫尔辛基

和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集

团2018年的销售额为105亿欧元，经

营性息税前利润为13亿欧元。

Sunila工厂——

主要产品：针叶木浆、木质素、

妥尔油、生物基碳材料

时间：2013年启动，2015年投

产；新建试点工程预计在2021年初

完成

投资额：第一次3200万欧元，第

二次1000万欧元

产能：37.5万吨针叶木浆；5万

吨木质素

地点：芬兰Kotka 

进展情况：

斯道拉恩索建设的芬兰Sun i l a

工厂为世界级的生物质精炼工厂，而

该生物质精炼工厂代替原来90%的

天然气，代替品主要是从制浆蒸煮

黑液中提取的木质素，以此来降低

工厂的碳排放。

近期，斯道拉恩索又投资了

1000万欧元，计划建立一条基于木

质素生产生物质基碳材料的试点生

斯道拉恩索

2017年度榜单

简介——

斯道拉恩索集团开发并提供基

于木材和生物质材料的解决方案，

服务于全球众多行业和应用领域。

以传统林木业的专业知识为基础，

斯道拉恩索致力于开发基于可再生

材料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可持续的

生物质经济中创造价值，业务覆盖

包装、生物质材料、木制建材和纸

张等领域，公司一直坚信未来化石

基材料制成的产品都可能用树木来

制造。

斯道拉恩索在全球30多个国家

专 题 spEciAl

44
第41卷第5期 2020年3月



产线，使用工厂生产的木质素来进一

步生产生物质基碳材料。木基碳可用

于消费电子、汽车工业和大规模能量

存储系统的电池中的关键组件。

目前，斯道拉恩索的Su n i l a工

厂生产的木质素产品LineoTM，可用

于替代化石基酚醛材料作为粘合

剂。通过新的投资，斯道拉恩索将

把木质素加工成电极材料的碳中间

体。该木质素将被转化为用于锂离

子电池的硬碳阳极材料，其性质类

似于石墨。这种电池每天用于移动

电话和类似的便携式设备、电动工

具、电动车辆、工业应用、固定能量

存储和电网单元等。

新的试点生产线建设在2019年

底之前已经开始，估计在2021年初

完成。商业化决定将在评估试点规

模生产结果后进行。

装备技术信息：

在该厂的木质素生产环节，维

美德为其提供了LignoBoost木质素

分离设备。在这一技术助力之下，从

硫酸盐浆厂的蒸煮废液，即黑液中

提取木质素，通过用二氧化碳和强

酸对黑液进行处理，使得木质素得

以沉淀，然后清洗干燥。除纤维素

和半纤维素以外，木素是木材中含

量最高的物质。

Enocell工厂转型升级项目——

主要产品：溶解浆

时间：2019年下半年完成

投资额：5200万欧元

产能：43万吨

地点：芬兰Enocell

进展情况：

为了扩大可再生材料生产，斯道

拉恩索投资5200万欧元（折合人民

币约4.1亿元）提升Eno c e l l工厂溶

解浆的产能。Enocel l工厂隶属于斯

道拉恩索集团生物质材料事业部，

该工厂彻底转型，专注于生产溶解

浆。改造之后，工厂拥有43万吨溶解

浆的年产能，其中包括18.5万吨阔

叶溶解浆与24.5万吨针叶溶解浆。

斯道拉恩索的目标是改善浆品结

构，获得长期竞争力，把Eno c e l l工

厂打造为新生物质基化学品的综合

生物质精炼工厂。

Imatra工厂升级改造项目—— 

主要产品：化学热磨机械浆

（CTMP）、微纤化纤维素（MFC）

时间：2019年上半年完成

投资额：4200万欧元

地点：芬兰Imatra

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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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新生产线将采取新的制造方式，

预计2～3年内达到满产。

在Hylte工厂，斯道拉恩索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包括工业基础

设施、本地原材料供应与高竞争性

的劳动力。完成后，该投资将使斯

道拉恩索木材事业部的年销售额

增加约2500万欧元。

生物质复合颗粒是木纤维、聚

合物和添加剂的混合物。作为原材

料，它被用于产品的灌注成型与覆

膜工艺，而过去通常仅使用塑料为

原材料进行制造。该材料可被广泛

地用于各种产品，包括消费品(餐具

刷、锅盆等)以及工业应用(如采用

玻璃纤维来增强托盘或承重结构

的强度)。

斯道拉恩索投资420 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3.3亿元）用于提

高芬兰I m a t r a工厂化学热磨机械

浆（C T M P）的产量，推进微纤化

纤维素（MFC）项目。

I m a t r a工厂隶属于包装纸板

事业部，相关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

座化学热磨机械浆干燥与再制浆

工厂，以及仓库扩容，旨在提高化

学热磨机械浆的产量，并推动微纤

化纤维素（MFC）的商业化生产。

从树木纤维中提取的微纤化

纤维素（M FC），可被广泛应用于

包装以及个人、家庭护理、涂层和

粘接剂、食品以及医药生物质材料

等。微纤化纤维素拥有极高的强

度，是100％可再生原料，在各种应

用领域的表现均优于塑料等化石

基材料。

Hylte工厂生物质复合产品生产线

—— 

主要产品：生物质复合颗粒

时间：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运行

投资额：1200万欧元

产能：15000吨

地点：瑞典Hylte

进展情况：

2017年，斯道拉恩索投资1200

万欧元在瑞典H y l t e工厂新建一

条生产线,用于制造生物质复合颗

粒。生物质复合颗粒将推动可再生

木材的使用,从而取代生产传统塑

料产品时所大量使用的化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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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Z e l c o r是一个合作项目，项目研发和实施聚集了来自

欧洲8个国家的18个企业、组织和科研机构，包括A a l t o -
Korkeakoulusaatio (芬兰）, Ardilla Technologies UK 
(英国), Arterra Bioscience SRL(意大利）, Avantium 
Chemicals BV (荷兰）, Biome Technologies PLC

（英国）, INR A-Inst i tut Nat 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法国）, INR A TR ANSFERT S.A.(法
国）, INERIS – Institut National de L’Environnement 
et des Risques（法国）, nova-Inst i tut für poli t ische 
and ökologische Innovation GmbH (德国）, Quantis 
SA R L（瑞士）, Sab ic Pe t roc hemic a l s BV（荷兰）, 
Tereos Participations（法国）, Stichting Wageningen 
Research（荷兰）, The Univers i t y o f War wick（英

国）,Universite Paris XII Val de Marne（法国）, W 42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GmbH (德国), YNSECT（法

国）。

Zelcor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精炼研究项目——

主要产品：用于化妆品、包装和化工行业的生物高分子

以及新型生物催化剂

时间：2016-2020

投资额：670万欧元

地点：法国

进展情况：

Zelcor获得了欧盟“Horizon 2020”计划资金支持，

旨在证明将木质纤维素副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基产品

（包括精细化学品）的可行性。所用原材料主要有三种：第

一，制浆过程中溶解的木质素；第二，乙醇生产产生的木质

纤维素残留物；第三，糖转化形成的类木质素腐殖质。

简介——

Domsjö Fabr iker公司是瑞典特种纸浆和

生物制品生产企业，依托瑞典丰富的林业资源

发展林浆纸业务，2011年被印度Ad itya Bi rl a

集团收购。

Domsjö浆厂生物质精炼项目——

主要产品：溶解浆、黏胶纤维、木质素和乙

醇燃料

时间：1903年成立

产能：溶解浆255000吨，木质素120000吨，

生物乙醇14000吨

地点：瑞典Örnsköldsvik
进展情况：

瑞典Domsjö Fabriker公司的Domsjö浆厂

成立于1903年，浆厂起初只生产特种纸浆，后来

逐渐开始增加生物质产品产能，目前三个主要业

务包括：用溶解浆生产黏胶纤维、生产木质素和

乙醇燃料。木质素的生产能力大约是纸浆的一

半，公司致力于将所有的木材和废渣都充分利

用，使制浆造纸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无用的副产品

和废弃物。此外，在溶解浆和木质素产品的生产

和推广过程中，传统的纸浆和造纸产品的附加

值也有所增加。该厂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最大的

出口市场是亚洲。目前，该厂生产的生物能源可

以供工厂内部使用，能够做到不使用任何化石

能源，浆厂的纸浆漂白环节做到了零排放的闭

环生产。

Domsjö Fabriker Zelcor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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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试生产，该客户将在其生物质

柴油生产中使用生物质甲醇。

S ö d r a决定投资建设生物质甲

醇生产设施，努力实现循环经济、资

源效率和无化石燃料的目标。

“我们现在已经自豪地启动了

世界上第一家生物质甲醇商业工厂。

向生物质经济过渡意味着必须有效

利用所有原材料。生物质甲醇是从

Södra纸浆厂的生产过程中回收的粗

甲醇生产的。我们正在通往零化石基

产品之路上，完全符合到2030年的无

化石运输战略。”S ö d r a战略业务发

展经理Henrik Brodin表示。

简介——

Södra成立于1938年，历史始于

1943年在Hal l abro接管的锯木厂，

总部位于瑞典。2011年，Södra在瓦

勒（V ä r ö）建立了欧洲现代化的锯

木厂之一。2016年，S ö d r a收购了英

国皇冠木材的剩余股份，后者是英

国建筑业和木材行业的市场领先分

销商。

S ö d r a集团2019年的净销售额

为231.83亿瑞典克朗（约合23.65亿

美元），同比下降了4％；营业利润达

到了25.82亿瑞典克朗（约2.63亿美

元），税前营业利润率大概在11%。

第四季度的净销售额为52.74亿瑞典

克朗（约5.38亿美元），营业利润为

6200万瑞典克朗（约632.4万美元）。

Södra Cell Mönsteräs浆厂生物质甲

醇生产线——

主要产品：生物质甲醇

时间：2017年规划投资

地点：瑞典Mönsteräs 
进展情况：

Södra在Möns t eräs纸浆厂建

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商用生物质甲醇

工厂，这是一种来自森林生物质的可

持续燃料。Emme l e v A/S将进行

这项投资还通过新的生物质产

品扩大了Södra的产品组合。通过将

生物质甲醇推向市场，替代运输领

域的化石甲醇。目前，该厂生产的生

物质甲醇已经供应了丹麦、瑞典等国

家的客户。

Södra Cell Mörrum浆厂生物质精炼

项目——

主要产品：溶解浆、木质素、热

能、电能

时间：2011年投产

地点：瑞典Mörrum 

进展情况：

Södra Mörrum浆厂使用废旧

纺织品生产浆料，目前主要生产溶

解浆。2019年，Södra Mör rum浆

厂将20吨废旧纺织品用于生产浆

料，不过目前，S ö d r a还仅能处理白

色纺织品，目前正在探索一种脱色

解决方案。此外，通过Lignoboo s t

技术从制浆黑液中提取木质素，干

燥的木质素可以在工厂用作燃料颗

粒以代替化石燃料，还可以根据材

料的纯度出售给多个领域的相关行

业。目前，该厂正在继续朝着增加木

质素的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Sö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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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挪威B o r r e g a a r d公司致力于建设世界先进和可持续的生物质精炼厂，通过使

用天然、可持续的原材料生产可替代石油基产品的先进且环保的生物质产品试剂。

Borregaard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工厂和销售办事处。

Borregaard公司Sarpsborg生物质精炼厂——

主要产品：生物质燃料

地点：挪威Sarpsborg

进展情况：

挪威Borregaard公司的Sarpsborg生物质精炼厂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质精炼厂之

一，在生物质精炼方面已有40多年的经验，主要利用木质纤维原料生产二代乙醇。

Borregaard公司于1889年初期开始生产纸浆，自1938年开始利用云杉的半纤维素 

(主要为甘露糖) 发酵成乙醇来生产化学品。从1967年以后，即木素生产线建成后，开始

大规模利用云杉纤维三大组分生产化学品。

目前，又建设了新示范工厂，研发基于木材和农林废弃物生物质生产绿色化学品和

糖的新技术，以及更先进的生物质燃料生产方案。

至今，Borregaard公司的生物质精炼一直采用云杉作为原料。传统的产品线主要用

于生产化学品、木素功能化学品和二代乙醇所需的特种纤维素。

Borregaard公司

2017年度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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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分析应基于生物质精炼工艺的总能耗
⊙ AFRY高级工艺专家  Jaakko Siitonen

化石燃料（原油、煤和天然气）约占世界能源供应

的80%。由于未来能源和材料使用的原料可用性存疑，

因此有必要采用可再生原料。然而，当今更大的威胁在

于碳基燃料使用时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

向可再生能源经济转变并非易事，这需要了解其

与使用化石燃料生产其他化学品和节能之间的关系、依

存关系和差异。

基于目前化石燃料的使用规模，能源效率和节能

措施成为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为了替代精炼中的化石

燃料，需要对生物质精炼厂进行可靠的能源效率估算。

1  典型的生物质精炼能源方程

生物质精炼厂是技术和设备的综合体，能够将生

物基原料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最终产品。在许多方

面，是传统森林工业、能源生产和（石油）化学品工艺的

混合体。

可行的原料包括木材和农业废料，以及淀粉、糖

和有机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可形成无数有价值的最终

产品，如交通运输燃料、材料、化学品、电力和热能。然

而，在正常情况下，生物质精炼厂将侧流和废物流用作

能源来源，生产某种形式的液体或固体产品。

2  能源平衡的三个主要部分

2.1  原料制备

由于原料通常是固体形态，因此该过程从原料制

备开始，包括物料输送和颗粒尺寸减小，以便为转换过

程做好准备。全机械化制备阶段后是原料预处理，通常

采用机械、物理化学（蒸汽爆破、水解、热解等）或生物

（生物材料通过酶、细菌或酵母直接转换）方式将生物

质分解成更可行的液态形态。这些过程步骤通常耗能

高。由于散装密度低，以及变质和/或污染可能造成的

损失，生物质的本质属性也导致储存需求较大的地方。

这些都对整体能源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2.2  含水量

一个也许不太显眼的特征是生物质的高含水量和

含氧量。生物基材料含有水，即：水分。化学结构中所含

的氧气通常并非所希望的成分，一般通过化学反应作为

水去除，而这进一步增加含水量。此外，氧气还增加了

工艺中产生的碳氢化合物的极性，从而增加了水溶性，

产生难以处理的废水。因此，高效和化学选择性的除水

□ 编者注：题目为编辑所改。原文题目为：“高能效生物质精炼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提高得率”。

● 拓展阅读 ●

专 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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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在生态和经济层面，提高生物质精炼的能源效率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既

