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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Summary 2019

Throughout 2019, China's 

p a p e r i nd u s t r y h a s b e e n 

af fected by the slowdown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ino-US trade disputes. It 

showed a rising momentum 

after initial restrain in 2019. In 

detail, the industry fell sharply 

in the first quarter and began 

to rise slowly in the second 

quarter. As the trade situation improv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nd domestic demand picked up,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paper industry increased month by month.

Throughout the year,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has been driven b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rough activ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he industry's supply and demand patter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chieving a rebound in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remain 

basically stable.

Starting from this issue, we will launch a fixed column of "Annual Summary" , and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in 2019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ncluding enterprises, 

region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is issue, we selected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including SO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Facing the market 

whe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what were paper companies doing in 2019 and what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have they achieved? Let’s see it together.

P18-57 Special:>>>

英文
摘要 Summary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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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Challenges for China's waste paper supply in 2020
In 2019, China's demand for containerboard picked up and reached a new balance. As we expected, the gap in waste 
paper was filled by imported recycled pulp and cardboard.
In 2020, as China's waste paper imports move toward “zero import”, the potential for waste paper imports to be 
further reduced by 40% to 50% may create a new waste paper supply gap. The import of recycled pulp will continu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domestic waste paper supply. However, the existing recycled pulp production capacity 
is not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is gap. Therefore, there is still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mport of cardboard.
China's cardboard producers, including leading producers, continue to be challenged by this new situation. 
However, we do not expect great changes of the strategy.

P66 Analysis on Plastic Restriction Order’s impact toward paper packag-
ing demand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Plastic Limitation Order", Mr. Zhou Haichen, the chief analyst of SWS Research, 
put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lastic Limitation Order", paper packaging will become the best 
alternative to plastic packaging. Corrugated paperboard and white cardboard will be used as the two main paper 
types to replace plastic packaging. The output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Order’s im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Zhou also said that besides the replacement demand, the endogenous demand of the packaging paper 
industry will also continue to grow.

P71 The next profit highlight for paper companies: Cost-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omestic waste paper——Writing after visiting a 200,000t/a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medium pulping line
With the reduction in waste paper supply and quality after government’s ban on waste paper import, as well as the 
cost increase, it can be a more realistic and cost-effective way for domestic paper mills to adjust their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optimize equipment performance to produce relatively high-quality product with relatively low-
quality waste paper material. There’s a pulping line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200,000 tons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medium, which is located in a paper mill in Qinhuangdao city, Hebei province, and supplied and installed by 
Shandong Jiefe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iefeng Machinery). In order to 
introduce a more efficient way to utilize domestic waste paper, we interviewed the persons in charge from both the 
paper mill and Jiefeng Machinery. So this article hereby introduces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line in 
order to help find a more cost-effective way of low-grade domestic waste paper usage for the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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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再出交通运输业新政，持续利好纸浆行业

本刊综合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六稳”工作协

调机制，有效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确定支持交通运输、快递等物流业纾解困难

加快恢复发展的措施；决定加大对地方财政支持，提高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能力。

会议指出，推动交通运输、快递等物流业加快复工复产，既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又能畅

通经济循环，满足民生需要。为此，一要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引导相关企业复工，取消不合理复工审批。

二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

3月1日至6月30日，免收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将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等政府定价收费标准

降低20%。6月底前，减半收取铁路保价、集装箱延期使用、货车滞留等费用。降低部分政府管理的机

场服务收费。三要鼓励保险公司适当减免疫情期间停运的营运车辆、船舶、飞机保险费用。

物流运输新政再出，减轻进口木浆成本压力

对其中第二点，在6月底前，免收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将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等政

府定价收费标准降低20%。我们咨询业内人士，说法不一，有业者反馈，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落地方

案，观望为主，但此政策势必利好于减轻纸浆贸易进口成本压力，亦有港口人士反馈港建费占比较

大，按照此政策标准，一吨浆成本或节省6.2元。

而且在此前，国家曾公布政策，在6月底前，免收高速路费和阶段性降电价政策，利于降低国产

纸浆生产成本及运输成本压力。

物流运输新政再出，利于浆市放量速度的提升

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自公共卫生事件以来，恰逢中国春节，中国纸浆库存2月份持续累库，

周均累库速度为3.76%；据不完全统计，2月下旬，国内青岛港、常熟港、保定地区、高栏港纸浆库存

合计约229万吨，较上月下旬增加28%，较去年同期增加10%。

3月上旬国内主要地区库存较2月下旬增长0.36%，其中库存下降缓慢主要受南方港口货源在近

期集中到港影响，北方港口库存在缓慢下降，其中青岛港下降4%，保定地区下降20%。港口出货速度

基本恢复正常水平，其中青岛港、常熟港出货速度较快。

卓创资讯分析，物流运输新政再出，利于浆市放量速度的尽快恢复及提升。

2月份下游纸厂延期开机复工，已开机企业限产运行，开工负荷受限，据卓创资讯不完全统计，2

月份导致32万吨或以上的纸浆消耗量被延期释放。不过伴随着纸浆消耗速度的提升，加之物流新政

推出后，或利于进一步带动浆市放量速度。在新政影响下，纸浆贸易环节、造纸企业成本面均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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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纸”和“造纸绿色供应链企业”
进入国家第五批绿色制造评价申报清单

本刊讯（钟华 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五批绿色制造申报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包装用纸和纸

板”正式成为国家第五批“绿色设计产品”申报项目，同时进入项目清单的还有“造纸绿色供应链企

业”项目。

根据3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绿色制造名

单推荐及前两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组织业内

企业共同编制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包装用纸和纸板》已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版《绿

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标准编号：T/CNLIC 0010-2019）。依据清单，“包装用纸和纸板”正式成

为第五批“绿色设计产品”申报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建立，绿色制造相关标准体系和评价

体系基本建成，建设百家绿色园区和千家绿色工厂，开发万种绿色产品，创建绿色供应链，绿色制造

市场化推进机制基本完成。根据前四批公布的绿色制造名单统计，绿色工厂已达1400家左右，而绿

色设计产品仅有1100种左右。启动绿色制造体系评价工程以来，造纸行业中已有一批优秀企业和产

品被评定为“绿色工厂”和“绿色设计产品”，成为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行业整体形象的重要

推动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日。本次申报工作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交

通受阻、沟通不畅也会影响到企业参与本批次绿色产品的申报工作。请有关企业对照工业和信息化

部通知和《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包装用纸和纸板》标准，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尽快启动

申报准备工作。

阿根廷终止对我铜版纸征收反倾销税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据商务部消息，3月6日，阿根廷生产发展部发布2020年第79号决议，终止

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南共市税号为4810.1389、4810.1390、4810.1989和

4810.1990。

案件裁决公告详见以下链接：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335000-339999/335142/

norm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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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造纸行业参加阳光政务热线访谈 

如何实现绿色革命？

据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卫生纸和餐巾纸细菌

含量差多少？疫情阻击战中，山东省造纸行业采取了

哪些行动？受到哪些影响？山东造纸企业从最多时的

上千家到如今的不到200家，产业规模和效益不降反

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3月16日，山东省造纸行业协

会会长王泽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学峰、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亮、山

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采供中心总监兼生活用纸

生产总监罗士余做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政务热

线》节目，围绕防疫期间，山东省造纸行业热点话题

进行了探讨交流。

话题一：

山东造纸企业数量、经济规模是怎样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山东造纸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未来山东造

纸行业发展重点是什么？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王泽风：2018年，山

东造纸企业190家，纸及纸板产量1810万吨，占全国

17.35%。企业平均规模9.28万吨/年，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2.44倍。造纸行业经济规模连续24年居全国第一

位。2018年，全省实现销售收入1350亿元，出口交货

值60.3亿元人民币，合计总资产1750亿元，职工人数

约11万人。受疫情的影响，大量社会活动停止了。造纸

行业一个特点就是“大进大出”，原料进入量大，产

品运出量大，前期主要就是交通物流影响。正常情况

下行业是一年四季不停产的，这次由于原料供给等因

素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受到影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的

成效不断显现，目前全省造纸企业生产开工率大概在

85%-90%。未来山东造纸企业还是要秉承绿色发展理

念，要调整采购方式、销售方式、管理方式，进行转型

升级，沿着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的思路走下去。

话题二：

齐峰新材作为一家特种纸生产企业，企业如何加

速创新？如何贯彻绿色发展思想？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名誉会长、齐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学峰：齐峰新材的装饰原纸产能

是世界第一、耐磨纸产能是世界第一、无纺壁纸原纸

产能也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的特点就是走特种纸之

路，在“特”字上做文章，搞附加值高的产品。日常生

活中的桌面、家具、地板等等都有齐峰新材的身影。

一直以来，企业从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入手，2019年，

齐峰新材研发费用投入达到上亿。不惜成本搞研发，

带来的是年内数码打印装饰原纸、预浸渍纸等10余个

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广阔。企业对创新的执着，换来的是企业转型

升级的新动能。

话题三：

华泰纸业是国内新闻纸行业的龙头，而造纸的原

料主要用废纸，华泰是如何做到这种循环利用的呢？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山东华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亮：造纸行业主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华泰纸业近年来投资

40多亿元用于环保设施的建设。正在建设的四期水

处理项目，会对排放废水进行深度处理，然后再利用

造纸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发电，做到零排放。我们上的

沼气提纯的项目，再用到造纸上去，总之就是物尽其

用。中国作为森林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不像某些国家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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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布首批“禁塑”名录,八类塑料制品在内

据海南广播电视台报道 记者从海南省生态环境

厅了解到，该厅近日发布公告明确，《海南省禁止生产

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

（以下简称《名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将于2020

年12月1日起实施。

《名录》初步将塑料膜袋、餐具等二大类八小类

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塑范围，以负面清

单的形式明确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种类，体现了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原则。

从材料上，《名录》也作出具体明确：

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

（PS）、聚氯乙烯（PVC）、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

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膜、袋，以及含有聚乙烯（PE）、

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

一次性餐饮具类，都在被禁之列。

实施时间：今年12月1日起。

禁塑范围：塑料膜袋、餐具等二大类八小类，主要

为一次性膜、袋类和一次性餐饮具类。其中一次性膜、

袋类具体包括：商品包装袋（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

塑复合包装袋）和用于盛装垃圾的塑料袋这二小类；

一次性餐饮具类具体包括：盒（含盖）、碗（含盖）、

碟、盘、饮料杯（含盖）、吸管这六小类。

焦点 关 注Focus

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所以公司充分利用回收的废纸纤维，资源

再生循环利用，生产高档彩色胶印新闻纸等系列产品。

话题四：

卫生纸和餐巾纸细菌含量差多少？能混用吗？不添加任

何化学添加剂的生活用纸是什么概念？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采供中心总监兼生活用纸生

产总监罗士余：国家对于这两种纸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面

巾纸直接接触面部，对卫生要求十分严格，国家规定每克面巾

纸含菌量不得高于200个单位；而卫生纸的要求就相对宽松，

每克卫生纸含菌量不高于600个单位就算合格了；也就是说，

卫生纸的含菌量是面巾纸的三倍。根据国家卫生标准，面巾

纸必须使用原生木浆。纯木浆中允许存在再生材料，用再生

材料做的卫生纸是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除生活用纸、医疗

用纸和包装纸以外的废纸，都可以加工成卫生纸。市面上普

通的生活用纸为达到“雪白、超柔、超韧、可湿水”的效果，

一般借助于添加干强剂、湿强剂、柔软剂和荧光增白剂等化

学添加剂。太阳纸业自主研发的无添加系列生活用纸，选出了

具有天然韧性的北欧红松木和天然柔性的南美桉木纤维作为

优质原材料，生产出了100%纯木浆又拥有细腻柔滑触

感的无添加生活用纸。避免了传统卫生纸在漂白、抄

造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化工辅料和添加剂，降低了对人

体伤害的风险。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王泽风（左三）、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学峰（右三）、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晓亮（左二）、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采供中心总监兼生活用

纸生产总监罗士余（右二）等做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政务热

线》节目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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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继续
下滑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月份，受疫情影

响，下游纸企延迟复工，市场需求恢复较为缓慢，整

个纸浆市场交投氛围尚未完全恢复，成交情况略显清

淡，而市场报价较为坚挺，整体成交价有所上扬。据

统计，2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增长

0.31%至89.91点，物量总指数环比下滑6.29%至70.74

点。其中，漂针木浆、漂阔木浆和本色浆市场成交量

继续下滑，而各类纸浆整体成交价格均有所增长。

具体来看，2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11%至92.93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6.33%至73.37

点。2月，漂针木浆现货市场交投氛围清淡，在针叶浆

期货盘面的带动下，现货价格震荡盘整，月底，漂针

木浆主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450-4500元/

吨。外盘方面，2月份智利Arau c o银星面价上调20美

元/吨至590美元/吨；俄罗斯lli m针叶浆海运面价提

涨20美元/吨至580美元/吨。2月份，针叶浆现货市场

行情窄幅盘整，由于下游纸企开工率处于低下水平，

市场需求尚未完全复苏，物流运输恢复较为缓慢，受

此影响，针叶浆库存下降速度有所迟缓，短期内针叶

浆现货市场行情或维持震荡盘整走势。

52.0％

3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

示，在上月大幅下降基数上PMI环比回升，其中制造业

PMI为52.0%，大幅回升16.3个百分点。

97.1

据国家统计局对2020年1-2月造纸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进行监测统计显示：2020年2月造纸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97.1，同比下降2.9%。

510吨

3月7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

中心公布的2020年第4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

示，共计废纸核定进口总量为510吨。其中浙江金龙再

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2020年第110号证书利用

单位更名。

3.5万家

疫情全球蔓延，国外民众也在抢购物资。中国是

全球卫生纸重要的供应商。调查显示，我国共有卫生

用品类相关企业218.1万家，其中具备进出口信用的卫

生用品企业3.5万家，占总量的1.58%。

35亿元

山鹰国际董事会2020年3月24日公告了其全资子公

司参与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该基金完成了

工商登记注册并取得了营业执照，首期认购规模为人

民币35亿元，山鹰资本首期认缴出资人民币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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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13家纸企评为环境信用“绿牌企业”

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对2018年

广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进行了公示，公示期

为2020年3月12日至3月26日。公示名单中，获得2018

年广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绿牌企业”的纸企共

13家，“蓝牌企业”共29家，“黄牌企业”共3家，没

有纸企被评为“红牌企业”。

重庆百亚卫生股份冲击IPO成功

3月20日，证监会官网显示，于3月19日举行的

第33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上，重庆百亚卫生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亚股份）首发获通过，

成为2020年重庆地区第一家过会公司。据悉，百亚

股份拟发行5250万股，发行完成后总股份将增至

4.375亿股。

民丰特纸董事长曹继华被评为2019年度

中心城市品质提升工作先进个人

近期，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联合发

文，对2019年以来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民丰特种纸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曹继华被评

为2019年度中心城市品质提升工作先进个人。

宁夏中卫通报美利林区沙漠污染问题

整改情况

3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布《关于中

卫美利林区沙漠污染问题整改情况的通报》称，经

第三方环境机构检测和专家评审，判定美利林区的

黑色粘稠混合物不具有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

腐蚀性、毒性危险等特性，污染地块地下水污染风

险可控。目前，中卫市已对涉事企业9名责任人和监

管部门2名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追究了相关责任。

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广东一纸厂被罚

10万元

从广东省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官网获悉，开平市

东发纸业有限公司因违反水污染防治法，被罚款10

万。公告显示，2019年6月8日，执法人员对开平市

东发纸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其固体废渣堆放

场没有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废渣有渗滤液流出，

该渗滤液没有收集处理，直接流向雨水渠排向外环

境。

山东抽查了30家纸箱厂，1批次纸箱产

品不合格

2019年第4季度，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

省30家企业生产的30批次瓦楞纸箱产品进行了抽

查。其中，冠县万林纸制品有限公司的1批次产品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合格项目涉及粘合强

度项目。

浮沉 关 注Focus

13
Apr ., 2020  Vol.41, No.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2020年中国废纸供应面临的挑战

⊙ 万慧（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研究部总监-供应链分析员）

1  2019年: 从废纸缺口中侥幸逃脱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废纸政策导致废纸进口的结构性下降。正如荷兰合作银行所预

期的那样，这一趋势在2019年仍在继续。中国废纸进口在2019年同比下降了39.1％（见图1）。

同期，在政府和企业持续努力发展全国范围的回收系统的推动下，国内废纸回收量再次增加

了2％至3％。中国的进口废纸新政导致进口废纸份额进一步下降，从2018年的25.5％下降至

2019年的17.4％，从这个角度看，2015年为37.7％。总而言之，中国2019年废纸供应量为6130

万吨，根据行业资源计算，这足以生产约4510万吨的箱板纸。

同时，中国的箱板纸政策导致其需求在2018年同比大幅下降7.9％之后，在2019年似乎有

所回升。根据我们的估计，2019年箱板纸的消费量约为4890万吨，同比增长7.3％，基本恢复

到2017年的水平（见图2）。但是，如上所述，可用的废纸供应仅足以生产4510万吨的箱板纸。

这就为国内生产约380万吨箱板纸所需的废纸（相当于410万吨）原料留出了一个缺口，尽管中

国有足够的箱板纸产能来生产这一数量。

因此，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造纸厂必须继续用进口的回收纸浆和进口箱板纸来填补

空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箱板纸和再生纸浆的净进口量分别为270万吨和90万

2019年，中国箱板纸的需求回升并找到了新的平衡。正如我们预期的那

样，废纸的缺口由进口再生纸浆和箱板纸填补。

2020年，随着中国废纸进口量向零进口的目标迈进，废纸进口量将进一步

减少40％至50％的潜在可能性会造成新的废纸供应缺口。再生纸浆的进口将

继续弥补国内废纸供应短缺。然而，现有的再生纸浆产能还不足以弥补这一缺

口。因此，对于箱板纸的进口仍有机会。

中国的箱板纸生产商，包括领先的生产商，继续受到这种新形势的挑战。

但是，我们预计他们对此的战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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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014～2019年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5%和229%。进口的再生纸浆量相当于增加了110

万吨箱板纸的产量。这样，中国成功满足了国内箱板纸的需求（见图3）。此外，通过减少旧瓦

楞纸箱的库存可以部分抵消额外的纤维需求。旧瓦楞纸箱的月平均库存天数从2017年的9.4

天下降至2018年的7.4天，2019年降至6.5天（见图4）。

2  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箱板纸需求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减速。荷兰合作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6%，2019年放缓至6.2%，预计2020年将放缓至5.7%。尽管中国经济处于经济放缓阶段，但

从刺激瓦楞包装需求的角度来看，GDP的预期增长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然而，目前爆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经济影响，具体取决于其规模和持续的时间。

根据荷兰合作银行研究的文章“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冠状病毒将被限制在第二季度，

图1  2015～2019年中国废纸-国内产量和进口量

资料：中国海关，中国造纸协会，荷兰合作银行2020

图2　中国箱板纸产量和消费量（2015～2019e）

资料：中国造纸协会，卓创咨询，荷兰合作银行2020

图3  2019年可用废纸、进口再生纸浆和箱板纸的供应 

注释：可用的废纸和进口的回收纤维以生产的箱板纸的等效吨表示。

资料：中国海关，卓创咨询，中国造纸协会，荷兰合作银行2020

图4　中国旧瓦楞纸箱月平均库存天数

（2017年1月～2019年11月）
资料：卓创资讯，荷兰合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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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造成暂时的经济损失。在这种

情况下，2020年上半年的较低增长

很可能会被2020年下半年的较高增

长所抵消。对年度GDP增长的总体

影响仍可能相对有限。

在短期内，大多数中国公司都

暂停了他们的业务。此外，中国的出

口正在经历供应方面的中断，比如

制造业的延误和运输业务的放缓。

海外买家越来越不愿意从中国购买

商品。所有这些都直接损害了瓦楞

纸箱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越来

越少的人光顾实体店，电子商务的

需求激增，尤其是对于日常必需品和医疗用品。这可能部分抵消零售和出口业务需求的暂时下

降。

一旦中国恢复正常，随着最近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商品出口的潜在反弹预计将

刺激硬纸板的需求。此外，我们预计，中国新出台的“限塑令”将增加箱板纸的需求。尤其要

求快递和电商减少使用塑料包装，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瓦楞纸箱的消费。该法规将于2020

图5  中国以外的再生纸浆产能计划（2018～2021）

注释：83%的再生纸浆产能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这些数字显示了公布

的项目完工年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产能都在当年投入使用。

资料：公司公告，荷兰合作银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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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在主要城市生效，并将在2025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2020年的废纸供应将如何？

从废纸供应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应对2020年的挑战？废纸的供应能否

满足日益增长的箱板纸需求（假设冠状病毒只会造成暂时性损害）？

由于疫情上游打包站的废纸回收受到明显影响，国内废纸回收量有限。除了中国农历新

年的正常停工时间外，一些中国的箱板纸厂也因此放缓了开工率。这种原材料的暂时短缺也

可能对新的箱板纸项目（如湖北山鹰国际）产生负面影响，这是2020年仅有的220万吨大规模

产能扩张的项目。为了弥补短缺，在中国政府认为必要时可能会通过增加进口配额的方式来

支持废纸进口，那么造纸厂可能会下达更多的订单。为此，中国海关关税委员会于2月18日宣

布接受从美国进口的近700种产品（包括废纸和牛皮纸）的新关税豁免申请，在过去两年这两

类产品分别征收25%和5%。申请已于2020年3月2日开始受理。申请一经批准，有效期为一年。

2019年，从美国进口废纸占废纸进口总量的40%以上。在冠状病毒爆发后的阶段，如果能降低

进口关税，这将使造纸厂受益，并减轻进口成本的压力。

但是，即使在“一切如常”的情况下，也很难进一步大幅增加中国国内废纸的回收。据中

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统计，旧瓦楞纸箱的平均回收率已经达到95％，在发达的沿海城市