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又提高了得率。我们认为，能源效率分析应基于生物

质精炼工艺的总能耗，即：净能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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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物质精炼厂工作的关键要素。

废水流在排放前需要分离和处理，以防止宝贵的

化学成分流失，并减轻工厂对环境可能产生的任何影

响。由于常见的除水方法涉及高压下蒸发或过滤，这通

常对整体能量平衡有很大的影响。

2.3  下游处理

除前述方面外，生物质精炼更为独特的一点在于：

下游工艺通常包含在石化行业常见的更为传统的工艺步

骤。通常，最终分馏是通过蒸馏完成的，并且该过程还

可能涉及氢气处理等具有高压或温度要求的工艺步骤。

这些可能导致较高的加热需求，产生能源一体化的可

能性。

3  生物质精炼的能源效率需要明确定义

能源效率的定义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虽然能效是

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行业往往

对能效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能效通常可以从工艺流程

和产品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来观察，并且可以包括消除能

量损失和优化能源使用。能效分析的方法不同，也可能

产生不同的结果。

4  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的能量平衡可能给出过于乐

观的结果

谈及能源分析时，所谓的生命周期分析通常是针对

生物质精炼工艺流程进行的。这种类型的方法用于分

析工厂各个工艺流程的能源使用情况，从原材料的种植

或提取开始，到废产品的处置和回收结束。这在生物质

精炼中尤其重要，因为生物质的生长、收获和物流可能

需要大量能源。在生物质精炼厂，特别是在生物质燃料

方面，使用所谓的能源平衡或能源比率来评估这些工厂

的能效是一种较常见的方法。即：所生产燃料的热含量

除以用于生产燃料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比率。

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定义能源平衡，会产生一些困

难。由于能源平衡只考虑工艺流程中使用的不可再生或

化石能源的数量，因此，如果工厂仅使用可再生能源作

为能源，这种平衡理论上可以增加到无穷大。虽然这表

明生产工厂非常“绿色”，但它不一定说明该工艺的实

际能效，因为工艺流程中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可能极其低

效地使用。因此，能源比率虽然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但

不一定是确定生物质燃料生产工厂实际能源效率的最

佳工具。它可能给出过于乐观的结果，例如：在使用热

电联产厂燃烧废物流的工艺流程状况下。

5  净能量分析基于总能耗

无论是否采用可再生原料，能源效率应基于流程

工艺的总能耗。这通常称为净能源分析。这种分析的结

果往往得出的效率要低得多，特别是在生物质精炼厂，

最终产品保留的原料能量往往低于最佳水平。然而，这

通常可以通过有价值的侧流，如热或电，进行改善。

提高能源效率的实际手段与能源消耗方法一样多

样，而后者始终取决于具体的工艺流程。对于下游工艺

流程，可以采用P i n c h分析等标准化方法，而对于上游

工艺流程，则存在从优化供应链到电机中使用变频转换

器等多种节能方法。 

AFRY的专家能够通过提供独立的意见和分析，

以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支持。AFRY在能源方程式的所

有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可将工业、能源和水领域的大

量工程知识与商业专业知识相结合。

自2019年2月22日起，ÅF和Pöyry携手成为一家

公司，共同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

ÅF（奥夫）成立于1895年，而Pöyry（贝励）成立

于1958年，两者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企业

文化。携手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17000名员工、

在全球50个国家设有办公地的国际化公司。在新品

牌AFRY下，作为一家国际领先的工程、设计、咨询公

司，仍将致力于基础设施、工业和能源领域，与客户

一道创造符合未来发展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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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精炼在制浆造纸工业的应用实例
⊙ 李瑞瑞1  谢占豪2

（1.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 311121；2.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杭州 311200）

李瑞瑞

工学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制浆设备

与工艺方面的研究。

所谓生物质精炼其实是借鉴石油精炼的概念而

来，希望充分利用生物质的各种成分，加工成各种更有

价值的产品[1]。制浆造纸中的生物质指造纸的原生纤维

原料，包括木材及非木材（麦草、竹、芦苇、蔗渣等），这

些原料主要由木素、纤维素及半纤维素组成。

1  生物质精炼的原料

由于浆纸价格下降，木材、能源、劳动力成本不断增

加，受到原油供应、温室效应气体排出的限制,生物质精

炼与现有的制浆造纸工业相结合的新的工业模式是解决

该难题的主要技术，也是浆纸业未来科技发展方向。

在生产过程中针对原料的各个组分采取不同的处

理方法，例如生物发酵、提取分离、绿色制浆、热解、气

化等技术，将其分离出来，并加以高值化利用，称为制

浆造纸生物质精炼[2]。生物质精炼技术能够实现生物质

能源、生物质材料与生物质（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之间的可持续循环，以可再生的植物资源替代石油，从

而解决全球资源短缺和能源危机的问题。

专 题 spEciAl

传统的制浆造纸工业与现代的生物质精炼技术相结合，可以完全分离原

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和挥发性抽出物。纤维素除用于生产纸浆以

外，通过溶解体系发生均相反应，可以制造人造丝、甲基纤维素、醋酸纤维素

等。从废液或预处理液中提取半纤维素和木素等生物质成分，通过转化进一

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如乙醇、碳纤维、聚合物和生物柴油等，使传统的纸

浆厂变成一个现代的纸浆生物质精炼联合加工厂，最终实现生物质资源的全

组分利用和效益最大化，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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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原料是目前生物质精炼研究的重点原

料，利用最为广泛。木质纤维原料的来源很多，比如木

材、竹子、芦苇、灌木、林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蔗渣、

废纸等都能提供较丰富的木质纤维素。木质纤维素主

要由纤维素(32％～47％)、半纤维素(19％～30％)、木质

素(5％～24％)、少量的蛋白质(3％～5％)和灰分(4％～

12％)等组分组成[3]。国内外对木质纤维素组分的高值

化利用研究已经很深入，且建成多条小型试验线，取得

了很多产业化的成果。但这些试验线仅仅是将木质纤维

素的单一组分分离并进行利用，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不

高，所使用的分离方法往往是顾此失彼，只能实现组分

的部分分离，并未实现三大组分充分利用，造成资源的

严重浪费。现阶段木质纤维素组分利用的技术难点在于

如何经济、清洁、连续、有效实现三素分离（纤维素、半

纤维素、木质素），获得高纯度、高得率的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并提高其推广应用价值，实现产业化连

续生产。

2  现代生物质精炼技术与制浆造纸工业相结合

传统的制浆行业，只是利用纤维素和部分半纤维

素生产纸浆，纤维原料中除去的木质素、半纤维素等组

分通过碱回收、中段水处理后利用或排放，有的还会造

成环境污染；典型的纤维素乙醇行业，主要集中在提高

纤维素与半纤维素的酶解效率，但忽视了木质素的分离

提取。

传统的制浆造纸工业与现代的生物质精炼技术相

结合，可以完全分离原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

素和挥发性抽出物。纤维素除用于生产纸浆以外，通

过溶解体系发生均相反应，可以制造人造丝、甲基纤维

素、醋酸纤维素等。从废液或预处理液中提取半纤维素

和木素等生物质成分，通过转化进一步生产高附加值的

产品，如乙醇、碳纤维、聚合物和生物柴油等，使传统的

纸浆厂变成一个现代的纸浆生物质精炼联合加工厂，最

终实现生物质资源的全组分利用和效益最大化，提高

企业的盈利水平。

近年UPM、IP、Georgia-Pacific等世界造纸业巨

图1  现代造纸工业生物质精炼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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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也都制订了从传统制浆造纸厂转型为生物质精炼厂

的战略，生产具有更多更高附加值的燃料、化学品、能

源和纸。北美的Potlach和Alabama River公司首先利

用生物质气化技术来供热供电，并最终生产出液体运输

燃料，并逐渐将气化技术应用于制浆黑液的处理上，现

代生物质精炼为造纸工业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和方向[4,5]。

制浆造纸生物质精炼集中表现在木材（或非木材

纤维原料）蒸煮前的提取及发酵和蒸煮后的黑液转化

技术。当前，木材蒸煮前的提取技术以预水解提取为

主，采用低浓度碱液或者酸液提取工艺；蒸煮后黑液转

化技术包括黑液分离技术、黑液气化联合发电技术和

黑液气化联合化学合成技术。

现代造纸工业生物质精炼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3  国外生物质精炼与制浆造纸工业结合实例

瑞典的Domsjo纸浆厂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生物

质乙醇、生物质木素、生物质气等高附加值的副产品，

其企业生产模式成为制浆造纸业生物质精炼化的一个

典范，同时企业得到了良好的收益和发展。图2是其生

产工艺流程。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生产人纤浆粕的同时，

还生产了高附加值的乙醇、木素等产品[6]。

HCl CleanTech公司开发了HCl CleanTech法生

物质精炼技术，该方法是糖经过发酵生成乙醇、生物质

燃料（柴油、喷气燃料、塑料配料和食品配料）等。该公

司利用备料车间木料加工剩余的下脚料、木结、碎片、

锯末、树皮等木质废料，通过浓盐酸水解法生成糖、木

素和塔尔油。HCl CleanTech法示意图如图3所示，该

方法采用液体抽提/气态回收，工艺流程简单，盐酸可

以回收再利用。与其他方法相比，能耗减少了90%，大大

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除木材外，其他生物质原料也可

适用于该法[7]。

4  国内生物质精炼与制浆造纸工业结合实例

4.1  北京梦狐宇通竹纤维研发中心项目

北京梦狐宇通竹纤维研发中心的试验装置为小型

横管式连续蒸煮系统及废液提取、洗涤和处理系统，用

于生产人造丝及高纯度木素，并扩展副产品生产，即把

高纯度木素用于生产碳纤维。生产过程为全自动化，本

系统采用了所有电器全防爆、防水设计，主体设备采用

了9英寸喂料螺旋及二根小型蒸煮管、世界上最小的真

空洗浆机（2.5m2）等主体设备。

该系统设计能力84k g/h风干粗浆，竹片用量

271k g/h，蒸煮时间25～80m i n，蒸煮管设计压力1.2 

M P a，最高蒸煮温度185℃，精馏回收乙醇纯度≥80%

（V），并同时回收80～130℃馏分；吨浆耗水量60m3，

耗电450kW·h，蒸汽用量4.6t/t浆（低压和高压蒸汽消

耗总量，含精馏工段蒸汽用量）。

4.2  长春大成集团生物质制浆工程试验生产线

长春大成集团采用东北当地的玉米秸杆为原料，在

制浆生产系统基础上拓展而成为生物质制取二元醇等工

业产品。该生产系统包括干法备料、湿法备料、制浆、洗

涤、打浆及化学品回收工程。秸秆原料经过分切、除尘后

进入蒸煮系统预处理，蒸煮后的浆料进行废液提取、浆

图2  Domsjo浆厂生产工艺流程

图3  HCl CleanTech公司的木质废料水解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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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洗涤、打浆等生产过程，最终贮存于原料槽内，加入欧

洲进口的酶进行生物处理以生产丁二醇、乙二醇等多元

醇化学基础原料。

该生产线温度及压力操作范围宽，设备以高温和

最压、苛刻工作条件进行设计，材质可满足各种工艺条

件下的操作，系统过程实现全自动化DCS控制。其中备

料工艺流程如图4所示。

此外该工程还采用了高压缩比喂料螺旋、刮料式

活底喷放仓、多段逆流洗涤提取集成式多功能长网型

洗浆机等新装备。设计能力84k g/h风干粗浆，秸杆用

量200k g/h，蒸煮时间16～40m i n，蒸煮管设计压力

2.0M P a，最高蒸煮温度200℃，浆的洗净度≤0.05g/

L；吨浆耗水量15m3（洗浆工段洗涤用水），耗电350kW

·h(含磨盘消耗的功率)，蒸汽用量3t/t浆。

4.3  山东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作物秸秆深加

工项目

我国具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秸秆生物质精炼的综

合利用更是今后生物质精炼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山东

金正新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玉米秸杆综合利用是当地

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中试生产线装置，其工艺复杂，最

终产品为羧甲基纤维素及木糖醇、有机肥等，为大规模

应用农业秸杆（80万吨/年）积累科学数据、优化工艺

路线，目前正在实施阶段。

本系统分干湿法备料、水解蒸煮、酸解蒸煮、碱法

蒸煮等预处理，再对蒸煮后的浆进行洗涤净化、漂白、

纤维素干燥等工艺过程，生产中全部采用去离子水替代

常规的自然水。蒸煮工段主体设备，包括蒸煮锅、循环

泵、搅拌槽、喷放锅、加热器、草片泵、喂料螺旋及PLC

控制系统等。蒸煮设备按压力容器设计标准进行设计，

不同蒸煮工段的介质不同，pH值差别太大，耐腐要求

高，材料的选取也需格外注意。

其简易工艺流程如图5所示。

蒸煮技术参数如下：处理玉米秸杆能力：70t/d

（绝干），获得羧甲基纤维素26t/d，木糖根据试验过程

浓度确定，有机肥36t/d。蒸煮压力0.1～0.3MPa，蒸煮

温度105～125℃，蒸煮时间各2h（分3个工段），总体液

比1∶8，硫酸用量1%，用碱量1.8%，总得率37%。

该生产线实现了秸秆生物质全组分资源化利用，

分离的纤维素制备食品级、医药级羧甲基纤维素，产品

纯度高，可达到99.8％，且成本低；固体渣可用来生产

功能性木糖、纤维素、木质素及降解器具等产品。该项

图4  长春大成备料工艺流程简图

图5  山东金正玉米秸秆综合利用简易工艺流程

图6  Formicofib法简略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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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我国解决农业秸秆的示范处理工程，其生产成功