中达到了99％。此外，由于污染比较严重，一定比例的废纸不适合回收利用。尽管中国政府大

力推动家庭垃圾分类，但是废纸质量的大幅提高仍需时日，只会带来少量的额外垃圾。

与此同时，鉴于中国打算在2020年底之前永久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包括所有级别的废

纸)，我们预计废纸进口将进一步减少约40%至50%。与2019年的情况相比，如果不考虑箱板

纸需求的潜在增长，这将意味着废纸供应将出现420万至520万吨的新缺口。

在2020年，进口的回收纸浆很可能会继续弥补废纸供应的不足。根据行业信息，再生纸

浆是首选，因为它的成本效益比进口箱板纸要高。额外340万至420万吨的进口再生纸浆，基

本上是为了弥补2020年“新的”废纸缺口。

尽管中国企业和国际公司近些年在海外加速投资再生纸浆业务，但是这些产能还不能完

全填补这一空缺(参见图5)。所有再生纸浆2020年产能计划加上额外的2019年产能，充其量能

提供250万吨额外的再生纸浆供应。

这意味着，2020年将有更多的机会进口箱板纸，最多可达200万至300万吨，我们预计其

中大部分将来自亚洲。我们预计，2021年再生纸浆和箱板纸进口也会有类似的机会。

4  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中国的生产商，包括大型生产商，尽管做出了所有的战略努力，但仍然受到这种新形势

的挑战。在未来一到两年内，由于缺乏再生纤维，一些国内工厂将继续面临较低的开工率。

随着中国向零废纸进口迈进，如果无法获得进口配额，领先的箱板纸生产商的成本优势可能

会被削弱，尽管他们可能会在获得国内废纸方面具有某些优势。不过，我们预计他们将继续

采取投资海外再生纸浆产能的战略，以确保国内箱板纸生产所需的纤维供应。目前仍有疑

问的是，当前是否是投资中国新产能的好时机，除非效率明显低下的产能退出市场。这可能

会促使中国领先企业在全球寻找更多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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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企业篇
货值累计值603.1亿元，同比增长3.4%。

2019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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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趋严的推动下，随着行

业集中度提升，造纸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已触底回

升，在利润空间不断修复的过程中，行业中长期

的供需格局将持续向好，龙头造纸企业已经率先

受益。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每年的固定栏目

“年度盘点”，从企业、区域、全局等多个角度

盘点回顾2019年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本期我

们挑选了多家有影响力的制浆造纸企业，这里

面有国企、民企，也有外企。下面就让我们带您

一起回顾一下，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市场，

2019年造纸企业都在做什么，取得了哪些业绩

和经验？

纵
观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受中国宏观经

济增速放缓及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影

响，走出先抑后扬态势。一季度行业下

滑明显，从二季度开始缓慢上升，下半年随着贸

易形势好转，国内需求的回暖，造纸行业盈利能

力逐月提高。

全年来看，我国制浆造纸行业在供结侧结构

性改革等政策推动下，通过积极的结构调整，行

业供需格局明显改善，实现了总量规模的回升，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基本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1-12月，

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12515.3万吨，同比增长

3.5%。在经历了2018年的下跌后，成功实现反

弹，仅次于2017年（12542万吨），是有统计以来，

产量第二高的年份。全年造纸和纸制品业出口交

专 题 spEciAl 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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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之前都进行反复论证，减少

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坚决杜绝各种浪费行为的发生。提

效率、降成本、稳质量是企业管理上永恒的目标。太阳

人发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从原料结构的优化和工艺

技术的改进上探索降本增效的方法，公司提倡全员、全

要素、全过程的降本、提质、增效，努力提高效率、优化

工艺、精心操作、精心养护，明确责任、责任到人，在全

厂形成人人参与降本增效、人人主动降本增效、人人贡

献效益的良好氛围。如机械浆增加板皮上料设备，宏河

水处理新增厌氧罐运行良好，吨浆、吨水处理成本降低

明显。IT部门独立开展程序开发，对各部门的闲置IT设

备回收、优化、调配利旧等，效果良好。

一年来，创新发展的决心越来越笃定。太阳人坚持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山东太阳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集团”或“公司”）高质

量发展取得实效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太阳集团面对复

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全体太阳人坚持同心同德、

锐意进取，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高质量

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交出了一份非常优异的

成绩单。 

一年来，践行勤俭建厂好传统的共识越来越强烈。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太阳集团一直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厂”的好传统，

这不仅是公司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也是继

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公司上下树立了“勤俭

光荣、浪费可耻”“挥霍浪费就是犯罪”的理念。公司要

太阳纸业：

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取得新突破
⊙ 特邀通讯员  宋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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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尚新，守正出奇”“改善就是创新”“换个方向争

第一”“双手改变命运”的发展理念，努力在多个方面创

新突破，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

研，公司旗下上市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阳纸业”）与中国工程院陈克复院士共同完成

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技术成果，最终获得了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太阳纸业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应广东代表公司在

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并合影留念。这是中国造纸行业20多年来获得的唯

一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建国以来山东造纸行

业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共济宁市委、

济宁市人民政府给企业发来贺信，行业同仁纷纷点赞，

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这让公司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赢

得了尊重和认可！同时，公司还申请了19项国家专利，承

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整个集团全年收到创新改

善提案1204项，采纳866项，并给予专项资金奖励。新

开发的一批差异化、高质量的产品，受到市场一致好评，

《山东新闻联播》多次进行了宣传报道。

公司企业精神就是“崇信尚新，守正出奇”。因循

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必将落后，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取得新的成绩，只有不断革故鼎新，企业才能永葆生

机——已经成为太阳人的共识。由此，公司上下创新的

激情更高，创新的活力更足。 

一年来，新项目建设的信心越来越坚定。2019年，

公司战略布局实现重大突破，公司发展的新动能正在加

速成长。太阳纸业的颜店、老挝、北海这三大基地是公

司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老挝项

目是公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战略项

目，也是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打破原料和环境制约的

重要举措。坚持做好项目前期规划，抓好环保治理、原

料进口等方面的每一个细节，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中

之重的工作。在不断优化提升一期项目的基础上，40万

吨再生纤维浆项目成功投产，80万吨箱纸板以及配套

项目稳步推进。一个200多万吨的造纸新材料产业园正

在老挝冉冉升起，与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相互融

合、相互补充，为公司国际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颜

店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

项目都进展顺利。这三大项目补齐了公司战略位置上的

发展短板，为推动公司新旧动能转换有效培育了竞争新

优势、新动能，拓展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空间，全部投

产后，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将实现大幅提升。

一年来，三大“生命工程”的成效越来越执定。安

全、环保、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太阳的三大“生命工程”，

也是企业发展的红线和底线。“视安全为生命”“视环

保为生命”“视质量为生命”的理念真正渗透到每一项

工作中，扎根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太阳人的集体共

识，公司一以贯之地将三大“生命工程”的成果有效巩

固。安全上，守住守牢安全底线。公司全年安全工作扎

实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各生产车间真正把安

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不仅做到心中有数，有责任、

有担当，安全措施抓实抓

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的发生，持续巩固安全稳定

向好态势。环保上，守住守

稳环保红线。公司坚持保护

好蓝天、爱护好碧水、守护

好净土，积极开展固废资源

化、减量化、全盐量降低和

异味控制等方面的工作，迎

接了110多次环保检查，得到老挝公司的夜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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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中央电视

台《焦点访谈》专门对公司的环保成果

进行了典型报道。质量上，守住守好质

量防线。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客户满

意度，形成了“金太阳”“华夏太阳”“天

阳”“幸福阳光”“万国骄阳”等系列品

牌体系，助力公司产品和服务赢得口碑、

开拓市场、品行天下，实现优异的产销

率、货款回收率。“敬畏生命”“敬畏环

境”“敬畏质量”的理念，已经蔚然成

风，公司发展的根基更加牢固。

一年来，人才队伍建设的成绩越来

越稳定。公司把人才培养、选人用人摆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不断激活组织活

力。把能干事、干成事的年轻人提拔到

重要岗位上去历练，把最合适的人才放在最适合的位

置，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纳入到考核体系

中，发挥最大价值。充分激发一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形成战斗力。2019年，公司开展全

员军训，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进一步提升太阳人的责

任心、执行力，进一步提升企业文化，增强大家爱国、

爱厂的理想信念。公司在员工技能培训上取得丰硕成

果。2人成功当选齐鲁首席技师，1人被评为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技师，1人成为山东省技术能手，1人被认定为济

宁市产业技能拔尖人才，1人当选济宁市首席技师，12

人入选济宁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3人获得济宁市产

业技能拔尖人才津贴，33人获得济宁市产业急需中青

年技师津贴。技能比武，成绩喜人，在山东造纸行业第

一届职工技能竞赛上，公司斩获本次比赛唯一一个一

等奖，勇夺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的优异成绩，公司

也一并获得本次比赛的“优秀组织奖”。在全省化工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中，有两人获得了三等奖。人才是第一

资源，拥有无穷的创新智慧、创在潜能，太阳纸业致力

于育好环境、搭好平台、用好人才，让公司在人才队伍

建设上久久为功，也是太阳纸业在竞争中能够走在前

列的根本保障。

一年来，智慧工厂建设的步伐越来越恒定。随着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公司坚持优

化、提升、推进一批智能化、自动化项目。坚持“实施一

批、评估一批、考察一批”的原则，扎实推动自动上料、

自动分切排产、厂区联网、无人值守等智能化、自动化

项目落地，进一步减轻员工劳动强度，提升工作效率；

稳步推动OA办公系统、物质需求计划请购系统等智能

化管理系统上线运行，为职能管理、公司决策提供精

准、快速服务，让智能化、自动化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最终创造价值，迸发出澎湃动力，展现出公司发

展蓬勃向上的崭新气象。

越是考验如火，越能淬炼真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严峻时刻，太阳集团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挑战的不利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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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把企业公民责任和担当，书写在疫情防

控的一线战场。太阳集团共向红十字会无偿捐赠了现金

1000万元和价值20万元的生活用纸、消毒用品等防疫

物资，定向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风物长宜放眼量。太阳集团将在以往高质量稳步发

展的基础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疫情防控为切入

点，结合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采取有力措施，积极主动、

科学有序地推动公司生产正常秩序，苦干实干加油干，

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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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纸业广西北海项目隆重举行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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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万人就业，有利于增强临海大工业的产业集聚，