经验可为我国解决数以亿吨计的农业秸秆的综合利用

找到好的办法。

5  国内外合作生物质精炼与制浆造纸工业结合实

例——芬兰Chempolis公司甲酸制浆试验项目

芬兰Chempol i s公司的甲酸法制浆属于有机溶剂

制浆，其发明的甲酸法制浆技术已取得全球性专利60

多项。该技术有较高的脱木素选择性，对原料中的硅元

素保留高，甲酸在后续废液蒸发浓缩和精馏后可再回到

前工段使用，生产过程无废水排放，生产工艺属环境友

好型。更可贵的是其产品根据市场需要可以随时改变，

可生产常规的纸浆产品，也可生产高档的溶解浆（人造

丝原料），副产品有高纯度甲酸木素、糠醛等，脱出的半

纤维酶解后可生产工业燃料等，浆的质量远优于碱法和

硫酸盐法。其主要缺点是甲酸属腐蚀性强的有机酸，有

强烈的刺激性气味，设备用材及密封性要求较高，项目

一次性投资大。

杭机院与芬兰Chempol is公司早在2008年就开始

合作，为其设计和制造了横管式连续蒸煮系统及浆料洗

涤的一整套产量≥2t/d绝干粗浆（可用于各种草类原料

及木片、竹片等原料）中试试验装置。本系统主体设备

与甲酸及浆接触的材质为钛合金及许多特殊材质，密封

采用了双重密封。其主体设备有小型料仓、大倾角上料

皮带、转子密封器、小型销鼓计量器、喂料器及蒸煮管、

卸料器、世界最小真空洗浆机等。

试验所得产品质量可达到阔叶木化浆性能，能在

小型高速（1000m/m i n）试验纸机上抄造文化用纸，

各项性能优良；滤液经蒸发、精馏后可获得甲酸、乙

酸和糠醛等组分，甲酸再回用到蒸煮工段；大生产时，

提取的乙酸、糠醛等副产品价值高，精馏后的有机物

可以进一步酶解生产工业燃料。该中试线蒸煮压力

≤0.5M P a，蒸煮时间最短18～40m i n，最高蒸煮温度

150℃，浆耗电量≤120kW·h，浆裂断长≥4.5km，无外

排废水、废气，真正做到了零排放的要求。

2016年，针对竹子甲酸法制浆，杭机院为其设计

配套了DD S置换式蒸煮系统的整套中试设备，产能约

1000k g/d（绝干），适于木片、竹片等原料。试验表明对

竹子甲酸法制浆效果良好，针对性强、选材合理。目前

进行中的印度12万吨/年竹子生产线，由备料、蒸煮、洗

浆及甲酸回收等工段组成，本项目主产品为溶解浆，副

产品为甲酸木素、糠醛及延伸产品工业燃料，产品整体

价值高。图6是简略的Formicofib法工艺流程。

 

6  结语

生物质精炼技术是全世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体

现了人类对世界能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生

物质精炼作为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的生物质利用技

术，符合产业绿色高效、资源节约的发展趋势。

目前，造纸企业已被认为是生物质精炼不可多得

的发展平台，如何结合现有制浆造纸企业开发生物质精

炼产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长期制浆造纸工业技术

发展方向；研究木材及非木材生物质高附加值产品利

用；木质纤维素三素分离的成套装备开发与智能化生产

应用；木素产品链及木素利用产业化；继续研发生物质

乙醇及生物质燃料(汽油)；实现原料和资源的高值化利

用，是对传统制浆造纸行业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机遇与挑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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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观察：

纸浆、大宗纸与纸板产品市场现状调研

及影响因素分析
⊙ 卓创资讯

进入2月份以来，中国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交投恢复速度较为迟缓，致使港口及主要地

区纸浆库存出现库存累增；受疫情影响，国内物流运输恢复速度较为迟缓，制约国产纸浆

的远途销售；下游纸企开工恢复生产速度普遍较为缓慢，影响了纸浆的有效放量；后期市

场仍然有不少不稳定的因素。

常俊婷：纸浆
——港口匀速累库，后期市场仍有不少不稳定因素

方面的影响，国内浆价亦有止跌回升迹象。卓创资讯监

测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进口针叶浆现货月均价4492元

进入2月份以来，中国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交投恢复

速度较为迟缓，国内物流运输恢复速度也较为迟缓，下

游纸厂复工积极性偏低，市场偶有零星成交，基本以期

货合约为参考价，那么近期进口木浆现货市场的情况是

否有所缓解，后期纸浆市场价格将形成怎么样的走势？

纸浆港口库存匀速累库，但暂未突破历史高点

港口及主要地区纸浆库存在春节期间累库情况成

为常态，此次累库虽创新高，但暂未突破历史高点。

每年春节期间，中国进口纸浆港口库存累库情况成

为常态，但从图1可以看出，其实在2019年的第四季度，

纸浆的港口库存已经处于去库阶段，同时由于国外突发

性事件较多或影响后期纸浆供应及业者心理预期转变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这个春节就显得格外的长，而这个超长的“假期”也必然给

造纸行业带来一些不同于往年的影响。作为专注于大宗商品市场分析的卓创资讯，也在

第一时间分析了纸浆、大宗纸及纸板的市场现状及受疫情影响的短期内的发展趋势。本

文通过常俊婷、刘辉、赵泽慧和徐玲四位卓创资讯分析师的市场解读，让我们了解了纸

浆、瓦楞箱板纸、白板纸、白卡纸及文化用纸的市场现状及短期与长期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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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环比上升0.23%；中国进口阔叶浆现货月均价3744

元/吨，环比上升0.35%；中国进口本色浆现货月均价

4345元/吨，环比上升0.65%；中国进口化机浆现货月均

价4016元/吨，环比上升1.18%。

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主要地区纸浆

库存情况中，2月份的第2周、第3周纸浆库存增速分别

为3.49%、5.05%；2月17日，国内青岛港、常熟港、保定

地区、高栏港纸浆库存合计约223万吨，较2月上旬增加

9%，较1月下旬增加25%，其中青岛港纸浆库存较2月上

旬增长6%，常熟港纸浆增幅最小（+4%），保定地区纸

浆库存增幅最大（+39%）。

国产纸浆产能排产稳定，物流仍制约其远途销售

国产木浆方面，阔叶浆、化机浆产能居多，CR4分

别为82%、74%。目前开机情况相对平稳，个别前期停机

企业在陆续恢复生产。对制浆企业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或主要体现在远途物流运输不畅导致的产品销售问

题，以及化学品紧俏导致的生产车速问题。

物流运输恢复速度慢，国家出台政策助力造纸行业发展

在特殊非产业因素影响下，国家相应出台免收全国

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政策，进一步助力造纸行业发展。运

费压力的减轻，有利于缓解造纸行业的运输成本压力，

但目前由于物流运输恢复速度相对迟缓，部分地区出

现车辆难寻的情况，对物流运输的恢复还存在一定阻

力。短期来看，物流运输成为浆市交投恢复迟缓的间接

影响因素。

下游纸厂开工恢复速度较为迟缓，影响纸浆有效放量

春节后第一周，下游未开机纸厂预期开工时间为2

月10日以后。卓创资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未开机纸厂

开机时间延期至2月20日之后，更有业者反馈或在2月底

之后，一再延后的开机时间，不利于浆市有效放量。

通过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未开机企业开机时

间一再延后，部分企业在2月底3月初。假设2月份表中检

修产能年后正常恢复开机，且以70%～75%的开工率来

计算的话，需要消耗约23万吨纸浆。而由于春节期间规

模纸厂多备有充裕原料库存，因此亦需警惕成品纸库存

累库风险。见表1。

纸浆期货合约报盘在现货市场报价中地位凸显

2月3日，期货市场交易恢复以来，现货市场由于物

流运输、浆市交投、买卖双方未就位等一系列问题，交

投未恢复正常水平。之后2周以来，业者参考期货主力

合约价格，在此基础上减40～50元/吨报价，期现公司

的报价模式在特殊行情期间特色凸显。

后期市场影响因素

(1）中美贸易关系对针叶浆方面的影响虽在边缘

化，但贸易关系的缓和或缓解，有利于造纸行业的有序

发展，据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开展对美加

图1  中国主要地区及港口纸浆库存量统计

注：图上数据仅包含青岛港、常熟港、保定地区。

表1  下游部分原纸生产企业春节后情况调研

省份

河北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山东省

江苏省

广西

广东省

四川省

部分生活用纸

检修产能占比

100%

100%

100%

20%

-

92%

-

37%

已提交复工申请，尚在审批。纸企预估2月底3月初

根据当地政府复工通知暂不确定

根据当地复工延期通知不得早于2月20日

2月底3月初

-

3月初

-

未开机纸企计划2月底，部分纸企限产/轮产

停机纸企复工计划 检修产能占比

-

37%

　

26%

-

4%

-

-

部分双胶纸

停机纸企复工计划

-

初步计划2月20日之后

　

初步计划2月20日之后

-

初步计划2月20日之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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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其中包含针叶浆，利

于减轻国内进口木浆成本压力。

(2）多家上市企业发布四季度报告，较三季度利润

下滑，加拿大部分企业出现亏损情况，后期浆厂外盘报

价存低价惜售可能。

(3）国际不稳定性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前期的芬兰

罢工、澳洲大火、加拿大个别浆厂检修、国际海事组织

限硫令，供应面持续收紧，支撑后市行情。

(4）国内非产业不确定性因素对进口方面的影响，

或主要体现在国内业者存主动降低订货量的可能及国

外浆厂船期延迟的可能等因素。

(5）国内废纸政策、禁塑及限塑令政策，利好于木

浆市场后期放量。

(6）短期人民币汇率承压，后期随着不稳定性因素

结束，仍有升值可能，进口木浆成本压力缓解。

卓创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从纸浆市场供需方面来看，短期浆

市放量受限，导致浆价承压，但因前期部分针叶浆成本

面已承压及后期供应面收紧，或支撑后期浆价。从各主

要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情况来看，1月巴西出口到中国的阔

叶浆量环比增加43.74%，智利增加26.92%，进口方面

的供应压力或在3月份前后释放。短期建议关注物流恢

复速度、国内库存去库速度及不确定性因素对进口方面

的影响。

刘辉：瓦楞及箱板纸
——价格或仅存小幅上调预期

短期瓦楞及箱板纸市场受春节和疫情影响，运行以淡稳为主，随着下游商家陆续返市，下

游需求将逐渐恢复，需求或迎来阶段性小量爆发，但预计持续时间较短，故瓦楞及箱板纸价

格或仅存小幅上调预期。

中小纸厂多数暂定于2月10日以后复工。目前原料供应尚

未恢复，纸厂原料废纸到货较少。受此影响，在产纸企

未来几个工作日将面临停机生产线增多的状况。

（3）瓦楞及箱板纸下游需求占比整体稳定，医疗箱

用纸小幅增加

目前瓦楞纸、箱板纸下游消费依旧主要体现在食

春节后瓦楞及箱板纸市场整体表现清淡，多数纸

企停机检修，加之物流运输不畅，整体市场交易较少，

市场有价无市特征明显。

市场特征

目前的市场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纸厂开工有所延迟，短线供应量减少明显

据卓创资讯调研统计，目前监测的70家纸厂按照

延长假期与原计划复工时间带来的减产量约60.4万

吨，占样本统计年产能的1.45%，约占月度正常生产所

得产量的20%。从全年供应情况来看，供应面减量带来

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纸厂延后开工短线带来的供应量

减少相对明显。

（2）规模纸企以轮流排产为主，中小纸企复工时间多

延后

春节后瓦楞及箱板纸生产企业复工时间多数延

迟，规模纸企有部分产线正常生产，以轮流检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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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饮料、服装鞋业、日化产品、电器、医药等包装方

面，主因上述行业包装需求量较大，占比约83%。目前市

场消费侧重点窄幅微调，其中药品、口罩、酒精、消毒水

等外包装箱用量有所上升，但由于用量较小，整体下游

需求占比变化不大。

后期展望

受春节假期延长影响，纸企开工率不高，下游企业

仍处于休市状态，市场交易气氛较弱；加之运输受阻，

新单成交量不大。目前多数地区生产企业依照延期计划

安排复工，然而仍不排除部分地区生产企业或存继续

延期的可能。

原料方面：目前多数打包站复工缓慢，国内打包站

复工比例较低，纸厂采购积极性与到货量均在较低水

平。受废纸市场供应及需求同步延后影响，目前废纸价

格暂稳。废纸外废审批额度减少，以及当前季节性交投

淡季面前，国内纸厂采购价格多数选择持稳观望。

供应方面：纸厂延后开工一定程度上带来成品纸供

应量的减少，但节前部分贸易商及下游客户积极备库，

加之春节期间规模企业生产线正常排产或轮流排产，瓦

楞箱板纸市场整体供应仍较为充足，生产线正常排产及

轮流排产的企业原纸库存小幅增加。

需求方面：假期市场以休市为主，节后下游需求恢

复亦相对缓慢。加之物流运输不畅，纸厂仅以周边小范

围少量供货为主，且主要为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包装需

求，市场整体需求恢复仍需时日。

卓创观点：短期瓦楞及箱板纸市场仍以淡稳运行

为主，随着下游商家陆续返市，下游需求将逐渐恢复。2

月底3月初下游需求或迎来阶段性小量爆发，但预计持

续时间较短，故瓦楞及箱板纸价格或仅存小幅上调预

期。

  赵泽慧：白板纸、白卡纸
——延期复工对其市场影响不大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企业维持稳定生产，延期开工对白卡纸生产企业影响不大。从长

期来看，因白板纸、白卡纸行业集中度均在不断提高，生产企业话语权提升，白板纸及白卡

纸市场在旺季来临之前仍存持续拉涨动力，下半年价格有望继续上扬。

据卓创资讯统计，春节前大部分白板纸生产企业

均有停机检修安排，原计划开机时间在1月底2月初。因

今年春节后浙江富阳地区将腾退150万吨白板纸产能，

市场供应下降，故2020年春节原计划停机时间较2019

年普遍缩短一周左右。根据目前通知，多数地区白板纸

生产企业计划开工时间在2月9日以后，湖北地区企业计

划复工时间在2月13日以后。据卓创资讯不完全统计，每

延期一周开工约影响企业减少白板纸产量13.3万吨。

春节前大部分白卡纸生产企业普遍无停机检修计

划。据了解，目前大部分企业维持稳定生产，因此以上

延期开工通知目前对白卡纸生产企业影响不大，预计1

月份白卡纸供应量在150万吨左右。下游彩印厂往年普

遍在元宵节后入市采购，加之今年春节前部分客户担忧

节后白卡纸价格持续上涨，多于节前增加备货，白卡纸

生产企业库存压力不大。因此目前整体来看，延期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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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卡纸市场暂无显著影响。