改善全国造纸产业的原料结构。

2019年3月，公司新开工建设莱赛尔项目。这是企业

跨入纤维行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2019年日照市最大的

利用外资项目和2020年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目前，项

目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计划2020年上半年投产。

安全环保创历史最好水平

“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灭企业”，这是

亚太森博的环保理念。亚太森博始终把环保作为企业的

生命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2019年，浆纸市场大起大落，行业发展经受巨大挑

战。亚太森博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六西格玛、精益等管

理手段，苦练内功，开源节流，与业界携手并进，共克时

艰，致力于加快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了稳健

发展。

2019年企业运营情况

2019年，公司克服困难，平稳运转，共生产浆、纸

249万吨，缴纳各类税收14.27亿元，位居日照市第四名。

作为山东省最大的外资企业，公司带动了全省造纸、印

刷、包装、化工、机电仪、物流仓储等相关产业400多家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携手并进 共克时艰 实现稳健发展
⊙ 特邀通讯员  贺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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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让绿色发展成为企业的底色。公司在世界率先启

动大型碱炉脱硝除尘改造项目，2019年新增各项环保投

资近5亿元，累计环保投资超过50亿元，环保投资已占总

投资的四分之一，无论是环保投资总额还是占总投资的

比例，均创国际同等规模浆纸工厂之最，主要环保及可

持续发展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亚太森博，所有的工业

污染物几乎都被“吃干榨尽”，实现了循环利用。公司采

用世界一流的环保工艺技术装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

清洁生产。臭气和黑液全部收集、燃烧，产生蒸汽、发

电，通过燃烧生物质废弃物，每年可减少碳排放300多

万吨，电力实现自给自足；废水通过四级处理，部分中水

回用于喷淋抑尘；再处理日照市政中水，用于锅炉冷凝

和循环用水，每年节水上千万立方米；废渣燃烧、制造生

物质有机肥料、造砖、造水泥等；生产过程中的碱几乎

全部回收，水循环利用率达96%。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

的主要环保、消耗指标成为行业标杆。碧水与蓝天同辉

已成为亚太森博的“写真”。

全体员工牢固树立安全环保第一的意识。为加强公

司环境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公司成立环境保护管理委

员会和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加强管理，使安全、环保

与绩效挂钩，严格考核监督；建设安全环保文化长廊、

举办安全环保知识竞赛；安全演练呈常态化，举办消防

项目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公司内刊设专栏，营

造公司安全环保文化氛围和先行理念。通过这一系列措

施，公司全员牢固树立了安全环保是公司生存发展基石

的意识，人人讲安全环保、时时讲安全环保、处处讲安

全环保的全员意识已蔚然形成。

2019年，公司安全环保实现零爆炸、零火灾、零死

亡事故、零职业病，获得了“节能减排先锋企业”“创建

环境友好型企业先行先试单位”等荣誉称号。2019年9

月19日，60余名山东省区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到公司观

摩，对公司的环保举措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

许多宝贵的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精益求精，持续改善 

2019年是企业面临巨大挑战的一年，木浆价格创多

年来最低。公司克服了市场低迷、外贸恶化、成本增加、

环保高压等多重困难，通过六西格玛、精益等管理手段，

苦练内功，开源节流。这一年，员工提出了近2万条合理化

建议，改善建议人均达到9.3个，员工参与率100％，创造了

上亿元的经济效益，实现“小改善、大收益”的目标。

尽职履责，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亚太森博以“开发永续资源，创造美好生活”为宗

旨，坚持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日照江和图书馆持续火爆

日照江和图书馆是亚太森博主要投资人、新加坡金

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先生捐资3500万元人民币参与建设

的。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文教、救

灾、扶贫、环保等公益慈善事业。目前，日照江和图书馆

日均接待读者1.26万人次，截至2019年底，累计接待近

1500万人次，这相当于300万日照市民平均每人到图书馆

阅读5次。日照江和图书馆每天的读者数量，稳居全国地

级市图书馆前茅，是最受日照读者欢迎的打卡地，对书

香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

教育扶持

一是启动“利民兴教”项目。2019年，一个新型的

幼儿早教创新项目开始实施——亚太森博积极寻求支

持，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捐资1000万元，在日照市

五莲县建立20个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为当地0～3岁

婴幼儿提供免费的活动场地和一对一课程，并为其家长

提供儿童早期发展的专业指导。项目旨在通过科学干预

保护幼童的发展潜力，从而实现助力中国未来建设者素

质提升的目标。这是山东省首个儿童早期发展创新试点

项目，有利于助力探索农村精准扶贫。

二是开展教师培训。公司资助日照市中小学教师到

名校学习交流，邀请知名教育专家到日照为教师进行培

训，提升教师教育水平。2019年，共有30多所学校的教

师6305人次从该项目直接受益。

三是支持社区学校活动。2019年，公司联合属地

教育部门，在十几所学校支持举办运动会、艺术节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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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四是奖学奖优。2019年，公司持续开展奖学奖教活

动，共有来自日照实验高中、日照一中、日照经济技术开

发区中学、宁波路学校、金海岸中学、南湖中学、河山实

验学校等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师生直接受益，鼓励教师

积极提升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是助力圆梦大学生及就业。2019年，公司继续开

展精准扶贫项目——“圆梦行动”，为贫困学子提供全额

学费、住宿费，发放生活费，毕业后提供就业岗位。该项目

帮助贫困学子圆梦大学，助力就业，带动家庭奔小康。

六是持续举办“亚太森博杯”全市少年儿童环保

绘画大赛。2019年的环保绘画大赛活动共征集到作品

3000余幅。十二年来，环保绘画大赛已累计近40万人次

参与，是日照市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受益面最

广的企业发起的环保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

公司志愿者协会致力于为环境保护、教育事业、扶

贫开发、社区建设、帮孤助残救灾以及大型社会活动等

提供志愿服务。由公司志愿者开发的“我是小小造纸家”

活动受到了日照市中小学生的喜爱。2019年，该活动共在

10所学校开展11次，还作为志愿服务品牌活动参加了日

照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住建局组织的宣传

展示。2019年，公司志愿者协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38次，服务时间3400余小时，参与志愿者近1800人次。

社区共建，和谐共处

亚太森博坚持与地方共建、共生、

共赢、共享理念，着力从社区、从困难群

体出发给予支持帮助。2019年，先后为

东韩家村社区活动中心捐赠物资，为管

家村捐赠路灯，为日照公安民警优抚专

项基金捐款100万元。公司支持社区开展

文体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精神生活。支

持举办了“亚太森博杯”日照市骑行耐力

赛，日照开发区乒乓球比赛、羽毛球比赛

等文体活动，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开放工厂，欢迎监督

亚太森博坚持开放工厂，信息透明。

企业是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科普教

育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单位和全市环境教育基地、中国

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全年接待参观、考察、学习、实践等上万人次。公司还时

常组织邀请周边社区村居代表到工厂参观座谈，走进社

区与居民坦诚沟通，了解社区的心声，听取社区的意见。

持续的开放参观、环保透明活动，为行业树了形象、正了

名声。

企业荣誉

2 019年，亚太森博先后被评为“造纸行业创新

企业”“山东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中国轻工业百

强企业”“中国造纸企业十强企业”“山东省制造业

百家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先行

先试单位”“山东省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等。公司内刊

《亚太森博资讯》被评为全国造纸产业“十佳企业报

刊”。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2020年开局之际，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利局面，亚太森博防控疫情复工

复产两不误。我们相信，随着春天的到来，所有的困难

都会过去，只要我们坚持“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

实现利民、利国、利业”的初心，我们就一定能实现新的

目标。

亚太森博愿与业界同仁携手，共同描绘造纸行业美

好的明天！

专 题 spEciAl 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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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行率是保证产销平衡的另一重要工作。公司主要

产品的生产线都是现代化机台，以体量重大纸机为重

点，公司狠抓生产确保产品质量。年初，在对近年纸机

设备运行状况做全面分析、充实必要技术力量的基础

上，找准影响产品质量与成品率的主要因素，对软硬

件及附属配套设施进行必要的升级优化，设备故障率

得以下降，生产技术工艺得以稳定。提升设备硬件的

同时，切实进一步提高员工操作技能。公司根据岗位

实际，从影响操作技能水平的主要因素入手，改善员

工队伍结构、稳定熟练人员，并采取多种形式的劳动

竞赛与专业培训，提高队伍水平。

2019年，公司在增收节支挖潜上发力。公司加大

设备及备件国产化力度，重点推进辊子类备品备件国

产化进程，加快国产斜罗纹辊加工试验进程，促进电

仪类产品的国产化。低价原材料物资的替代与优化方

面，公司加强技术交流，特别是在工配纸生产过程中

推进化学品替代。针对木浆这一主要原材料，探寻不

同浆种生产技术工艺，并深化与大型贸易商、大型纸

厂的信息交流与采购合作，灵活运用多元化的采购方

式，降低生产成本。

2020年初，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凶猛，给中国经济

带来影响，但在国家强有力领导下，没有一个冬天不会

过去、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从2月中旬开始，公

司在当地政府的督查指导下，顺利全面复工，生产经

营第一时间恢复正常。民丰人正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实现百年民丰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2019年，是民丰百年发展规划开局之年。192 3

年，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老先生为

实现实业救国理想创办民丰。此后的风雨历程中，几

代民丰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2018年底，在民丰建厂

百年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初，公司在充分调研后慎

重提出了《百年民丰发展规划》，这是民丰今后一段时

间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总纲。

2019年，公司所处的特种纸细分市场格局复杂，

卷烟纸市场总量下滑，格拉辛纸、涂布类纸等产品行

业竞争激烈。此外，原料永远是造纸行业的一个重要

制约因素，特种纸生产的主要原料木浆，在上半年价

格仍处于较高水平。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

民丰特纸沉着应对，勇挑经济与社会双重责任，坚持

稳生产、稳销售、稳效益，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实

现了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为打造“百年民丰”奠定了

基础。

卷烟纸是公司主要产品，巩固开拓卷烟类纸市场

是公司首要任务。一年来，公司三策并重：一是充分认

识市场变化新特点，强化对大市场、大企业的营销力

度，紧盯强势品牌、发掘销售新亮点；二是深刻认识

各省烟草技术中心在开发新品牌、维系老品牌中的核

心作用，把技术对接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强

化与各中烟的技术交流，掌握了领先技术；三是转变

质量观念，掌握、紧密跟进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战

略，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

在做好销售工作的同时，改善纸机运行工况、提

民丰特纸：

稳生产 稳销售 稳效益 走好百年发展规划开局之步

⊙ 特邀通讯员  严水明

专 题spEci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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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坚持稳定生产、激活市场、项目推进、强化管

理、创新驱动五措并举，紧紧围绕“精细与创新”的管理主题，大力实施主业壮大、创新驱动、

动能转换、“走出去”等发展战略，推进了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促进了高质量

发展。

稳定生产

面对原材料进口受限、国内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严峻形势，世纪阳光纸业以创新为动力，

积极优化原材料结构，展开原料开源、工艺调整、降本降耗等工作，突破了原料紧缺形成的壁

垒，同时深挖设备潜力，完成造纸产量140万吨，其中包装用纸126万吨，保持了稳定生产，保

证了市场的有效供给。

激活市场

世纪阳光纸业：

五措并举 推进高质量发展
⊙ 特邀通讯员  邵文修

正在安装调试中的世纪阳光年产80万吨瓦楞原纸项目

专 题 spEciAl 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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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包装用纸品种因大量进口，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此情况下，世纪阳光纸业主动

出击，迎难而上，重新制订了激活市场的内部政策，强化了服务功能，根据客户需求不断调整

生产工艺、产品品种，进一步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和支持，超额完成了销售计划，其中海外市场

销售原纸完成计划的126%，预印产品销售完成计划的134%，产品市场覆盖率进一步扩大。

项目推进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世纪阳光开工建设了年产80万吨高级瓦楞原纸、年产50万吨生物

机械浆、天为科技环保固废处理中心等项目，为将项目尽快建成，尽早见效，公司从人力、物

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全方位倾斜，坚持倒排工期，强化调度，精心运作，使各个项目按计划

稳步推进，年产80万吨瓦楞原纸项目1号机已进入联运试车阶段，计划3月下旬投入生产，将

生产高强度、高防水、低定量的“两高一低”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与该项目配套的年产50万

吨生物机械浆项目一期工程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作为昌乐县重点

生态修复工程的天为固废处理项目填埋一区清理工作已完成80％以上，今年9月份前投入运

营，将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强化管理

各子公司全面复制推行集团公司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践行精细与创新的管理主题，财

务部门通过加强集团化管控、精细化核算等措施，按同比口径降低财务费用1亿多元；采购系

统通过落实采购管理咨询，推进集团化的集中采购，持续加大开源工作等多种方法，促使采

购价格持续下降，去年采购可比成本降低6358万元；物流系统通过积极整合海运资源、调整

运输方式等，节省物流费用580万元；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不良库存持续降低，与伊利等客

户达成协议，使其原纸SKU减少23个，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

创新驱动

通过制定和实施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金点子等3项规定，极大地调动

了全体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开展较大规模的技术创新项目30多

项，其中增白剂使用等两项工艺创新

及降低纤维流失率等5项综合利用创

新降低生产成本5533万元；实施管理

创新项目58项，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

及有关模块的管理水平，直接或间接

增效千万余元；员工提报金点子419

项，其中评选出一等奖1项、二等奖3

项、三等奖23项、提案奖185项，公司

按照其内容和效果，按规定给予了奖

励。

世纪阳光正在建设中的生物机械浆项目

专 题spEciAl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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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4.2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38%；报告期末公

司总资产155.5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82.60亿元，资产负债率46.74%。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9年公司面临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和改革转

型的压力，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以“四新”理念为指导，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持续苦练内功，加快改革转型，进一步拓展了公司的

发展空间。

一是践行供应链低成本策略，新业务发力，促进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内大型文化用纸、

工业用纸、包装纸生产的造纸类企业。2017年以林浆

纸产业为基础，进行产业链延伸，开始实施业务转型，

进入生态行业，从景观设计、绿化苗木种植，到园林工

程施工、园林养护、生态治理的生态景观园林全产业

链业务，形成了以“浆纸+生态”为主营业务的双核发

展产业格局。

2019年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0 6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岳阳林纸：

坚持高质量发展 造纸业务产销两旺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专 题 spEciAl 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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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市场机遇，实现

集采率94.65%，原材料成本进一步降低，12月造纸

类业务单月利润创历史新高；美利化机浆生产线搬迁

至公司并试生产，进一步夯实了公司生产成本优势。

致力推动公司生态业务的转型发展，诚通凯胜完成重

点区域市场的布局，新增项目中标25个。双阳高科积

极谋划市场和产能扩张，成功打开东南亚过氧化氢市

场，打破了化工产品零出口记录。报告期内公司还积

极探索和开展了再生浆板、进口纸、化工品及煤炭贸

易。

二是多点突破，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

“双百行动”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顺利完成股份回

购，将用于期权激励，为建立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之间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约束机制打下基础。制定

和完善了双阳高科骨干员工持股计划改革方案，获

得职代会通过。实施人力资源咨询，建立健全激励机

制，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

三是固本强基，全力推动规范化管理。通过加强

制度建设、提升项目管理、完善集采系统、强化风险

管控、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加强资金管控等，进一

步提升公司规范化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四是攻坚克难，重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报告

期内收回2.36亿元湘江纸业土地收储款；分步推进了

储备林贷款项目，已累计发放5.9亿元贷款，为盘活林

业存量资产和林业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效推进

管理咨询，助力企业经营效益提升；推进各

项环保节能项目建设，废水、烟气污染物同

比减排，综合能耗有所下降。

五是有效管用，实现党建全方位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坚持“有效管用”的标

准，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充实党委领导力量、

加强“五化支部建设”、抓实监督执纪、加强

群团建设、做好扶贫帮困，着力效能提升，党

建优势进一步向生产力转换。

造纸业务分析

自2018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初，

国内纸品市场需求低迷，加上受中美贸易摩

擦影响，国外浆板前期一直高位运行，导致

主要原料为进口木浆的造纸类公司生产成本增加，产

品利润收窄。2019年文化纸价格从1月份的低谷拉升，

毛利有所回升。

2019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政策进一步收紧，对行业

集中度不高、低效产能较多的文化纸行业影响较大。

环洞庭湖地区和山东省的环保政策对纸张供应的影

响最大，行业内某龙头企业因资金和环保问题开机不

足，使纸张的供给进一步减少。

国内部分浆厂逐步投产，纸浆的供给短期内过

剩，浆价的下跌结合纸价的上涨，2019年第二季度起

文化纸企业的盈利状况与年初相比有较大的改观。

宏观层面上国内经济增长水平虽有所降低，但

2019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2019年

公司积极采取措施，产品销售价格处于上升通道，经

营处于产销两旺的状态。2019年恰逢建国70周年，是

主题类图书出版的大年，因为覆盖面广、服务要求高，

对造纸企业的服务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公司积极准

备，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获得了这类图书

用纸较大的市场份额。

2019年下半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缓和及国内经济形

势的企稳，文化纸行业的需求稳步增长，主题类出版

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需求水平，造纸产能总体供应增加

不多，造纸企业的订单下半年较为饱满。因为浆纸价

差维持在较高水平，文化纸企业下半年的盈利处于较

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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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成为主导者和掌舵人，为提升企业经营业绩起到了

关键作用。

我们盘活闲置资产，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2019年全体银河人勇挑千斤担，敢啃硬骨头，真干

事、干真事，认真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驻地产业政

策，结合企业自身优势谋篇布局，在优化整合资产、将其

转化为企业保值增值的新动能上下功夫，一举盘活了多年

的闲置资产，在资产经营上取得明显成效，提升了企业盈

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银河纸业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自筹资金重启

了杨木浆二期项目并顺利开机投产，盘活了这一闲置多年

的无效资产，补齐了企业自产杨木浆不足的短板，成为银

河纸业“亏损治理和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最有效

的关键举措，对企业优化浆料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实施

新品研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标志着银河纸

业在打好“亏损治理和提质增效”攻坚战上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同时，对外租赁经营的3200纸机也已做好开机

前的所有准备工作，这是银河纸业摆脱传统思路、摒弃惯

性思维、盘活无效资产的又一个利润增长点，该项目投产

后将在大幅降低银河纸业固废处理压力和环保风险的同

时，为企业创效增盈、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银河纸业深化利

共体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一年来，全体

银河人按照三个“一以贯之”、把握“五个新动能”和实现

“四大突破”的总体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改革、创

新提升，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我们用利共体改革，增强员工责任心和自驱动

2019年，银河纸业在“国有体制、民营机制”改革和

极致化管理基础上，深入实施了“利共体”改革，在生产

系统推行产供销一体化“利共体”经营新模式，把用人、

组阁、分配、采购、质检、营销等相应权限下放，明确阶梯

利润考核指标，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辅助部门和职能

部室推行“小微”模式，鼓励各“小微”发挥专业技能，对

外创收增效，与企业按比例分享收益，持续增强员工责任

心和自驱动，激发了全员积极性和增收创效活力。

通过实施化学浆和瓦楞原纸捆绑经营联合创效，优

化浆料结构、提高自产浆使用比例，多措并举节能降耗，

优化产品结构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利共体”改

革观念植入公司各个部门、单位，打破了采购、营销壁垒，

为各利共体优化浆料、产品和客户结构，最大限度地获取

市场红利提供了支撑。同时，利共体改革让对赌经营、员

工自当家深入人心，更加强化了各负责人的责任心与管理

担当，强压下的高激励政策与及时兑现，让利共体的管理

者和员工共同参与到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由原来的参与者

银河纸业： 

深化改革 创新提升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 特邀通讯员  尹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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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真抓实干，提升企

业形象和美誉度

发展中的银河纸业始

终不忘绿色发展，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坚持围绕高效、环

保、低耗、无毒无害的绿色

发展模式，推进绿色制造。

2019年9月份在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

名单中，银河纸业成功入选，

顺利跻身绿色工厂“国家队”

序列，成为企业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的又一有力体现。

2019年12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商标案件的批复，对

“银河瑞雪”予以驰名商标扩大保护。标志着银河纸业

靠自身努力，获得了行业和用户双重认可的重要标志，它

既是对银河纸业的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也必将为企

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起到重要的推进作

用。

一年来，全体银河人团结一致、协力同心，经过千淘

万漉，荣誉满满，企业先后荣获山东省轻纺行业“工人先

锋号”劳动保护“标准化企业”；总经理李良英荣获山东

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和山东省两化融合“先进个人”；

公司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隔九年

重获山东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造纸六部抄纸车间丙

班荣获“国资委中央企业先进集体”。《中央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汇编》《流浪地球》《平凡的世界》等100多种

用银河产品印制的优秀图书和期刊，让公司形象和品牌

影响力显著提升。一个个金灿灿收成的背后是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是信念、是责任的支撑，是对银河人艰苦奋斗

的肯定，也给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阔步前行的银河纸业

注入了信心。

我们用党建引领，凝聚银河人改革发展正能量

2019年以来，银河纸业党委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

和组织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推动党建与

中心工作相融合，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深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

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生产经

营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进行专项落实和整改，确保党

建与生产经营目标一致、方向一致，引领广大党员进一步

解放思想，凝聚发展共识。通过开展反腐倡廉月活动，持

续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构建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体系，有效加强了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管理

和监督，营造风清气正氛围。

一年来，企业开展了“职工电气岗位技能比赛”、“打

浆工岗位技能比赛”、“叉车岗位技能比赛”、“质量月”