市场现状

目前下游彩印厂尚未入市采购，白板纸、白卡纸市

场交投两淡，休市观望气氛占主流，报价接单企业数量

不多，报价企业价格与春节前持平。经销商方面入市者

亦不多，目前仅天津、山东、上海等部分地区经销商返

市接单，报价与节前变动不大。因物流尚未恢复，市场

基本无交投，下游复工时间普遍在元宵节后。目前大部

分白板纸企业库存与春节前变化不大，个别春节期间维

持生产的企业节后库存有所增加，然因前期库存低位，

目前库存压力并不大，生产积极性较高。节后废纸原料

供不应求，白板纸企业后期生产或受限。大部分白卡纸

企业春节期间维持生产，故节后库存普遍增加。据卓创

资讯调研显示，目前白卡纸生产企业库存天数在20～35

天。

业者后市心态调研

卓创资讯针对返市者调研显示，42%的业者对2月

份市场持观望态度，因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故后市

观望者占比较大；35%的业者对2月份市场持利好态度，

认为部分终端行业对包装盒消耗增加，利好后期白板

纸及白卡纸行情走势；23%的业者则持利空态度，认为

白板纸及白卡纸需求将受到一定影响。见图2。

后期预测

白板纸：元宵节后物流或逐渐恢复，废纸回收量将

增加，预计废纸原料价格将维持稳定运行。白板纸因供

应减少、需求增加等，价格存上涨可能，预计纸厂根据

接单情况将上调白板纸价格100元/吨左右。价格上涨

纸厂盈利将改善，预计2月下半月白板纸毛利将增加至

10%以上。

白卡纸：进口木浆因澳洲大火、芬兰罢工、印尼及

智利干旱等影响供应将减少，国内木浆供应因物流受

限而紧张，元宵节后木浆原料价格或将小幅上涨。白卡

纸因供应增加，短期涨价力度或较春节前有所减弱，节

前喊涨的200元/吨落实难度或增加，毛利或将维持在

30%左右。

长期来看，因白板纸、白卡纸行业集中度均在不断提

高，生产企业话语权提升，白板纸及白卡纸市场在旺季来

临之前仍存持续拉涨动力，下半年价格有望继续上扬。

图2  白板纸、白卡纸市场业者心态对比

 徐玲：文化印刷纸
——市场需求或逐渐恢复，短期仍以稳价为主

春节及疫情的双重影响导致文化印刷纸市场整体恢复情况有限。部分纸厂延期开工，市

场成交清淡，很大一部分业者目前抱有观望态度，普遍表示后期走势需重点关注下游返市及

物流恢复情况。随着上游纸厂开工及下游印厂和经销商返市，市场成交趋增，文化印刷纸市场

需求或逐渐恢复，预计短期内纸厂以稳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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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文化印刷纸市场整体恢复情况有限。部

分纸厂延期开工，下游经销商及印厂返市者寥寥，市场

成交清淡。

多数规模纸厂开工基本正常

据卓创资讯了解，春节期间多数规模纸厂开工基

本维持稳定，目前中小规模纸厂开工复产者较少。节前

生产企业多计划正月初八之后陆续开机，受节间相关政

策影响，卓创资讯最新调研显示，多数企业计划延期到

正月十五之后，整体开工负荷一般。

下游业者返市多延期，需求恢复缓慢

按照往年惯例，春节过后下游业者多集中在正月

初八左右陆续返市，市场交投逐渐活跃。据卓创了解，

目前下游经销商、印刷企业返市者寥寥，短期内订单有

限，需求支撑不足，市场交投恢复缓慢。

诸多因素影响，市场库存较低

往年正月初六开始市场陆续恢复，纸厂的成品库存

亦会有所下滑。但今年春节过后物流运输受阻，在产企

业库存呈现增加趋势。经销商返市者不多，受物流及下

游需求尚未恢复等因素影响，目前经销商库存基本持平

于节前。节前经销商大量备库积极性不高，多维持保守

心态，故库存维持在中低位水平。

业者心态偏空

卓创资讯针对国内15家中大型生产企业及贸易商

对节后市场走势进行调研，业者心态不一。数据显示，

40%的业者看空后市，表示后期需求恢复较为缓慢，利

好支撑不足；27%的业者则表示影响不大，2月份为文化

纸传统淡季，下游需求本就偏弱，待3月份出版社陆续

下单，市场需求将逐渐好转；33%的业者观点则相对保

守，持观望心态，表示后期走势需重点关注下游返市及

物流恢复情况。见图3。

价格维持稳定

因物流尚未恢复，纸厂发货有限，价格基本持稳于

节前水平。1月份纸厂发布的2月份涨价函暂未执行，经

销商方面成交稀少，市场价格多参考节前。

后期展望

原料方面：国际供应方面，长线受澳洲大火、芬兰

罢工、印尼及智利干旱等因素影响纸浆供应；国内供应

方面，短线受国内运输恢复迟缓影响造纸化学品及原

料供应，后期有供应紧张风险。长期来看，伴随着元宵

节后物流运输陆续恢复，浆市交投或有改善，且在国内

外供应收紧的情况下，浆价有望恢复正常水平。

供应方面：规模纸厂库存虽有所增加，但其中部

分库存为节前客户所下订单，加之中小纸厂复产时间延

长，故市场总体供应压力不大。

需求方面：短期内需求支撑不足，然而随着物流

恢复，下游印厂、经销商陆续返市，市场交投或将逐步活

跃。文化纸出版社需求偏刚需，影响不大，后市需考虑

终端产品出口及国内社会需求带来的影响。

卓创观点：随着上游纸厂开工及下游印厂和经销

商返市，市场成交趋增，文化印刷纸市场需求或逐渐恢

复。预计短期内纸厂以稳价为主，待3月出版社陆续对

教材进行招标，文化印刷纸需求得到有效支撑，纸厂或

将再次推涨价格。图3  国内业者对文化印刷用纸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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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

市场短期供不应求，长期来看供需矛盾难以缓和
⊙ 卓创资讯废纸资深分析师  刘健 

当前废纸市场的特殊供需局面何时结束？废纸价格何时止涨？上半年废纸价格

走势如何？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本文就当前及上半年影响废纸市场价格走势的因

素做一一梳理。而从长期来看，国内废纸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同样难以改善。

图1  2019～2020年国废黄板纸价格对比 图2  2020年国产废纸流通量预测

势良好，当前仅湖北地区纸厂暂未开工。2月下旬政府主

导企业复工，废纸加工商（打包站）复工节奏将加速，

物流方面已经在加速恢复，预期3月份废纸供不应求局

面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但因春节消费受限，废纸回收基

数下降，预期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废纸回收量将同比减

少。

而从长期来看，国内废纸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样

难以改善。

公共卫生事件触发废纸市场供需矛盾加剧。因打

包站复工延后，在大部分纸厂恢复采购的背景下，2月中

下旬国废黄板纸到厂价连续上涨（图1）。以东莞玖龙为

例，其A级废旧黄板纸采购价格累计上调200元/吨至

2360元/吨，上涨8.47%。而据卓创资讯监测的数据显

示，截至2月24日国废黄板纸日均价为2253元/吨，较月

初上涨1.50%。

据卓创资讯市场监测，截至发稿，纸厂复工复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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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产废纸流通量预期增长无力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19年国产废纸流通量为

4810万吨，同比减少3.10%；预计2020年国产废纸流通

量在4867万吨，同比增加1.19%（图2）。2020年国内出

口及消费仍面临一定压力，加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阶段

性的影响，废纸市场回收基数可能有所下滑。

2  进口废纸数量大幅减少已是定局

卓创预计，2020年进口废纸数量为560万吨，同比

减少45.94%（图3）。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政策的

目标是2020年年底前实现固体废物的零进口，目前此政

策仍有效力，依照明确的政策目标，预计2020年废纸进

口量或稳定大幅减少。

综合来看，进口废纸数量将依照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改革的政策而继续大幅减少，其将主导未来2年国内

废纸供应量变化趋势。2019年国内废纸供应量为5966

万吨，同比减少12.61%；预计2020年国内废纸供应量约

为5627万吨，同比减少5.68%（图4）。

3  废纸消费量被动下降

2 019年废纸消费量约为5876万吨，同比减少

11.99%，为近5年来的最低点（图5）。2019年国内废纸

消费不但承受成品纸产量下降的压力，还承受来自竞品

的冲击，这些竞品包括进口废纸浆板（卷）、进口半成品

纸和成品纸。

卓创预计，2020年中国废纸消费量为5477吨，同比

下降6.79%（图6）。那么在进口废纸稳定大幅减量的背

景下，废纸消费量预期下降，则进口废纸浆在成品纸生

产原料中占比将有提升。

4  2019年国废黄板纸价格筑底反弹

回顾国废黄板纸近年价格走势来看，以2016年9月

为分界，近5年国废黄板纸价格走势是先低位盘整后冲

高回落。2016年9月底，国内新的环保形势明朗后，国内

废纸市场炒作气氛快速升温，废纸价格走势脱离之前

图3  2020年废纸进口量及增长率预测

图4  2020年废纸供应量预测

图5  2015～2019年废纸消费量及增长率

图6  2020年废纸消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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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位震荡转为快速上涨。2017年4月，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得以批准，由此引发进口废纸减

少预期，国内废纸价格重拾涨势，并于2018年6月创出历

史新高。而随着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争端的深入，

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国内废纸价格快速回落后转入

震荡寻底走势。2019年10月，因市场去库存压力降低，

刚需旺季拉动，废旧黄板纸价格自阶段性底部反弹（图

7）。

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国废黄板纸A

级到厂价均值约为2070元/吨，同比下跌19.42%。其

中，全年月均价最高值出现在3月份，为2298元/吨；最

低值出现在9月份，约为1894元/吨。

2019年国废黄板纸价格呈现先上扬后下跌的趋

势。2019年1～3月国废黄板纸价格略微上扬，主要对前

期价格超跌的修复性反弹。而2019年春节后市场交投

如期恢复，市场信心持续感受来自出口与消费订单的压

力，国内废纸需求量有所下滑，废纸价格趋势表现震荡

下跌。2019年9～12月，国废黄板纸价格坚挺偏上运行，

主要是第四季度成品纸需求旺季的支撑。

5  2020年国废黄板纸价格预期震荡上涨

2 0 2 0年，国废黄板纸价格预期震荡上行。预计

2020年国废黄板纸价格呈现区间震荡走势。以国废黄

板纸A级为例，预计2020年其月均价震荡区间在2100

～2600元/吨，2020年国废黄板纸均价预计为2347元/

吨，同比上涨13.33%。

2020年废纸市场的宏观背景方面仍重点关注中美

贸易争端变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阶段性影响。

具体预测：2020年上半年国废黄板纸价格可能呈

现冲高回落走势，主要是固废进口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的

影响。预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超大型纸厂的采

购兴趣升温的带动下，国废黄板纸价格可能有所上扬，4

月月均价或涨至上半年高点2400元/吨以上。之后，随

着市场交投完全恢复，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成品

纸销售淡季的综合影响，预计4～6月国废黄板纸价格可

能疲软下滑，6月份国废黄板纸月均价或触及阶段低点

2250元/吨。预期2020年下半年国废黄板纸价格可能呈

现冲高走势。因为进口废纸减量影响可能发生质变，而

且下半年成品纸刚性需求仍将强于上半年。此外，圣诞

节消费前后仍存中美贸易争端短暂缓和之预期，故此预

计国废黄板纸价格可能明显上涨，预计12月份国废黄板

纸月均价到达2600元/吨，第四季度国废黄板纸价格将

维持高位运行。

2019年废纸产业各链节去库存效果较为明显，在

废纸浆、半成品、进口成品纸的增量和成品纸刚性下滑

的配合下，废纸链的去库存操作抵御了外废大幅减量对

国废黄板纸价格的冲击，而且维护了固体废物进口政策

改革稳步推进的行情支撑。然后，在市场悲观心态的笼

罩下，2020年废纸链市场去库存潜力将有所下降，而固

废进口改革政策稳步推进，废纸浆、半成品纸、成品纸

增长基数毕竟偏小，衡量供需两方面的动能消长，2020

年废纸进口数量大幅减少对国废黄板纸价格走势的影

响可能尝试质变。对长远市场而言，此番质变将深入刺

激各种废纸进口缺口修复方式的高速成长。图7  2015～2019年废旧黄板纸A级月均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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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0年

历次疫情对溶解浆市场的影响与评析
⊙ 特邀撰稿人  季柳炎

在2000年以后发生的对全球以及

中国影响较大的疫情中，选取SARS、甲

型H1N1流感、西非埃博拉病毒、巴西寨

卡病毒、H7N9禽流感五大疫情，分析这

五大疫情中的溶解浆市场走势，提炼出

重大疫情对溶解浆市场影响的要素。

至本文截稿时止，由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尚未出现拐点,故评论本

次疫情对溶解浆市场的影响为时尚早。

但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找出与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似的疫情对

溶解浆行业的影响，以作为本次疫情没

有结束前的参考。

季柳炎 先生

工程师，《中华纸业》杂志特邀撰稿人，阜宁

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信息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溶解浆以及粘胶短纤维产

业安全。

市 场 MARkET

66
第41卷第5期 2020年3月



美国），故入选。本文对这五次疫情以及疫情期间的溶解

浆市场走势进行回顾，需要作出说明的是，由于五大疫情

中有三大疫情在国外，故文中选用的溶解浆价格标的为：

进口阔叶溶解浆美金盘价格。

1  SARS疫情期间溶解浆价格走势

1.1 SARS疫情回顾

SA R S是一种起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的传染

病，被传染的病人多数都与患者直接或间接接触，或生

活在流行区内。SAR S疫情爆发时间段为2002年11月

16日至2003年9月2日，其中高峰期为2002年11月16日至

2003年7月16日。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估计疫情

对2003年的全球经济造成400亿美元的损失。

为了便于研究疫情对溶解浆行情走势的影响，我们将

2003年SARS疫情爆发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开始

阶段（2002年11月16日～2003年3月11日）、扩散阶段（2003

年3月12日～2003年4月14日）、爆发阶段（2003年4月15日～

2003年5月9日）、稳定阶段（2003年5月10日～2003年6月14

日）和收尾阶段（2003年6月15日～2003年7月13日）。

1.2 SARS疫情期间溶解浆价格走势

2002～2003年，我国溶解浆产能仅在5万吨/年左右，

其下游客户主要为粘胶纤维生产企业。而当年国内粘胶纤

维生产产能处于50万吨附近向70万吨一线扩张的阶段，

棉浆粕是粘胶纤维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料，溶解浆仅仅是作

为粘胶纤维生产原料的有机补充。2002年，我国溶解浆进

口量为20万吨；2003年，我国溶解浆进口量为26.86万吨。

了解这一背景后，结合图1，就会发现在2002年10月至2003

年全年度，进口溶解浆市场价格走势呈现一路攀升的情

形，走出了少有的量价齐升的格局。多数市场分析者将这

一现象归功于当年疫情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所致，而

不能在基本面分析法中给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结合SA R S爆发过程，将2002年10月后至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决定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该级别与2003年的“非典”（SARS）