知识竞赛、“品牌知识竞赛”等劳动竞赛活动，不断激发

全体银河人的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操作水平。组织了春节

联欢晚会、猜灯谜、安全漫画展以及庆建国70周年乒乓球

赛、羽毛球赛、篮球赛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娱文体活动，

增强了职工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重大节日走访慰问困难

职工家庭、充分发挥职工救助基金作用，为公司多名困难

职工解决燃眉之急。通过提高职工伙食补助标准，组织

开展了心肺复苏技能专题健康讲座和一年一度的职工健

康查体活动，让职工权益得到最有效的保障。

发展的路上肯定会有坎坷和荆棘，但银河纸业是从

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企业，越是艰难越向前、

越是坎坷步履越坚实。面向未来，银河纸业将变压力为动

力，变危机为契机，把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迎着

高质量发展的阳光大道阔步前进，我们坚信：一路的艰

辛，必将变成一路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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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全力增加销量等经营措施,供应部门为公司生产

经营提供坚实可靠的物资材料保障，全力落实年初既

定目标。

生产过程控制到位，保持系统稳产低耗

2019年以来生产系统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合理安

排各机台生产计划，及时调整全系统水、电、汽平衡；

合理安排检修时间，克服设备老化故障率高等困难，

合理统筹生产，保持生产系统稳产高产的较好水平。

抓住市场机遇，突破产品创新

在外围市场环境较为严峻、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

2019年，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董事会的决策支持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以“项目

带动、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为工作主线，以重点工作

为抓手，按目标稳步推进，基本完成年度既定目标，实

现公司平稳发展。

全力落实主营各项指标

通过全公司上下认真落实生产经营管理，认真执

行生产系统高产低耗、降低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销售

青山纸业：

项目带动 创新驱动 提质增效
⊙ 特邀通讯员  兰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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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销售部门通过努力，纸袋纸销量仍然维持基本稳

定，并且在非包市场取得了较大突破，全年销量预计

达7万吨，同比增长10%。

受全球粘胶市场低迷影响，全年浆粕销量大幅减少。

公司立即转换思路，开拓创新，成功生产出本色和漂白竹浆

板及竹浆粕，特别是竹浆粕得到了客户的初步认可，为公司

下一步市场拓展、产品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方向。

主要原、辅材料采购工作管控到位

面对木材市场的巨大变化，公司调整采购思路，

除了巩固原有供应商及供应渠道外，充分利用竹材采

购作为突破口，调整采购策略，做好竹材采购。通过对

竹材供应渠道的稳定与拓展，公司原料供应有了结构

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木材采购紧张的难题。

公司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变化以及原料市场价格与

供需状况，注重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结合公司生

产需求及库存情况，加强物资计划管理，及时调整采

购策略，努力做到“保供应、降成本”，为公司生产经

营提供坚实可靠的物资材料保障。

煤炭采购方面，及时关注国内煤炭市场和周边用

煤客户的招标定价情况，积极争取量价优惠政策，调

整采购比例，发电耗煤综合成本有所下降。

针对各类化工辅料的不同情况，公司灵活调整采

购周期，较好地控制采购成本。

主要重点专项工作稳步推进

推进天丝溶解浆研发

通过产学合作，结合公司浆粕生产线设备运行实

际，进行了天丝级木浆粕、竹浆研发试产、试验及销售

端客户试用，不断优化夯实研发成果。

推动竹浆开发应用

2019年原料结构调整非木质纤维竹材占比加大，

生产出青竹环保伸性纸、竹浆复合原纸、竹浆包边纸、

本色生活用纸等纸产品，并在市场推广逐步被客户认

可。

碱回收技改项目达标、增产

碱回收环保提升改造后生产稳定，碱炉烟气达标

排放，黑液浓度提高，产汽量提升，发电量增加，保持

稳产高效，为热电厂单炉运行奠定了基础，实现了环

保、经济双效益。

延伸产业链，新建或兼并制袋生产线

全资子公司——广州青纸包装有限公司，11月26

日完成揭牌仪式，生产经营工作有序推进中。

水仙药业完成新项目并购

水仙药业完成新武夷项目并购，取得GM P新证

书，麝香草酚委托研发进展顺利。药品出口工作实现

突破。

恒宝通推进科创板上市，加快自主品牌研发和产业化

在东莞和马来西亚项目相继投资建设、新产品项

目引进、大客户开拓、高速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

以挖潜增效为载体，夯实内部基础管理

完善公司内控体系

2019年对内控手册及内控评价手册进行了梳理。

根据《内部审核控制程序》的要求，组织安排公司质

量、环境和食品安全三个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确保

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强化资金统筹管理

加强资金筹措和运用的管理。盘活票据，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做好应收账款监督管理，严

格管控应收账款。加强资金管理，降低财务费用。

落实安全环保责任

2019年认真落实省轻纺安全生产工作要点，明确

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标准化

工作。切实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突出职工安

全环保意识的教育，深入开展落实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与整改，抓好安全细节管理，切实提高员工在故障处

理过程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2019年公司环保工作主要围绕抓好源头污染负荷

控制、做好末端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做好危险废物转

移、分步完成污水老深度处理沉淀池改造、完成全国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等主要工作展开。一年来上级环保

部门的监督性监测全面达标，全年无环境污染事故发

生，无环境违法行为，完成了年初提出的环保总目标。

连续五年在三明市企业环境信用等级评价中，分别被

评为“环保良好企业”和“环保诚信企业”。

专 题spEci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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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业绩。2019年度江河本部纸产品总产量33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上缴税金1.15亿元，出口创汇

4200万美元，各项经济指标均好于往年。公司先后获

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造纸行业创

新企业、河南省科技创新企业、河南省造纸工业十强企

业、焦作市节能减排劳动竞赛先进单位、武陟县安全

生产工作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还荣膺“2019河

南民营企业100强”三项榜单，引领全省民企发展，姜博

恩本人荣获河南省科技创新企业家称号。

技术创新，持续升级

创新是企业发展一种思路、趋势，也是核心竞争

江河之水，源远流长。2019年，对我们江河人是

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带领江河人17年创新发

展并深受业界爱戴的老董事长、总经理姜丰伟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江河人化悲痛为力量，在新任董事长、总

经理姜博恩的领导下，秉承老董事长的遗志，信守匠

心、砥砺奋进，使江河纸业这艘巨轮继续稳健前行。

生产经营，稳中向好

姜博恩领导江河纸业始终贯彻“干精细事，做精

品纸”生产经营理念，认真践行“三知三明三检”的企

业管理纲领和“问题管理”的管理方法，克服外贸严

峻、内需不足、环保趋严等不利影响，取得了较好的生

江河纸业：不忘初心 继往开来
⊙ 特邀通讯员  郭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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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了鼓励全员创新，江河纸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2019年度公司

内部创新成果评审表彰活动共评出优秀成果265项，

发放专项奖金124万元。

对于江河纸业一年一度的创新成果评审表彰活

动，姜博恩董事长要求，评审过程及结果要公平、公

正、公开；发放奖金要奖励到人、奖到实处；对于那

些非常优秀的创新成果，尤其是能持续带来收益的项

目，可以重奖或追加奖励，争取创新奖金利用的最优

化；各部门、分公司要加强信息互通、成果共享，争取

创新成果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进而迸发出更多的优秀

创新成果。

江河纸业从每年获得表彰的内部创新成果中再予

以整理优选，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科技成果或专利项

目，持续提升公司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目前江河纸业已拥有国家专利124项，省部

级科技成果15项。

江河纸业为保持生产装备技术的行业先进性，继

2017年、2018年分别对二号机和一号机造纸生产线进

行了较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后，2019年又先后对五号纸

机和三号纸机的网部、压榨部、干燥部等部位进行了

升级改造。改造后投入运行半年来，纸机运行稳定，

各项性能指标和原纸机相比都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且通过对能耗监测进行计算显示，与常规配置纸机相

比综合能耗降低约20%，均实现了节能减排、提质增

效的预期目标。公司也对多条涂布加工生产线进行了

相应的升级改造。

环保安全，争做标杆

江河纸业始终贯彻“生产是钱，环保是命”的环

保理念，把治理污染当做企业的重中之重来抓，努力

提升绿色制造水平，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不

断研发新技术，改革创新，加大投入，使企业的节能减

排工作始终走在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公司目前外排废

水COD平均浓度均低于海河流域排放标准，且率先在

全省完成了锅炉超低排放改造。2019年河南省生态环

保厅组织专项调研，并发布“2019年河南省造纸行业

绿色发展评价排行榜”，江河纸业位列该排行榜第四

名，并进入“造纸行业应急管控豁免企业”行列。

安全生产是企业稳健发展的保障，而作为新的安

全管理模式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工作被称

为安全生产的“定海神针”。江河纸业始终贯彻“安全

生产，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位列2019年焦作市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第一名，并成

为全市双预防工作标杆企业。

产业扶贫，慈善大爱

江河纸业弘扬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创新扶贫机

制，积极推进产业扶贫。公司和政府及金融部门联合

实施的林纸产业精准扶贫项目，2019年度为入社的

1400名贫困群众发放收益资金共计350万元。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武陟县委、县政

府还将慈善纳入精准扶贫工作。在2019年武陟县慈善

网络募捐活动中，江河纸业捐资30万元，并荣获焦作

市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武陟县慈善网络

募捐爱心企业等荣誉称号。

江河纸业始终贯彻“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理

念，积极吸纳困难群众和失业人员就业，获得武陟县

服务就业工作先进企业；并持续改善职工生活条件，

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关联公司，协同发展

2019年，江河纸业旗下各关联子公司发展态势

良好。山东江河生产经营稳中有进，全年浆、纸总产量

39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上交税金7200万元。

大指装备借力“一带一路”，与中亚卡莎国际纸业（伊

朗）签署了“日产450吨包装纸E P C项目”，合同标的

近亿元；并先后获得中国轻工业造纸设备工程技术中

心、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中国制浆造纸机械行业

十强企业、中国造纸行业创新企业、河南省科技创新

企业、焦作市创新创业领军团队等多项殊荣。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0年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社会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江河纸业将在董事长、总经理姜

博恩的领导下，秉承“信守匠心、永续创新，精准生产、绿

色智造”的发展理念，并积极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挑战，砥砺前行，为地方经济和造纸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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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持了稳的发展态势。公司先后获得河南省科技创

新企业、河南省节能减排竞赛先进单位、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省级标杆企业等诸多荣誉；

多名职工分别被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漯河工匠、漯

河首席员工等诸多荣誉。同时，“银鸽好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好网民陈超军，也有拾金不昧的乔存良，弘扬

了正能量……

这一年，银鸽强化落实促提升。公司各级领导干

部紧盯年度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

2019年，银鸽公司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

体银鸽人的努力拼搏下，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坚定“敬业、诚信、创新、超越”的企业

精神，克服了中美贸易摩擦、生态保护趋严、下游需求

不振、供销价格不稳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压力，化

解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多种困难因素，坚持在

困境中求突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力中求发展，全

年在确保安环稳定的前提下，多个基地单月利润、产量

分别创下历史新高，生产标准化管理取得新突破，超柔

保湿纸、食品包装纸等系列新品广受市场认可，公司总

银鸽公司：

汇集力量 逆市上扬 保持稳的发展态势
⊙ 特邀通讯员  梁喜英

75%酒精消毒湿巾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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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导向，进一步强化责任

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形

成了“千斤重担人人挑”

的良好局面；各生产基地

切实发挥目标责任书的

“指挥棒”作用，增强工

作责任心和紧迫感，制定

时间表、路线图，切实做

到了目标明、底子清、效

率高；各中心和部室树立

“一盘棋”思想，相互支

持、相互协作，在落细、落

小、落实上下功夫，凝聚了

人在岗上、岗在心上的同

频合力。

这一 年 ，银 鸽 坚 持

改革促优化。企业改革则

兴，守旧则亡。在市场整体疲软的形势下，公司进一步

优化产业布局，着力做优生活纸、做精特种纸、做强

包装纸，形成了基础产品优、高端产品强、其他产品活

的发展格局；优化体制机制，加快优化协同高效的管

理机制，构建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体

系，运行更加顺畅高效；优化人员结构，通过内部调

剂、外部招聘、转岗培训等方式，构建了老中青年龄搭

配科学，管理和技术专业优势互补，人才接替有序的

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产品品牌，在设计开发、生产制

造、营销服务上下功夫，做好“老树新枝”的传统产品、

“插柳成荫”的新兴产品、“育种蹲苗”的创新产品，

努力实现生产高效、产品高端、市场高价。

这一年，银鸽凝聚力量带团队。干事创业，关键在

人，关键在一流的团队。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不断提高

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决策能力、解决矛盾能力、推动

发展能力；党员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与时俱进，

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面对错误敢

于担责，为全体员工树立了榜样；广大员工更是发扬银

鸽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敬业精神，立足本岗，

团结一心，敬业奉献，为开创公司新局面做出更大贡

献。

这一年，银鸽关注民生聚合力。民生无小事，枝

叶总关情。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围绕

“家”字做文章，打造家文化，营造家氛围。通过开展

系列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文化生活，凝聚了团

队力量；持续深化基础建设，不断优化工作环境，重

点关注职工舌尖上的幸福，进行食堂改造，宿舍升级，

让职工吃的放心，住的舒心；加大选优育优力度，畅通

职工晋升渠道，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从“精神鼓励+物

质奖励+个人发展”多方努力，不断提升职工归属感、

获得感。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新一

轮纸企改革的攻坚之年，更是银鸽公司转型升级的关

键之年，尤其面对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造纸企业发展

面临的环境会更加严峻，挑战更多、要求更高，我们会

进一步发挥银鸽人的勤劳智慧，释放无限创新创造的

潜能，高举旗帜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聚焦主业不

懈怠，扎实推进银鸽“666”规划落地生根，着力重回

中国造纸第一阵营，并不断迸发银鸽激情、凝聚银鸽

力量、聚焦银鸽事业、再铸银鸽辉煌！

党委书记、董事长顾琦（右前）为首席员工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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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内部市场化运作，建立健全了较为系

统、稳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干部员工市场意识和毛

利润贡献意识显著提高。班组毛利考核实现“三连

跨”，实现班组核算日清日结，以“班组毛利月度分析

会”为抓手，毛利结果优劣分析和优化改进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仓储市场化运作管控升级，调整超期库存

物资收费标准，提前完成减存年度目标。

设备高效运行，技改降本增效

积极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修订完善生产管

理制度；积极推进节能增效，优化双网挤浆机设备运

行管理，实施湿浆提浓改造，提升湿浆浓度由38%至

2019年，面对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浆纸市

场错综复杂、环保形势压力陡增、原辅材料成本趋高等

严峻态势，焦作瑞丰纸业有限公司在河南投资集团和

大河纸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三转变、两提

升、一优化”的年度管理思路，明确战略目标，持续深化

体制创新，强力做好节能降耗挖潜增效，加强风险防控

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生产经营取得较好的成绩。全年

化机浆产量突破18万吨，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

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年度利润目标。 该公司喜获河

南投资集团“2019年度突出贡献优秀企业奖”。

市场化管理深化升级，内部活力激增

瑞丰纸业：

创新管理突破发展壁垒  实干担当赢就突出贡献
⊙ 特邀通讯员  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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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以上，化机浆车间水耗控制在8立方米/吨浆以

下，通过两项措施的实施，吨浆运费降低16元以上，

同比每月节约运费15万元；吨浆污水处理费降低10～

20元，每月可降低费用30～40万元。通过强化预防性

检修和设备规范化管理，持续保持高效、安全、长周期

生产运行态势。生产装置超设计产能发挥，设备综合

效率为96.3%，同比2018年提升2.3个百分点，生产风

干浆超计划产量7800多吨，超设计产能22%。实施工

艺优化和创新挖潜成效明显，全年化机浆各项消耗指

标持续保持同行业标杆水准，电耗、水耗单项指标创

月度最优纪录。实现产品质量差异化定制生产，为兄

弟纸业定制生产高叩解度浆，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优化营销抓手，提升市场信心

优化营销布局、调整销售结构，河南销量占比由

30%提升至50%，在增量同时提升出厂价格增效益；

积极开发新客户，恢复老客户，湖南、湖北销量提升

15%，确保了全年产销平衡；抓住主要文化纸价格复苏

的有利时机，上半年逆势提价50～100元/吨，有效弥

补下半年浆价持续下跌对公司造成的影响；与集团内

兄弟纸业达成协同销售合作框架，补齐在山东市场上

竞争的销售短板，协同销售成效显著。

创新采购供应，业财融合达效

通过战略合作、厂家直采、扩大资源储备、第三

方搭桥等措施，大宗物资降本稳供，年采购成本较预

算节约950余万元；开发供应商78家，有效激发竞争活

力，节约采购费用130万元；紧抓国家税率调整有利契

机，及时与供应商进行价格下调谈判，各类年度采购

物资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下调，节约采购费用50万元；

落实大河纸业规定物资阿里巴巴、京东慧采平台线

上采购，全年完成电商采购总金额167.5万元，完成计

划的418%。原料收购实施差异化收购政策，实现了低

价保量的目标，并以优质的服务软实力提升客户满意

度。

建立资金动态分析模型，票据对外支付坚持用长

留短机制；第一批开通中行“票易贴”业务；2019年第

一季度末实现外部贷款清零，全年财务费用较预算节

约650余万元。深推管理会计工作，控风险助发展；推

进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实现流程优化、管控有效；严格

发货及支付审批，实施风险源头管控。 

务实精进，安全环保屏障牢

深入推行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和加强应

急保障体系建设、开展“安全生产强化管理60天”活

动，提高员工安全风险辨识能力和隐患排查能力，实

现全年安全无事故。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改进恢复前

置沼气脱硫系统运行，完成水在线站房建设与监测设

备的更新工作，保证稳定达标排放。优化厌氧系统运

行，在保证系统自用和安全运行前提下，全年销售厌氧

污泥创收232万元。

党建引领经营高质量发展

一是践行初心使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推动和解决党建嵌合工作运用等5项生产经

营难题和防风抑尘网建设等4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完成，

营造了良好干事创业氛围，主题教育效果受到省委主

题教育第十五巡回指导组的肯定。二是加强支部建设。

三是党建推动经营。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安

排实施“党建+”项目4个，组织党员突击队、攻尖班助

力重点难点工作。第二支部开展的“党建+安全”项目，

对识别的303项风险隐患进行归档与收集，形成双重预

防体系信息化管理模式，实现全年安全无事故。创新试

行党员KPI指标管理，量化每名党员的关键管理指标，

有效发挥了广大党员先锋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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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玖龙纸业实现营收288.36亿元，同比

减少约5%；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22.79亿元，同比微增

0.52%；毛利润约为49.18亿元，同比增长3.4%。毛利率

则由15.7%增加至约17.1%，这主要是因为废纸原料成本

的下跌远快于产品售价的下跌所致。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玖龙纸业的各类产品设计年

产能共约1730万吨。其中，卡纸、高强瓦楞芯纸、涂布灰

底白纸板、文化用纸、高价特种纸及浆产品分别为约910

万吨、340万吨、260万吨、110万吨及110万吨。

当然，在这1730万吨的产能当中，还包括总产能为

130万吨的四家美国浆纸厂的产能。其中，用于文化用纸

2020年2月24日，玖龙纸业公布了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6个月的业绩报告。玖龙纸业实现收入达288.36

亿元，同比减少约5.00%；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22.79亿

元，同比微增0.52%。

在本期间，玖龙纸业销售量再创新高，盈利率上

升，库存管理效益提升，负债比率进一步降低，现金流也

维持健康水平。具体来看，截至2019年底，玖龙纸业造

纸总设计年产能为1647万吨；造浆（再生浆及木浆）总

设计年产为85万吨；下游包装厂总设计年产为10亿平方

米。2019年6～12月，玖龙纸业产品销量达850万吨，较

2018年同期的750万吨增加约13.3%。

玖龙纸业：

2019下半年盈利超预期，2020年蓄势待发
⊙ 中国好包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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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面涂布纸、铜版纸及涂布

机械浆纸以及特种纸年产能约

为90万吨，再生纸浆以及硬木

木浆年产能约为40万吨。

目前，玖龙纸业的主要

收入来源为包装纸业务。据公

告显示，卡纸、高强瓦楞芯纸

及涂布灰底白纸板约占总收入

86.3%，其余约13.7%的收入

则来自其他产品。而从国别来

看，中国消费相关的收入占玖

龙纸业总收入的89.2%，在其

余国家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10.8%。

作为国内包装纸行业的龙

头企业，玖龙纸业仍有扩产计划：预计2020年第一季

度，于河北及东莞分别增加50万吨及60万吨包装纸年产

能；预计2021年年底前，在马来西亚新增55万吨箱纸板

年产能。以上扩产项目完成后，玖龙纸业造纸总设计年

产能将达1810万吨。

由于废纸供应紧张导致废纸采购价格上涨，为转

嫁成本市场上原纸已经多次涨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玖龙纸业的开机率不高，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废纸