级别一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至2月下旬本文截稿时止，本次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仍未出现拐点。

2019年末，由于溶解浆与粘胶短纤市场不景气，尤

其是粘胶短纤市场价格的低迷，使得国内多数溶解浆生

产企业改产或者限产溶解浆，这些因为市场原因不生产

的溶解浆线，有一部分原计划于2020年春节后恢复生

产溶解浆。但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至2月中旬多数省市

处于延迟复工的状态下，这些原先准备在春节后复产的

溶解浆生产线目前保持着原先不生产溶解浆的状态。因

为疫情的突然爆发，打破了原先行业内的生产与经营计

划，而且随着控制疫情时间的加长，引发了一些溶解浆

从业人员的心理焦虑。

由于目前疫情的拐点尚未出现，故评论本次疫情对溶

解浆市场的影响如何为时尚早。但是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

的疫情，找出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似的疫情对溶解

浆行业的影响，以作为本次疫情没有结束前的参考。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特点主要有：（1）疫

情已经爆发，但多数人没有察觉；（2）疫情规模扩大，

多数人自我防护，政府介入管控与救治；（3）疫情稳定，

逐步可控；（4）随着疫情消亡，社会秩序将恢复正常；

（5)疫情被WHO宣布为PHEIC。

针对上述五点，首先梳理出自2009年以来WHO共宣

布的五起PHEIC，分别为：（1）2009年爆发的甲型H1N1流

感；（2）2014年爆发的脊髓灰质炎疫情；（3）2014年西非爆

发的埃博拉疫情；（4）2015～2016年出现的寨卡疫情；（5）

2018年爆发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于2019年7月宣布）。

其次要找出符合其余四点特性的历史疫情，最终笔者选取

了表1所列出的五种疫情。

这五种疫情中：2003年SARS是

2000年后中国首次遇到的大型疫情，

其发展过程对本次疫情有一定的参考

作用。美洲是世界上重要的溶解浆产区

之一，故选取甲型H1N1流感、巴西寨卡

病毒感染以及埃博拉病毒疫情（影响

表1  2002～2017年疫情回顾

时间

2002.11～2003.09

2009.03～2010.08

2014.02～2015.06

2015.04～2016.11

2016.10～2017.09

疫情名称

“非典”(SARS)

甲型H1N1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巴西寨卡（Zika）病毒

H7N9禽流感

时间段/月

11

17

17

19

11

患病人数

8069

1211522

28646

150万以上

562

死亡人数

774

14142

11323

229

市 场MARkET

67
Mar., 2020  Vol.41, No.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2003年12月的溶解浆市场走势分成四个阶段。在SARS

开始阶段（2002年11月～2003年3月上旬），进口溶解浆

市场呈现微弱的上涨态势。这说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

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溶解浆市场走势。但是在疫情

扩散与爆发阶段（2003年3月～2003年5月），进口溶解

浆市场价格由550美元/吨上涨至635美元/吨，上涨幅

度为15.45%，这种上涨幅度较为可观。如果仅仅从宏观

经济政策方面解释，很难解释得通这种上涨幅度。而结

合SARS扩散与爆发过程中的政府管控，以及SARS对

于医疗防护用品的大量需求，使得粘胶短纤的需求量增

加，故粘胶短纤在SARS爆发过程中，其开工率保持一

定的水平。但是由于棉浆粕企业一方面较为分散，另一

方面与粘胶短纤企业中间的距离有的较远，疫情爆发过

程中的交通管控给远距离运输带来一定的不方便，故一

定层面上，沿海地区的粘胶纤维工厂开始适当多用进口

溶解浆，以弥补棉浆粕不足的现实问题。

另一个促使进口溶解浆价格在疫情过后仍然上涨

的原因是：当年由于棉浆粕是粘胶纤维生产企业的主要

原料，棉浆粕价格高于进口溶解浆，为溶解浆价格提升

带来了一定的空间。同时，由于疫情造成了当年棉浆粕

行业扩张与粘胶纤维行业扩张速度不一致，为进口溶解

浆量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从而出现2002～2003年

的进口溶解浆价格上涨格局。

2  甲型H1N1疫情期间溶解浆价格走势

2.1 甲型H1N1疫情回顾

甲型H1N1新型流感持续时间段为2009年3月17日

～2010年8月10日。其爆发经过为:2009年3月17日，该流

感首先在墨西哥确诊，并于4月12日在墨西哥发生小范

围群聚感染。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疫情于德克萨

斯州爆发，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最终全球范围内，

186个国家（地区）最终确诊感染。 

2.2 甲型H1N1疫情期间溶解浆价格走势

2009年2月至2010年12月，我国进口溶解浆市场价

格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涨，其价格由630美

元/吨上涨至2400美元/吨，上涨幅度达281%。当年，

多数人将进口溶解浆市场价格上涨归功于2009年政府

的4万亿救市计划对市场的刺激。但是，同期粘胶短纤

的价格上涨幅度仅为117%，这与溶解浆市场上涨幅度

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现象。这种现象，当年溶解浆市场

从业人员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并且曾经一度引发了国内

一些造纸企业投资溶解浆的热潮。其中今天的国内溶

解浆龙头太阳纸业、骏泰纸业、青山纸业，均是在这段

时间内立项上马溶解浆产业；但当年的其他多数项目，

后来是无疾而终。

通过对甲型H1N1疫情的梳理，不难发现其疫情影

响较大，全球186个国家（地区）被确诊感染，且美国在

内的一些地区被WHO评估为PHEIC。从而使得进口溶

解浆在报关检查时出现了一定的时间延迟，逐步演变成

市场上缺溶解浆的现象。同时，2009～2010年，我国粘

胶短纤产能处于扩张周期，2010年我国粘胶纤维产量

为180万吨左右，国内的棉浆粕以及溶解浆满足不了粘

胶纤维的生产，进口溶解浆已经在粘胶纤维原料中占据

半壁江山。宏观经济上的4万亿救市计划，以及政府对

于环保开始从严，客观上限制了棉浆粕产业的发展。在

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叠加甲型H1N1疫情引起的从美国

图2  2009年2月～2010年12月进口溶解浆价格走势图1  2002年10月～2003年12月进口溶解浆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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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其它国家进口溶解浆报关因为检测从严，导致报

关时间延迟，最终演变成当年进口溶解浆价格涨幅高达

281%的记录。

3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至H7N9禽流感疫情期间

溶解浆价格走势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巴西寨卡病毒疫情以及

H7N9禽流感疫情，因为这三者在爆发时间上有所重

叠，为了更好地分析疫情对溶解浆市场的影响，下文采

用先集中介绍这三大疫情，再集中评述这三大疫情期间

溶解浆价格走势。

3.1 西非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

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西非埃博拉疫情持

续时间段为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2014年2月，第一

次爆发于几内亚境内。8月8日，WHO宣布埃博拉疫情

为PHE IC。截至10月14日，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

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七国共有确诊、

可能感染和疑似病例9216例，其中4555人死亡。至2015

年6月疫情不再有大型影响为止，埃博拉病毒感染案例

28646人，死亡人数11323人。

3.2 巴西寨卡病毒疫情

2015年巴西寨卡病毒感染持续时间为2015年4月～

2016年11月。2015年5月巴西发现寨卡病毒感染疫情，并

开始在本国及美洲国家大规模暴发流行，并不断蔓延至

全球59个国家。2016年2月，WHO宣布“寨卡病毒及其

引发的神经系统病变”构成PHEIC。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商学院估计，拉美和加勒比海

地区在2015至2017年因疫情受到的经济损失为70亿至

180亿美元。

3.3 甲型H7N9禽流感疫情

人感染H7N9是由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自2013年3月31日首例人感染

H7N9病例公布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5轮H7N9的季节

性流行。据美国CDC的划分，第五次疫情持续时间为

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3.4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至H7N9禽流疫情期间溶解浆

价格走势

从2014年2月～2017年9月进口溶解浆价格走势（图

3）不难看出，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与巴西寨卡病毒疫

情时间交界期的2015年4～6月，进口溶解浆市场价格处

于2014～2017年期间的低点；巴西寨卡病毒疫情与中国

H7N9禽流感疫情时间交界期2016年10～11月，进口溶

解浆市场价格处于2014～2017年期间的高点。

2014～2017年四年间，溶解浆的市场价格走势基

本与下游粘胶短纤市场价格走势匹配，能够运用基本面

分析法解释溶解浆市场价格运行状态。但是，结合这段

时间三大疫情的因素，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更好地把握溶

解浆市场价格运行变化的重要节点。在图3中，西非埃

博拉病毒疫情与H7N9禽流感疫情期间，溶解浆市场价

格均呈现下跌的走势；而巴西寨卡病毒疫情期间，溶解

浆市场价格呈现上涨的态势，期间2015年11月至2016年

1月出现价格下跌后，在2016年2月恢复上涨的格局，其

时间点与WHO宣布“寨卡病毒及其引发的神经系统病

变”构成PHE IC重合。这主要是因为，巴西是溶解浆主

产国之一，也是我国溶解浆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由于

寨卡病毒引发了PHEIC，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西溶

解浆的出口，造成我国溶解浆进口来源有所减少，从而

引发进口溶解浆的价格上涨。

而西非本身不生产溶解浆，故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对

溶解浆市场行情本身的运行几乎无影响；而第五轮H7N9禽

流感疫情主要在中国发生，而作为溶解浆消费大国，一般疫

情的发生较难对溶解浆市场运行的基本面产生质的影响。

故这两次疫情期间，溶解浆市场价格运行基本与粘胶短纤

市场运行一致，其走势主要取决于行情基本面。

4  综合评判与总结图3  2014年2月～2017年9月进口溶解浆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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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五大疫情期间溶解浆市场走势情况后，可

以将疫情对于溶解浆市场走势影响归结如下：

(1）疫情发生的地点在溶解浆主产区。五大疫情

中，甲型H1N1发生在美国，巴西寨卡病毒发生于巴西，

这两个国家均为溶解浆生产大国，也是我国进口溶解浆

的主要来源国，其爆发大型疫情对我国溶解浆市场进口

货源存在一定的影响，从而引发大概率的价格上涨，且

上涨幅度较大（详见表2）。

(2）疫情发生的地点在我国。我们选取了SARS以

及H7N9禽流感两次疫情，如果疫情发生在我国，对溶

解浆市场的影响需要结合我国的溶解浆行业以及粘胶

短纤行业本身的基本面来考虑其对市场的影响。如在

SARS期间，由于交通管控以及疫情发展过程中对粘胶

纤维的需求增加从而引发了价格上涨；但是在H7N9禽

流感期间，政府并没有进行大面积的管控，从而溶解浆

市场以正常的供需关系走势为主，呈现出与粘胶短纤市

场价格同步下跌的格局。

(3）疫情发生的地点在我国与溶解浆主产区之外。

如果疫情发生或者涉及的地区在我国与溶解浆主产区

之外，其对溶解浆市场的运行影响较为有限，溶解浆市

场运行以正常的供需关系走势为主。

(4）大型疫情跨越的时间段，在11～19个月不等（时

间跨越详见表1）；甚至有的疫情可能跨越的时间段更

长。需要考虑时间跨越的长度给溶解浆市场带来的波

动变化的可能性；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的大型疫情相继

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2014～2017年四年间的

三大疫情发生过程中较为明显。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重大病疫是伴随人类社会发

展所遇到的常见灾难之一，每次重大疫情的发生，都会

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它会改变人们

的一些日常生活习惯，也会改变一些行业的发展路径。

虽然本文分析了2000年以后的五大疫

情对溶解浆市场的走势影响，同时提

炼出一些共性的要素，表面看存在一

定的规律性，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每次疫情发生

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相同，故不能够

机械地将上述归结的要点用来分析本

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鉴于本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成文之时拐点未

现，且与文中所列举的五大疫情相比，其时间跨度有限，

故本文不对本轮疫情之下的溶解浆市场进行预测。在疫

情发展过程中，笔者建议溶解浆生产企业在进行正常安

全生产的同时，做好本单位的办公区域、生产区域、公共

区域以及员工防疫工作；同时经营者需要追踪生产需要

的原料供给是否正常；成品发往客户的物流是否正常。如

果能够在疫情之下做好这些日常所能够做到的工作，那

么整个溶解浆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心理、生理以及行动上

将得到一次系统性提升。在这种战胜疫情、保持正常安全

生产的精气神锤炼之下，笔者坚信，在本轮疫情过去之

后，溶解浆市场将会呈现健康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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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大疫情发生前后溶解浆市场变化

时间

2002.11～2003.09

2009.03～2010.08

2014.02～2015.06

2015.04～2016.11

2016.10～2017.09

疫情名称

SARS

甲型H1N1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巴西寨卡病毒（Zika)

H7N9禽流感

期初单价/

(美元/吨)

540

690

890

804

966

期末单价/

(美元/吨)

650

1650

824

960

880

涨幅

/%

20.37

139.13

-7.42

19.40

-8.90

市 场 MARkET

70
第41卷第5期 2020年3月



新冠肺炎疫情对纸包装行业的影响
⊙ 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部门副总监  万慧 

2019年12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指定为covid19)在湖北省爆发，

很快蔓延到全国，并在纸板库存和供应减少、物流中断、劳动力紧缺以及成本增

加等多个方面影响了纸包装行业。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潜在的机会出现在纸包

装行业的未来。

1  国内供应端的中断

2019年12月下旬，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从湖北省出

现，迅速在中国各地传播。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不断升级，大多数工厂都延长了春节假期，并计划在

2020年2月10日重新开工，比原计划晚了一周。然而，隔

离和其他已经实施的措施会影响从家乡返回的工人，因

此工厂很难迅速恢复全面生产。

根据卓创咨询的统计，截止到2月3日造纸厂的开工

率低于5%。其余的工厂计划在2月10～17日开始恢复生

产，但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造纸厂作为产业链上重要

的枢纽环节，连接上游的原材料和下游包装厂，可以阻

断整个纸包装行业供应链的有效运行。劳动力短缺和物

流中断，导致港口纸浆库存过剩，上游的再生纸纤维供

应不足，以及下游包装厂纸板的严重短缺。

我们预计，由于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

增加，纸板和瓦楞纸箱的价格将相应上涨。同时，新型

冠状病毒的爆发对不同规模造纸厂的影响是不同的。中

小型造纸厂和包装厂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它们的成

本和资金压力将不断上升，其中许多可能会被迫退出市

场，这将加速中国纸包装行业的进一步整合。

2  内需冲击带来机会

2.1 瓦楞纸箱受益于快递和电子商务需求的激增

一般来说，农历新年假期是快递行业的淡季。然

而，由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正在避免外出，将线下对

食品、饮料和医疗用品的需求转移到网上。消费者购买

行为的变化将极大增加了快递的数量，直接推动了瓦

楞纸箱使用量的增加。同时，大量医疗物资被运往湖北

省，导致快递包裹数量激增。据中国邮政统计，从1月24

日到1月29日，共投递7820万件包裹，同比增长110.3%。

大部分网上订购的包裹还没有发出，这是因为80%的快

递公司尚未复工。随着2月中旬快递工人的复工，这种情

况应该会逐渐缓解。

从长期看，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所带来的

消费限制将会培养新的消费习惯，进而推动电子商务平

台进一步的渗透。因此，以前没有网络购物习惯的消费

者开始网上购物，而对于那些经常使用的用户可能会进

一步增加他们的网上购物频率。这将为瓦楞纸箱生产商

带来增长动力。根据中国邮政统计，随着快递包裹中瓦

楞纸箱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我们预估2020年，快递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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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瓦楞纸箱在快递行业的使用量(2017～2022f)

来源：中国邮政，荷兰合作银行2020

◆ 相关报道 ◆

在这场特殊的战“疫”面前，中华纸业杂志社

积极发挥媒体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第一时间在网

站、公众号上宣传科学战“疫”知识，传递行业上下

一心、齐心协力共战疫情以及复工复产的正能量。

在今年2月第3期，还特别组织了“战‘疫’情：造纸

行业同心协力”特别报道，主要包含文章：

● 造纸行业之疫情影响几何？

● 战疫情：以安全生产思维进行防控/本刊综合整理

● 中国造纸协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倡议书

● 中国造纸学会致学会会员和广大造纸科技工作者

的倡议书

● 战“疫”情：造纸及相关企业的爱心能量

● 节后包装纸板基本面调研：开工日期推迟，产品

库存增加

● 节后废纸基本面调研：多家纸企采购日期推迟

● 节后纸浆基本面调研：停产减产，或对浆价形成

压力

中瓦楞纸箱的总使用量将达到407亿个。如果我们把中

国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也考虑进去，到2022年瓦楞纸箱的总数量可能达到722

亿个，2019～2022年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1.8%。见图

1。

2 . 2 白卡纸包装在餐饮、服务和零售领域获得更多发

展机会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大多数餐饮运营

商，如星巴克、麦当劳、百胜中国和海底捞火锅，已经暂

时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部分或大部分门店。与餐饮业相

比，日用必需品的零售销售对病毒爆发的抵御能力相

对较强。冷冻食品、即食食品、方便面和烘焙食品等主

要食品的零售额甚至可能受益于消费者的“恐慌性囤

货”，这直接推动了白卡纸包装使用量的增加。

同时,食品外卖平台以惊人的速度通过推出“非接

触式”快递服务,让消费者在指定区域自提网上下单的产

品，与骑手没有直接接触。一些咖啡馆和快餐食品商店,

比如瑞幸咖啡、喜茶和达美乐披萨,还鼓励消费者提前

网上订购和按时在店内窗口自提以避免排队产生的感

染风险。由于食品外卖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一次性纸

餐具的消费提升，进而推动了白卡纸包装的增长。

3  对于纸包装行业的启示

2020年对大多数造纸企业来说可能是艰难的一

年，因为它们面临着种种限制和挑战。从短期到中期，

我们预计纸包装行业将出现供需失衡，但同时也有很多

机会显现：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将有助于加速纸包装

行业的整合。小公司正加速被淘汰，而大公司正通过并

购或建设新产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其次，消费者的

卫生和安全意识将进一步提高，这将导致对安全食品

包装的需求增加。更多的纸包装更有可能取代塑料包

装，尤其是在食品领域。从长远来看，最近消费者购物

习惯的改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网上销售。纸包装企业应

借此机会，加大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包装设计、研发和

生产实践的投入，以实现纸包装在电商行业更高的利用

率。

备注：翻译来基于原文链接https://research.rabobank.com/far/en/

sectors/fa-supply-chains/paper-jam-coronavirus-impact-on-paper-

packag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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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 两不误
⊙ 特邀撰稿人  宋伟华

新冠肺炎，成为了这个

2020年春节期间最热的词。太

阳纸业在毫不放松、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主动、科

学有序地推动公司生产正常秩

序，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的

物资保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各项任务目标持续前进，

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挑战的不利因素，太阳纸业贯彻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防控方略，听指挥、有

行动、展作为，科学、有序、稳妥地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公司万余

名员工健康的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

引领，采取有力措施，保持生产经营

稳定运行，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了力量。

1  组织领导出实招

疫情发生后，济宁市委书记傅

明先、兖州区委区政府领导亲自到太

阳纸业调研指导，市委市政府、区委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靠上为企业

服务。太阳纸业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李洪信同志亲自任组长，亲自

部署、亲自指挥；工会、安全监察部、

消防保卫部、采供中心、人力资源中

心、宣传接待部、各生产车间等部门

领导为小组成员，负责疫情预防控制

及统筹协调。紧跟上级指示精神和

部署，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公司全体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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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充分发挥党员立足本职、

带头奉献、拼搏作为的先锋模范作

用，各部门按照各自分工，紧跟当地

政府和公司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有

关要求，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确保公司疫情防控工

作的有力有序开展，用责任和担当

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战“疫”防线。

2  舆论引导谋新招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全公司

进行坚定有力的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张贴标语，制作、悬挂疫情防控

宣传条幅，利用黑板报、微信群等方

式，对各级党委政府的相关文件和

公告进行广泛宣传。利用微信公众

号、邮件等形式将《致全体太阳人

的一封信》全覆盖地发到万余名员

工手中，坚定大家早日战胜疫情的信

心，增强大家战胜疫情的坚强意志，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并以积极的心

态做好自身防护。 

由安监人员对员工的身体情况

和思想情绪进行把控，引导全体员

工正确理性看待疫情，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引导大家坚定信心、共

克时艰。

3  内部管控亮硬招

一是，防控机制到位。公司从

完善应急机制、加强各生产要素的

管理等方面，建立防控机制。各单

位成立了疫情防控专班，单位第一

负责人任组长，管理人员为成员，结

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严格督导疫情

防控排查、反馈等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

二是，人员排查到位。严格排

查出差湖北或者与湖北返乡人员有

接触史的人员，进行重点防控、监

控，建立严格的登记、跟踪、上报制

度。各单位严格按照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及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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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防治网格60多个，将全部员工纳

入管理，实时监测。建立健康监测制

度，设立疫情监测点29个，全天候监

测员工体温，发现疑似人员如实上

报、存档，采取告知、健康监护等措

施，并持续跟踪。坚持每日防控、每

日报告。

三是，内部管理到位。以减少人

员聚集降低风险为重点，规范职工

行为，勤提醒、多督促，使员工保持

足够的警惕性。生产班次统一由8小

时工作制，调整为12小时工作制，每

天减少一个班次人员上班，降低感

染风险。以保障人员安全健康为重

点，全面升级个人保护，比如将现场

会议改线上会议、保持生产生活环

境整洁等。集中办公区域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提倡各部门采

取调休、轮流值班、远程办公等方

式，尽量减少现场办公人员。要求在

岗人员坚持住处、工作岗位两点一

线。暂不具备上班条件的人员不扎

堆儿、不聚会，拒绝串岗、串门，避免

不确定因素。每天对生产车间场所、

会议室、配餐中心、门岗、电梯、卫

生间、茶水间等区域进行多频次消

毒杀菌，并要求全体员工佩戴口罩和

必要的防护用品，员工用餐由配餐中

心配送到各单位，采取打包配餐、分

散用餐等方式就餐。

四是，物资保障到位。公司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全公司

“一盘棋”的原则，统筹部署，“与

时间赛跑”，克服一切困难，调动一

切力量，安排采供中心对防疫物资、

原材料供应链等资源进行统一采

购、统一调度。集中快速采购口罩12

万只、护目镜500副、测温枪60台、

热像仪36台、消杀酒精20吨等防疫

物品，共计价值近百万元。

4  政企一心有实效

一是，政府关心支持。济宁市

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及工信局等

相关部门在物流运输、人员通勤、企

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复工等方面积

极协调服务，为公司在疫情期间正常

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太阳人默默奉献。太阳

人充分展现责任担当，为做好疫情

防控贡献力量。目前涉及加急医药

用品包装订单，特别是对疫情防控

有帮助的产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

生产，争取尽最大努力确保物资的

供应。太阳人用坚守岗位参与疫情

防控的“战斗”中，为国家和社会默

默奉献着、贡献着。

三是，积极履行企业公民义

务。社会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土壤，太阳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

保证企业开工率，有力推动企业发

展质效的同时，太阳纸业始终恪守

“承载万家信任，书写幸福太阳”的

企业使命，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

烈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社会责任和

担当，书写在疫情防控的一线战场。

2月6日，公司副董事长李娜代表太

阳集团向济宁和兖州红十字会无偿

捐赠了1000万元和10万元的生活用

纸、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定向用于

疫情防控工作。

5  超前谋划化冲击

疫情发生后，公司上下在严防

疫情传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前

提下，抢抓机遇，积极谋划，稳妥有

序开展生产。

一是积极谋划，完备应急处置

方案。公司立即制订员工防控、外来

人员防控、应急物资、物业防控等应

急处置措施。发挥集团公司优势，分

类指导，因地制宜，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和联防联控责任，严格疫情防控

措施，统筹各类人员配备。

二是稳定市场，保持客户信心。

努力稳定销售市场，利用现代通讯

手段，采用网上办理、线上服务、电

话沟通等方式，与客户就生产、订

单、物流等信息进行沟通，保持客户

信心。

三是严格管理，保障生产运营。

督导各车间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力

度，严格运行值班管理，持续加强设

备维护，对各项设备设施开展“拉网

式”排查，现场巡检频次更是达到

12次/天，消除可能出现的故障和隐

患，做好各类安全、消防预案，强化

运行监控分析，以实际行动保障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误。

四是充分准备，积蓄发展后劲。

在保证企业疫情期间生产运营有序

进行的同时，企业不忘为新建项目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太阳纸业颜

店新材料工业园项目建设已经进入

关键阶段，在土建企业暂未复工的

情况下，提前谋划，积极开展项目辅

助系统规划设计等工作，积蓄后劲，

为新项目开工做好充分准备。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相信在

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以疫情防治为切

入点，结合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一定

能够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同时，为实现

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新成

绩、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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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厂投资重点区域为巴西、俄罗斯、智利和乌

拉圭

几年前，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大型纸浆厂都是在

东道国货币相对疲软时投建的，因此既拥有丰富的

林业资源，货币又相对疲软的地区就成为了投资建设

新浆厂的热门地区。由此可见，巴西、俄罗斯、智利和

乌拉圭都是很符合这两项要求的国家，这些国家也

都已经宣布了未来五年建设的浆线新项目。

◆ 北美将出现旧生产线升级重建高峰

最近一个新增产能建设高峰是在20世纪90年代

末。我们曾在2012年预测，2015年左右及以后几年，

设备重建升级速度会放缓，而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又

会出现一个旧生产线升级重建的高峰。

我们确实也能看出，2018年开始，升级重建量

开始大幅飙升，预计这一趋势将首先在北美地区体

现。

环 球 gloBAl

图1  全球挂面纸板市场整合度情况

 2020年及以后全球浆纸行业五大趋势预测
⊙ 美国费雪国际（Fisher International） Rod Fisher

◆ 行业发展日益全球化

现如今，物流运输能力日益提升，运输成本大

大降低。从沿海工厂跨洋运输到海外客户的运输成

本甚至可以低于通过内陆货运向国内客户运输的成

本，因此国际性的浆纸企业竞争力增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口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与

海外客户直接建立联系，而不再依赖机会性现货出

口销售。在北美，这种趋势可能比欧洲更为明显。

◆ 中国纸箱产业加速整合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造纸行业仍处于分散状

态，到目前为止，唯一整合度高的大型市场在北美。

图1体现了全球挂面纸板市场整合度情况，基本上也

能显示北美其他纸种的整合情况，例如未涂布化学

浆纸、涂布纸、其他包装纸、新闻纸，甚至卫生纸。

预计2020年以后，中国的纸箱产业（包括包装

纸板和加工纸箱）整合度将快速提高，大型生产商

数量将减少。当然，国际市场也会受到影

响，中国大型生产商将向国际市场扩张，

中国政府也将给予政策和低成本资本支

持，中国纸企海外竞争力提高。

◆ 西方企业提高竞争力，应对中国企

业海外市场拓展

中国纸企逐渐扩大海外业务，国际竞

争力增强，对此西方包装纸板企业将通过

下游整合和技术研发应用来提高自身市

场竞争力，从而应对这一趋势。除了造纸

企业之外，造纸行业的机械供应商也将

加速行业整合，这一趋势在许多细分市场

已经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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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宏观经济影响，2019年全年欧洲纸及纸板产量下

滑3%
据欧洲造纸行业联合会(CEPI)初步统计，2019年，欧洲纸及纸板产量与上年相比下

降了3.0％。

2019年欧洲虽然出现了新项目和新增产能，同时对已有产能进行了升级，但并不足以

弥补停产和低开工率导致的产能下降。

2019年欧盟经济增速放缓，从2018年的1.9％降至2019年的1.1％，再加上全球不稳

定和贸易紧张局势，对欧洲的纸及纸板消费量产生了影响，纸及纸板消费量下降4％。

初步数据显示，与2018年相比，2019年欧洲各国国内纸及纸板交易量下降了2.6％，

进口量下降了3.9％，而纸及纸板出口增长近0.9％。

与往年相反，包装纸及纸板产量在2019年基本保持稳定，但文化纸（包括新闻纸和

印刷书写纸）总产量下降明显，下滑超8%。生活用纸产量略有增长，增幅为1.0％。

纸浆总产量增长了0.8％，其中商品浆产量增幅最大，为6.1%。产量的增长是由出口市

场需求驱动的，由于出口市场需求的增加，商品浆出口量跃升了近40％。

此外，为了进一步满足纸浆需求，欧洲造纸业已投入大量资金增加商品浆产量，此外

深入推进生物质精炼，进一步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除了商品浆之外，计划生产更多创新

型生物质产品。

Sappi提高欧洲市场化学浆纸售价
受到利润率下降和成本进一步上涨的影响，Sappi将提高整个欧洲市场的化学浆纸

（WFC和WFU）价格，价格涨幅为5%～8％。价格调整将自4月14日起生效，涨价预计还将对

周边市场产生影响。

M e t s a公布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及2020年第一季度

预测
Metsa（芬林集团）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和未来展望。财报显示，2019年10～12

月，销售额为12.90亿欧元（上年同期：14.19亿欧元），经营性利润为3200万欧元（上年

同期：2.08亿欧元），可比经营性利润为7600万欧元（上年同期：2.08亿欧元），税前利

润为1800万欧元（上年同期：1.93亿欧元），可比税前利润为6200万欧元（上年同期：

1.93亿欧元），可比已占用资本回报率为6.1%（上年同期：16.4%），经营现金流为2.36亿

欧元（上年同期：2.92亿欧元）。

与上一季度相比，以美元计价的长纤与短纤浆平均价格分别下降了10%和15%。由于

12月份的季节性下降，纸板的交付量比上一季度有所减少，折叠纸板与白牛卡的平均价

格保持稳定。

此外，芬林纸板开始对胡苏姆纸浆厂进行第一阶段现代化投资，为最终投资决定做

准备，投资额为2100万欧元，第一阶段投资总额约为3.2亿欧元。2019年12月，芬林生活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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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就出售餐巾纸业务达成协议。此项交易涉及德国Stotzheim工厂的物业、机械、设备

和仓库，以及Fasana和Mondial品牌。

由于芬兰造纸工人工会与工业工会的罢工，芬林集团所有芬兰工厂的生产于2020年

1月27日停滞。造纸工人工会在制浆造纸行业的罢工持续至2020年2月10日，而木制品行

业工人工会的罢工仍在继续。

由于芬兰工厂的罢工，2020年第一季度可比经营性利润预计将比2019年第四季度有

所下降。

2020年1月，欧洲港口木浆库存连续5个月下降
2020年1月份，欧洲港口木浆库存连续5个月下降，从2019年8月的1982831公吨（MT）

逐月下降至今年1月份的1652341公吨（2019年12月：1778634公吨）。

其中，荷兰/比利时港口库存776453公吨（2019年12月：866921公吨），法国126660

公吨（2019年12月：122725公吨），英国33047公吨（2019年12月：53535公吨），德国

205232公吨（2019年12月：185382公吨），意大利390486公吨（2019年12月：433619公

吨），西班牙120463公吨（2019年12月：116452公吨）。

Endless LLP收购英国BSW集团
BSW集团是英国最大的林业和锯木综合业务公司，现已被私募股权公司Endless 

LLP收购。

作为英国的林业产业领导者，BSW集团拥有1200多名员工，每年营业额超过3.5亿

英镑，之前通过收购Tilhill Forestry、Alvic Plastics和最近的Maelor Forest 

Nurseries扩大了业务并整合了其供应链。

BSW于1848年在伯威克郡（Berwickshire）成立，是英国最大的锯木集团，位列欧洲

木材供应商前二十强。收购之后，原有管理层不会发生大的调整，BSW首席执行官Tony 

Hackney和首席财务官Alan Milne将继续管理公司业务，并将继续协助推动集团的未来

发展。

瑞典伐木面积同比减少10％，保

障国内浆纸行业木材资源
据瑞典森林局报道，2019年瑞典森林砍伐面积为

262532公顷，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0％。此外，森林所

有者申请了3022公顷的山区森林和1461公顷的珍贵阔

叶林的砍伐许可证，进一步保护林业资源，为林浆纸

产业提供充足的木材。

据统计，砍伐面积减少的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

2018年大面积森林大火的破坏，大火之后，其中诺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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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rland）南部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2019年森林减量高达22％；在北诺尔兰和哥

达兰（Götaland），森林面积分别减少了10％和14％。

此外，树皮遭到虫害和暴风雨的影响，也对森林面积带来了损失。

德国K&N纸业申请破产
德国再生纸制造商Kübler & Niethammer Papier Fabrik Kriebstein AG(K & 

N纸业)正面临财政困难，并再次申请破产。开姆尼茨地方法院于1月17日下令对该公司进

行临时破产程序，并任命了一名临时管理人。

K & N纸业目前只开启一台纸机。K & N纸业主要生产用于印刷和写作的再生纸，如

涂布杂志纸、改进的新闻纸和再生胶版纸。公司还投资生产再生标签纸。

K & N文件是2018年4月底破产程序中出现的，与卡贝尔高级纸浆和纸(KPPP)一起，

成为高级纸浆和造纸集团的一部分。

该公司强调，KPPP不受关联公司K & N纸业破产程序的影响。这两家造纸厂之间没

有有约束力的业务关系。该公司表示，这两家公司的所有者只有重叠之处。

俄罗斯Ilim集团木材获得欧洲合法来源证书
Ilim集团木材成为俄罗斯第一家获得欧洲合法来源证书的公司，根据欧盟关于木材

的法规，这将使Ilim获得欧洲市场销售权，而无需额外确认原材料的合法性。

Ilim集团旗下分公司Koryazhma Forest获得了该合法来源证书，其生产和销售将

主要集中在欧洲市场。

Ilim集团总经理Ksenia Sosnina表示，作为俄罗斯林业巨头，Ilim集团打算继续扩

大海外市场，扩大对欧洲的出口交货，因此获得欧洲合法来源认证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并

且将进一步证明公司从采购到交货的所有过程的可靠性和透明度。Ilim与欧洲供应商有

着牢固的长期关系，但是按照欧洲标准进行认证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信任，进一步

降低各方的运营成本。

Ilim集团的森林管理旨在有效利用和繁殖森林，公司租用的所有林地面积为760万

公顷，均已通过FSC和PEFC™标准的认证。

近几年，Ilim集团一直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开发，除了欧洲之外，亚洲也是重点市场之

一，尤其是中国市场，预计到2024年，Ilim集团计划将对华出口增加近100万吨，达到每

年240万吨。进入中国23年来，已对华出口了2000多万吨纸浆和纸制品，其中包括1700万

吨纸浆。

德国Koehler Paper收购美国Beaver Paper ＆ Graphic Media
德国著名特种纸生产商Koehler Paper宣布收购美国纸张与印刷公司B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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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 Graphic Media。据悉，早于2016年，Koehler Paper就已经收购了Beaver 

Paper的少数股权，并同时签署了股东协议，最近终于完成了最终收购。

Beaver Paper总部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自40年前成立以来，产品已遍布全球51

个国家，由分销商进行直接销售，并在洛杉矶、特拉华州Willstätt等地设有分销工厂。

Koehler Paper成立于1807年，是一家家族企业，总部位于德国Oberkirch，拥有

200多年的行业经验，在造纸和能源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收购之后，Beaver Paper

的总部将继续设在亚特兰大，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发布1月份美国各纸种月度报告
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近期发布了2020年1月份美国各类纸种月度报告。

箱纸板月度报告

报告显示，与去年1月相比，箱纸板（Boxboard）总产量同比下降了2％，开工率为

94.8％，增加了2.3个百分点。

此外，1月固体漂白箱纸板（Solid Bleached Boxboard）产量同比下降了6％，

可回收纸板（Recycled Boxboard）产量同比下降了2％，未漂牛皮纸和石膏板护面纸

（Unbleached Kraft & Gypsum）产量同比增加了2％。

印刷书写纸月度报告

报告显示，与2019年1月相比，今年1月印刷书写纸总发货量同比下降了8％，美国购买

印刷书写纸总量同比下降了9％。与2019年12月相比，印刷书写纸总库存增加了3％。

相比去年1月，未涂布化学浆纸（UFS）发货量同比减少了9％，而库存水平与去年12

月相比则增加了2％；涂布化学浆纸（CFS）发货量同比减少了9％，而库存水平与去年12

月相比增加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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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机械浆纸（CM）发货量同比减少了12％，而库存水平与去年12月相比则增加了

9％；未涂布机械浆纸（UM）发货量同比减少了7％，而库存水平与2019年12月相比增加了

4％。

包装纸和特种包装月度报告

报告显示，与去年1月相比，包装纸和特种包装的总发货量同比下降了3％，开工率为

87.9％，下降2.8个百分点。工厂库存环比减少7000短吨（short tons），同比减少6000

短吨。

加拿大林纸企业Canfo r2019年第四季度亏损近6000

万美元
2019年第四季度，Canfor公司财报显示运营亏损为5960万美元，与2019年第三季度

亏损1.203亿美元相比，亏损已经减半。亏损下降的情况反映了全球木材和纸浆市场供求

基本面在年底有所改善，木材、纸浆和造纸领域的收益也随之改善。

2019年第四季度销售额为11.1亿美元，与2018年第四季度销售额（10.28亿美元）相

比，同比增长了7.5％。

2019年全年，Canfor总亏损额为2.943亿美元，每股净亏损为2.10美元，而2018年营

业收入为6.086亿美元，每股净收益为2.78美元。

Canfo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on Kayne表示：“2019年全球木材和纸浆市场充满挑

战，在我们所处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Canada）尤为明显，为我们

的转型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迈入2020年之际，我们还将面临许多困

难，但是将继续专注于将各种限制因素对整体业务的财务影响降至最低。此外，我们期

待着进一步利用多元化战略带来的收益，努力提高生产力，提高纤维利用率，降低成本

和债务水平，进一步改善2020年的市场状况。”

Smurfit Kappa扩张美洲的纸袋纸业务 
Smurfit Kappa宣布投资3600万美金扩张其美洲区域的纸袋纸业务。

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公司将引进一条新的先进的Windmöller生产线，每年纸袋产

量将增加1亿个，该生产线将于2021年在哥伦比亚的Palmira开始运营。最近，Smurfit 

Kappa也在多米尼加的纸袋厂进行了类似的项目。

此外，Smurfit Kappa还将对生产纸袋纸的纸机进行大规模升级，目标是提高纸机

车速和多层纸袋的质量。

该地区纸袋业务的扩展和升级，将大大加强Smurfit Kappa在美洲地区的服务领

域，生产的多功能纸袋可以供应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建筑、工

业、食品和农业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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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rfit Kappa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地区首席执行官Alvaro Henao表示：“我们公司

希望通过拓展纸袋业务，将我们的包装解决方案组合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期待与

客户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他们的业务带来增长，同时为减少包装浪费和保护地球

做出贡献。”

北美包装纸企Atlantic Packaging收购Coastal Corrugated 

Custom Packaging Solutions
北美包装纸企Atlantic Packaging宣布收购Coastal Corrugated Custom 

Packaging Solutions（下称“Coastal”）。后者是一家拥有35年历史的家族瓦楞包装

生产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North Charleston, SC）。

Coastal主要生产大型瓦楞纸箱，在汽车领域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为汽车行业及

其一级供应商制造定制保护性包装组件。

Atlantic Packaging发言人表示，这次收购有利于公司的多元化发展，Coastal

的产品顺应了市场发展的需要，将公司的瓦楞包装产品市场扩展到了不断增长的汽车领

域，非常适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

Atlantic Packaging成立于1946年，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

（Wilmington, NC），主要生产多元化纸类包装产品和设备，销售市场面向北美、加勒

比海和中美洲。该公司在北美多个州拥有分公司，包括乔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 

GA），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altimore, MD），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 

SC），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Charlotte, NC），德克萨斯州达拉斯（Dallas, TX），乔

治亚州道尔顿（Dalton, GA）等。

环球扫描
GloBAl SCAN 

环 球 gloBAl

82
第41卷第5期 2020年3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牛皮纸（Kraft Paper）出

口下降约20％
据印度媒体消息，受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的牛皮纸（Kraft Paper）市场陷

入半停顿状态，生产和物流速度都已放缓。出口市场影响最大，从印度出口至中国的挂面

纸板原纸销售额下降了约5亿印度卢比。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突然，1月份的订单至今未完成，且2月份并没有新订单在

手，所以仅古吉拉特邦（Gujarat）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地区的销售额就

下降了4亿～5亿印度卢比。总体而言，预计总出口额下降了20％。疫情最大的影响就是印

度市场纸价暴跌，本来纸价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已经有所上涨，但由于中国订单大幅

缩减，印度纸价也随之下跌。”印度纸企Kalpataru Papers LLP董事Dipesh Laddha

先生解释说。

“疫情间接影响了印度纸业市场的出口销售，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国内销售和其他海

外市场弥补对中国出口下降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出口销售收入已下降了10％，预计这种情

况将持续到3月中旬。”印度纸企Om Sree Papertek负责人Hardik Patel说道。

目前印度的主要港口都出现了集装箱严重短缺的情况，而海运的货运量增长了4～5

倍。本来在农历新年期间，亚洲地区的货物运输总体上是较为温和的，但这一次由于集

装箱短缺和急需出口至中国邻国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所有出口商的海运费用攀升。

位于印度北方邦的Paswara Papers Limited纸企董事Vinod Kumar先生也表示，

冠状病毒使我们对中国的出口销售大幅下降，我们公司的出口甚至下降了大约50％；我们

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市场，希望这一情况早日恢复。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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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口废纸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疫情的爆发使印度成品纸的价格每千克提高了

1.5印度卢比。此外，在中国港口仍有许多集装箱需要卸载，导致集装箱供应不足，物流

公司已将每个集装箱的进口废纸价格提高了600～800美元，印度本地纸企也只能将此次

加息转嫁给本地消费者。

维美德向印度世纪制浆造纸公司提供蒸发设备
维美德将向印度世纪制浆造纸公司（CPP）位于该国拉尔库阿恩市的浆厂提供一套

蒸发系统。新系统将与现有设备一起，满足该公司不断增长的纸浆生产规模的需求。同

时，借助蒸汽的有效利用提高工厂的整体经济效益。

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19年第4季度新增订单中。类似项目的价格一般不超过1000万

欧元。新生产线预计于2020年下半年投入运行。

世纪制浆造纸公司首席执行官J.P. Narain说：“在高效技术的使用方面，我们一直

是整个产业链的领先者。维美德蒸发设备的采用，是我们向此方向迈出的又一步。”

该公司工艺负责人P.K. Mittal说：“在浆纸一体化工厂中，回收线是确保顺畅运行

至关重要的一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目标锁定在最新最先进的蒸发技术。经过对不

同方案加以比较，我们最终选择维美德。新设备可望于2020年12月启动运行。”

维美德印度地区主管Varun Jain说：“这是维美德向印度市场提供的首套蒸发设

备。借助维美德技术团队量身定做的详细设计方案，我们可确保客户绝对的技术优势，

他们对维美德的方案也感到非常满意。项目启动工作进展顺利，双方团队拧成一股绳，

为项目的成功实施付出努力。我们也非常期待用维美德的领先技术为印度市场树立一个

典范。” 

维美德供货信息：一套七效蒸发设备，设计蒸发能力为275吨水/小时，生产干度为

75%的浓黑液。蒸发器按60%蔗渣浆和40%木浆的配料结构进行设计。供货包括主蒸发效

罐、冷凝器、整体式污冷凝水处理系统、闪蒸罐、关键的支撑结构及真空系统等。

新蒸发线基于成熟的管式蒸发设计结构，并采用维美德专利化蒸汽循环技术。供货

还包括一套污冷凝水汽提塔和ICT（内冷凝水处理）系统，用于为工厂循环系统生产更干

净的冷凝水。

世纪制浆造纸公司（CPP）隶属于世纪纺织品工业有限公司（CTIL）。其生产厂位于

北阿坎德邦拉尔库阿恩市，生产一系列纸产品，如书写印刷纸、生活用纸及纸板等。该

公司还拥有一家为粘胶丝、人造棉与纸浆生产提供原料的生产厂。同时，经过多年的努

力，在印度北部和东部建成一个优质生活用纸生产厂及三个切纸厂，生产能力得到大幅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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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简称WEDC）宣布，NDPaper或将投资4900万美元

在MountPleasant投资开设纸箱厂，预计将提供88个

工作岗位。NDPaper将享受60万美元的州税收抵免。

据FastmarketsRISI报道，一位行业人士在2019

年12月表示，N D P ap er已经订购了两台纸板机。来自

NDPaper的人士在12月27日确认，其中一台纸板机将

安装在MountPleasant工厂。

山鹰纸业：正在东南亚筹建100万吨
废纸再生浆产能

本刊讯（山鹰纸业 消息) 2月25日，山鹰纸业在

接待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美凤凰

纸业正进行12万吨废纸浆线技改，预计年内投产。

在东南亚，山鹰纸业已有合作废纸浆产能30万

吨，目前正在筹建东南亚100万吨废纸浆产能，争取在

年内建成投产。

此外，山鹰纸业还启动了在北美建设废纸浆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

龙游造纸企业紧急转产，“维达一号”
口罩生产线投产

据中国网衢州报道 “口罩经检测达标了！”2月

27日，浙江省龙游县经信局行业管理科科长兰雄兵在

收到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司口罩样品的检验报告

后激动不已。这意味着刚刚完工的“维达一号”生产

线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等防护用品极度

大指装备&荣晟环保牵手膜转移施胶
机技改项目

本刊讯（大指 消息) 近日，在举国“战疫”的特

殊时期，为保证项目进度，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荣晟环保”）通过线上与河南大指造

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沟通、交流，最终在与多个

国际品牌竞争中选择了大指装备为其PM1、PM8生产线

技改项目提供两套Integra-Sizer膜转移施胶机。

为保证交货时间，最大化地减少疫情对广大客户

项目进度造成的影响，维护客户利益，大指装备在以总

经理刘铸红为组长的防疫领导小组带领下，积极作为，

严防严控，顺利于2月11日全面复工。特殊时期所有公

司市场人员、技术人员将通过线上（手机、微信、邮件

等）多种渠道，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玖龙纸业国内外3台纸机将于今年投产

据纸业联讯报道 玖龙纸业公告，预计将于今年

第一季度在河北唐山和广东东莞分别新增50万吨及

60万吨箱纸板年产能。此外，公司计划于2021年底前

在马来西亚新增55万吨箱纸板年产能，玖龙纸业造

纸总产能届时将达1810万吨/年。

另据FastmarketsRISI美国近日消息，NDPaper

位于美国的首台纸板机预计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末或

第四季度初在威斯康星州的MountPleasant投产。

N D P a p e r是玖龙纸业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收

购了包括Biron工厂在内的4家美国浆纸工厂。根据计

划，NDPaper将对Biron工厂投资1.89亿美元用于设

施改造和建设。其中，BM25纸机将改造生产箱板瓦楞

纸，同时公司还将新建再生浆线以及其他一些设施。

Biro n工厂于2019年夏天开始生产瓦楞原纸，于

12月开始试产再生箱纸板。Biron工厂的产品将会与

MountPleasant的纸板加工线配套。

2019年12月26日，美国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合作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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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作为全县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维达纸业（浙

江）有限公司立足自身生产线优势，响应政府号召，申

请转产口罩，计划将一条卫生巾生产线改造成口罩生

产线，可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口罩生产工艺不熟

悉？口罩生产原材料紧缺？口罩点焊机买不到？……这

给企业转产增添了不少难度。

为保障维达公司口罩生产顺利进行，县经信局专

门抽调一名干部负责该公司口罩生产服务工作，就这

样，兰雄兵成了维达公司的一名“编外员工”，及时为

企业协调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

“口罩生产线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材料等都是一

货难求。”兰雄兵坦言，“大家都在找货源，各地口罩

厂都是卡车排队等在熔喷布厂家门口的，订单已经排

到了5月份，就连鼻梁条和耳带也脱销了。”

于是，兰雄兵每天都通过各种信息平台、朋友

圈、微信群等所有能想到的渠道四处打听。有时一个

日夜光是电话就要打三四百通，一有消息，他就马上

行动去对接，生怕丢失找到货源的机会，经常沟通到

凌晨二三点钟。

“因为我一旦迟了几分钟，可能对方的货就卖完

了。”由于电话沟通得太多，兰雄兵的喉咙近来每天

都是嘶哑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兰雄兵最后成功帮助

维达采购到熔喷布5吨、鼻梁条9.8万米、耳带40万

米，并顺利购入10多台点焊机，保证了生产口罩的原

材料供应，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如今，在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维达一号”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隔水无纺布和

熔喷布在生产线上被切割，快速地生产出一只只崭新

的口罩。

日产50万片，恒安口罩生产线正式投产

本刊讯（鞠华 报道) 2月15日，恒安集团新引

进的口罩生产线全力开动，正式出产医用口罩产品。

据悉，该批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后，日产口罩约50万

片。此前的2月4日，恒安集团启动了防护服生产，目前

日均产能可达1000件。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捷指示

公司相关负责人，要不计成本、不求回报，全力支援

配合全国防疫工作。截止目前，恒安集团已累计捐赠

物资和现金1100余万元，消毒湿巾、消毒洗手液、成

人纸尿裤、女性经期裤、生活用纸等产品快速送抵防

疫一线。同时，恒安集团尽最大努力克服人工短缺、

物流不通畅等难题，最大力度保证防疫相关物资生产

保障和民生保供。

据了解，这一次并不是恒安第一次生产口罩。

2003年，为了助力政府防抗非典，恒安也购进了设备

生产口罩，疫情消灭以后，生产线才中断。

银鸽投资启动建设两条口罩生产线

本刊讯（鞠华 报道) 战疫时期，人们对口罩需

求激增。“口罩荒”也成了挡在不少企业复工路上的难

题。在此背景下，不少企业为了缓解当前防疫物资短

缺压力，纷纷“跨界”生产。银鸽投资已启动两条口罩

生产线设备建设计划，待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可生产医

用防护口罩每日30万只。

经过多方努力，银鸽投资购买的首条口罩生产线

设备顺利抵达第六生产基地(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

公司)，于2月26日进入试生产，日生产量可达15万只，

银鸽实现了医用防护口罩产能“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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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银鸽投资还协调了另一条口罩生产线设

备，并将于近期抵达。两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每日

可生产医用防护口罩30万只。

为了能缩短建设周期，银鸽投资采用设备采购、

原材料购买、人工培训等同步进行的办法。

资 讯inFoRMATion

岳阳林纸开足马力确保下游用纸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自疫情发生以来，岳

阳林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先后克服

了物流运输、生产供料等环节中的困难，加大马力确

保纸张生产。2020年1月，岳阳林纸超预算产量3140

吨，2月纸产量7.76万吨，取得了新年开门红的好成

绩，确保下游印刷用纸。

目前，岳阳林纸开足马力，坚持用“最高标准、最

好产品、最佳状态”，全力做好下游用纸保障工作。从

1月23日开始，8号机40多名党员、骨干一直坚守岗位，

24小时轮班紧盯在纸机旁，精益求精，严抓抄造、检

验、打包、入库等过程控制和质量管控，超额完成预

算产量。2月，8号、9号、10号三大主力机台产量5.53万

吨，同比超产0.43万吨。

疫情来袭，生产供料、物流运输受限。为按时按

质按量提供最优产品，销售公司与市场部、运管部、采

购、生产、品管、仓储物流等部门密切配合，从订单、原

料、生产、检验、包装到发运，开辟生产绿色通道。

岳阳林纸董事长叶蒙表示，疫情虽然给公司的生

产经营带来挑战，但也验证公司拥有快速响应和工作

效率。公司现在产品订单充足，主力大机台订单已接

到3月初。岳阳林纸将依托一流工艺装备、一流技术、

一流研发团队、一流产品，继续拓展国内文化用纸、

教材教辅领域用纸、薄型包装纸等领域市场，大力推

广“岳阳楼、天岳、山岳、湖岳”等纸品。

贵糖集团制浆生产实现开门红

本刊讯（韦超宁 宾志文 报道) 一辆又一辆空

载的货车在有序地排队，洁白无瑕的漂白浆源源不断

地从生产线装入车箱内，司机们脸上洋溢着满载而归

的笑容……广西贵糖集团制浆厂自2月11日复工复产

后，3线蒸煮生产线、1条180吨/日浆生产线、225吨/

小时和150吨/小时两台碱炉很快进入满负荷生产状

态，现漂白浆产能达到240吨绝干浆/日，制浆生产实

现开门红,产销两旺。

截至2月26日,制浆已生产漂白浆3290吨绝干浆、

销售1881吨绝干浆。漂白浆除满足贵港区域内纸厂使

用外，还销往广西区内其他纸厂。

由于目前仍处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

时期，制浆厂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全力配全公司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采取了上班戴好口罩、班前监测体温、

班后公共区域消毒灭菌、“一人一档”管理备案制度等

一系列措施。截至目前，制浆厂未发现任何疫情问题，

复工复产工作顺利进行。

自治区主席陈武视察广西金桂浆纸，
鼓励二期项目全面复工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2月25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主席、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陈武到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检查重大项目复工

情况。

目前，金桂浆纸总体生产情况正常。全厂共有员

工1400多人，员工到岗率已达95.7%。

在金桂浆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陈武检查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一期工程生产经营、二期工

程施工进度以及三期工程规划内容等情况介绍，重点

就疫情防控物资发放、木片原材料供给、物流运输影

响、集团在建项目布局以及金桂浆纸二期工程建设复

工、化机浆产能、纸机台数、计划投产时间等方面进

行了询问了解。

据悉，金桂浆纸二期项目工程总投资114亿元，

由四个子项目组成，其中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

项目总投资约87.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2台白卡纸

机，以及给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投产

后年产值100亿元，年上缴税金6.5亿元。

调研期间，陈武还走进金桂浆纸P M1生产线察

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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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防控

下，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仍是

46万吨，目前并没有修改生产计划。”

在斯道拉恩索广西林业公司，营林、采伐、供

应链、安全、政府事务等各团队密切配合，在当地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全力克服场地分散、交通阻

断、运输不便、劳动力不足等种种困难，逐步恢复

营林作业和木材产出量，目前已能确保向北海工

厂供应日常所需的原材料。作为集团在华的最大投

资，北海工厂主要生产高品质的液体包装和食品包

装纸板。

疫情仍未完全消退，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全

球领先的可再生材料公司，斯道拉恩索中国全体业务

单位将继续积极关注疫情的最新进展和政府的进一

步通知，毫不放松严格落实防控方案，切实抓好复工

复产工作，在全力保障所有员工安全健康的基础上，

争取“防疫”和“复产”两个战线的全面胜利。

山鹰纸业拟出资25亿元参设浆纸产业
并购基金

本刊讯（山鹰纸业 消息) 2月18日，山鹰纸业公

布，旗下全资子公司山鹰资本与农银凤凰签署了《浙

江农银凤凰绿色环保浆纸产业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浙江农银凤凰绿色

环保浆纸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并购基金目标募集规模80亿元，农银凤凰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占基金总规模

的0.01%，山鹰资本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25亿元，占基金总规模的31.25%。

并购基金主要以股权投资形式投向原生纸浆、再

生纸浆、工业用纸、生活用纸、卫生用品、纸质包装等

造纸产业链上下游领域，重点关注具有核心竞争力、

具备重组整合和战略并购价值的优质标的或项目。

山鹰纸业表示，此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

向，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优势，为公司导入优质投资

项目，进一步增强公司对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的布

局与整合，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

资 讯 inFoRMATion

看了生产情况，并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强

调要做好疫情防控，全力以赴，加快重大项目全面复

工，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斯道拉恩索：加强疫情防控，全面落实
复工复产

本刊讯（斯道拉恩索 消息) 新年伊始，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极其严峻

的挑战。早在疫情发展初期，斯道拉恩索就第一时间

成立了由在华各实体机构高管组成的抗疫工作协调

小组，各事业部和各地工厂也都迅速建立了疫情防控

管理小组和工作团队，制定详尽的指导流程和防控方

案，每日召开各级小组会议，实时跟踪疫情的发展，

跟进各地政府防疫指挥部的政策指令，完善和落实分

级防控措施，切实保障充足的防护用品供应。

在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诸项防控措施都在切实

执行中。如：全员佩戴口罩上班、进出工厂各卡口测

量体温、各区域每日严格消毒、避免聚集性会议、灵

活安排错峰就餐时间、用餐座位之间做好妥善间隔、

细化防控工作报告流程、张贴防控科普海报、定期向

全员宣贯防控措施、及时发布防疫常见问题解答等。

类似的防控措施在斯道拉恩索在华其他工厂也得到

严格落实和执行。截至目前，斯道拉恩索在华所有机

构均未出现人员感染。这与公司始终将员工安全放在

首位，及时制定和实施了全面细致的防控措施密不可

分。

随着全国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疫情防控形

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复工复产”成为当下中

国大部分企业的主题。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

斯道拉恩索中国各家工厂在各地政府的指导下，千方百

计地采取各项措施有序恢复生产，全力以赴地保证客

户订单的正常交付，为尽快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提供

了最直接有效的支持。目前除迁安工厂因当地整体防控

规定仍未开工之外，其他各工厂的生产均在有条不紊

地展开。

斯道拉恩索北海工厂总经理朱伟言先生表示：

“造纸车间的生产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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