供应短缺。

2月25日，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在2020财年中期业

绩发布会上介绍说，国内38条生产线中，18条开机生产。

2月份预计销量为64万吨，约为常年正常水平80万吨的

80%。目前，玖龙纸业有20天的成品库存，约74万吨。废

纸原料库存方面，国废和外废库存天数分别为4天和18

天，约12万吨和26万吨。

在下半财年（2020年1～6月），玖龙纸业的造纸纤

维需求量约为734万吨，其中大部分为废纸。张茵说，根

据玖龙纸业的测算，2020年公司全年大约可获批进口废

纸额度200万吨，其中1～6月额度约120万吨，而国废需

求量在此期间约为520万吨。

虽然最近的国废回收量已经有所增加，但依然无法

满足工厂正常生产需要。以东莞工厂为例，她表示，目前

每天可以收到3000吨，对比前期500吨已经有所增加，

但是距离完全恢复供应尚待时日。

当前物流运输并未遇到太大障碍，废纸供应不足

主要是由于整体消费减少所导致。从销售看，玖龙纸业

2月有50万吨的成品纸用于口罩以及其他疫情防控物资

包装。但是受疫情影响，社会消费总体有所减少，从而

影响了国废的回收和供应。张茵表示，3～4月将依然面

临困难，但是情况会有所好转，将视疫情发展以及整体

经济情况而恢复生产。

此外，张茵提出，希望可以提前获得下半年的废

纸进口额度，这样将有助于缓解当前原料不足的问题。

同时，她在回应进口废纸物流问题时表示，美废发运

至中国船只确有减少，但运输基本通畅，只是运费有所

上涨。

废纸供应的短缺直接带动了国废价格的上涨，但

是玖龙纸业表示成本的上升可以通过提高成品纸售价

传递给下游，而且公司目前认为纸价仍然具有上涨空

间。节后至今玖龙纸业各个基地国废黄板纸收购价不

同幅度上升，包装类产品价格上涨幅度300～350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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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造纸行业龙头企业晨鸣纸业发布了2019

年年度报告。2019年晨鸣纸业营收有所上升，负债规

模、资产负债率双双下降，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增强，负

债结构更加合理，财务状况持续改善。

回归主业显成效，资产负债率下降

晨鸣纸业报告显示，2019年营业收入303.95亿

元，较上年增长5.2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16.57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晨鸣纸业负债总额

716.1亿元，较上年减少约78.3亿元，降低10%。资产负

债率由75.43%降低到73.11%，较上年降低近2.5个百分

点。

晨鸣纸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剔除为融资

而存入银行的融资保证金161.76亿元的影响，公司年底

资产负债率实际为67.79%。”晨鸣纸业将财务状况的持

续向好归功于回归主营业务战略的落实。

2019年8月，晨鸣纸业将其所持有海鸣矿业60%的

股权及债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款近20亿元。完成交易

后，晨鸣纸业将不再持有海鸣矿业股份。至此，晨鸣纸

业彻底剥离了采矿业务。同时，公司通过剥离、盘活低

晨鸣纸业：

主营业务收入提升，财务状况改善
⊙ 证券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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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资产及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使得公司整体资产质

量得到优化提升，进一步回归制浆造纸主业，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

此外，曾被质疑风险较高的金融租赁业务也“瘦

身”成功，有效控制了风险。晨鸣纸业年报显示，2019

年底，融资租赁业务规模降低至136亿元，压缩了59亿

元，较2018年初峰值降低了近200亿元。晨鸣纸业表

示，“2020年将继续压缩融资租赁业务规模，进一步

降低在资产规模中的比重。同时严控风险，提升资产质

量。”

短期偿债能力增强，负债结构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晨鸣纸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也得到增强。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

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的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在短期内偿

还债务的能力越强，这也意味着企业的流动性也越强。

公开报告显示，2018年晨鸣纸业流动比率为78%，速动

比率为67%。而在2019年上述两项指标均有所提升，向

更好方向发展。晨鸣纸业2019年报显示，2019年流动比

率为85.3%，速动比率为76.24%，分别较上年提升了7.2

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短期偿债能力明显增强。

此外，晨鸣纸业的负债结构也在持续改善。年报显

示，2019年底，公司流动负债526亿元，较上年减少87亿

元。公司流动负债率也在降低，据此算，2019年晨鸣纸

业流动负债率为73%，较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

而流动负债中的短期借款数额368.8亿元，也在下

降，较上年减少33.4亿元，减少比率约为8.3%。负债结

构更加合理。

晨鸣纸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美元债、中期票

据、设备融资等工具，将一些短期负债调整为中长期负

债，有效减轻了流动性压力。

全产业链铸造成本优势，良性生态激发持久动力

在中国，造纸原料的供应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外

废”进口。根据中国造纸协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

废纸浆消耗量为5474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8%，其

中进口废纸占纸浆总消耗量的比重达16%。

随着“禁废令”的层层加码，国内进口废纸量锐减。

2017年和2018年进口废纸量分别为2572万吨、1703万

吨，分别同比下降9.8%、33.8%。2019年1～6月，废纸进

口量542万吨，较上年同比减少24%。有券商预计，2020

年全年外废进口总量同比将减少50%，保守测算全年缺

口接近1000万吨，占需求总量的15%。而目前我国废纸

回收量占可回收量的比例已达90%以上。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产业链完整、规模巨大的行

业龙头无疑占据了发展先机。 

通过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晨鸣纸业早在十

几年前就开启了全产业链版图的布局谋篇。

据了解，2001年起，晨鸣纸业先后在广东、湖北、江

西等地建立了原料林基地。截至2019年底，原料林面积

达100多万亩。

2005年起，晨鸣纸业在广东湛江陆续建成5条汇聚

国际尖端技术的制浆、造纸生产线。2018年以来，晨鸣

纸业在黄冈、寿光建成两大制浆工程和两大造纸项目，

现已逐步产生效益。

业内人士称，“目前国内共有五大木浆制浆生产

线，晨鸣纸业一家就占了三条。木浆产能大概在470万

吨左右，是国内最大的制浆造纸企业了。”

晨鸣纸业总裁李峰曾对外表示，“预计2020年，晨

鸣的机制纸产量将突破600万吨。届时，晨鸣纸业浆纸

平衡优势将在浆价恢复常态后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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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中的原料需求，使公司在新的行业竞争环境下

解决进口原料困境的问题，突破规模扩张屏障并获得

成本优势，增强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力，实现上下游协同、跨国经营的发展模式，创造公

司长期价值，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0年度经营计划

原料保障计划

公司所处的包装用纸行业原材料主要为废纸。废

纸经由制浆工艺加工成废纸浆，再用于生产原纸，完

成废纸的循环利用。公司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马来西亚年产80万吨废纸

浆板项目。此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在马来西亚

采购美国废纸并制成废纸浆板再运回国内，废纸浆板

可直接用于工业包装原纸的生产，且满足相关监管政

策要求。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保障原

材料供应，降低生产成本，满足国内包装原纸的市场

需求。

此外，在马来西亚废纸浆板项目投产前，公司同

时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原材料来源，确保2020年度生产

计划顺利开展。公司已与多家境外制浆造纸企业签署

协议，直接向相关企业进口(外废)再生浆，协议浆总量

达38万吨/年。协议再生浆结合当年度预计能够获得

4月2日，景兴纸业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显

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5251104950.02元，同比下滑

1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8668135.80

元，同比下滑43.73%。

2019年度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游包

装行业市场需求不振，成品纸市场价格较上年出现下

降，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亦有所下降。与此同

时，受外废进口配额收紧的影响，国废需求增加，国内

废纸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废纸价格与成品纸价差相对

缩小，使公司2019年度产品毛利率较上年有所下降，

营业毛利有所减少。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整体战略目标

公司以“与客户共成长，使客户的产品增值”为使

命，坚持“以执行为准则，以结果为导向，树立超越客

户预期的心态，把服务做到极致”的核心价值观，以

技术为依托，以品质求生存，以服务争市场，以效益谋

发展，以期实现“成为中国最优秀、最专业的纸品供应

商”的企业愿景。

公司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为：在努力推动公司内生

性增长的同时，向上游延伸打通全产业链条，借助马来

西亚废纸浆板项目的实施，通过海外渠道满足公司日

景兴纸业： 

2019年净利1.89亿，2020年将实施四项计划
⊙ 景兴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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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废配额，基本可以满足公司满产需求。

市场开拓和产品开发计划

在市场开拓与新产品开发方面，公司将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的销售理念，根据市场情况不断调整销售策

略，开发新产品，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1)工业用纸事业部方面，公司将紧跟下游包装

市场的变化趋势和消费升级动态，继续优化产品结

构，完善产品规格，生产各类适销包装原纸品种，大胆

引进新工艺技术开发新产品，努力提升公司产品附加

值。公司将不断强化各部门的协同能力和统筹计划能

力，用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理念，及时调整各项经营策

略以应对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

(2)纸箱纸板事业部方面，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客户

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加强对下游优质客户的销售力度，

夯实长期稳固的客户关系，通过定期访问定期对话的

方式，加强与下游终端用户的联系，及时了解客户需

求，增强行业洞察力，增加客户粘性。

(3)生活用纸事业部方面，公司将深入研究生活用

纸需求变化趋势，结合本公司生产工艺的优势和特点

开发相关产品，以迎合市场变化趋势占领市场先机。

渠道拓展方面，公司将坚持原纸销售与自有品牌并重

的销售策略。针对自有品牌“品萱”，公司将坚定推进

全员营销的策略，提升营销效率，增加客户触达率，培

养消费者品牌认知，努力塑造高端生活用纸的品牌形

象。同时公司已挑选多家具备实力的区域经销商，扩

充生活用纸原纸销售渠道，借助经销商在各个地区的

影响力与渠道资源推广生活用纸原纸，尽可能地提升

公司在生活用纸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生产改进计划

公司将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技术进步、工

艺改进、生产管理水平提升、推行精益生产和精细化

管理，优化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同

时降低能耗，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

升。

(1)工业用纸事业部方面，公司将进一步降低平

均生产能耗，通过淘汰或改造部分能耗超标的设备、

优化工艺、加强设备维护等技术手段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加强生产各节点电、汽使用情况的实时监测，落实

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和能耗考核标准，推广有效的节能

降耗措施，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提高全体员工节能

意识。鼓励技术中心和各生产片区研究和发现现有生

产设备工艺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造纸技术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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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全面提升设备运行效率和产品质量。

(2)纸箱纸板事业部方面，公司将努力提升生产智

能化程度和柔性生产能力，重新梳理公司内部各个生

产环节的投入与产出，找出相对薄弱、亟待优化的部

分进行技改和设备提档升级，特别是后段生产线的自

动化装备升级，通过提升设备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

控制原纸损耗率，解决用工难题，以成本优势来竞逐

市场。同时公司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需求和客户要

求，从设备、工艺、产品等多方位增加生产系统的柔性

度，加快对用户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和提升适应市场

变化的应对能力。

(3)生活用纸事业部方面，公司将持续努力探索

建立电子平台销售产品的仓储和物流管理体系，通过

疏通电商产品的出库流程，设计适合线上销售的最优

包装方案，以及通过对比第三方物流服务数据，从价

格、服务、效率等各方面选择第三方物流合作伙伴，降

低物流成本，提高公司电子商务的服务水平。

人才培养与发展计划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人才是市场竞争的主

力。公司将吸引并留住各类人才视为重大战略任务。公

司坚持内部培养为主，外部招聘为

辅的人才培养策略，多年来形成了

一批稳定的、结构完善的、具有实

战经验的业务骨干，稳定、高效的

团队为公司未来经营业务的发展

奠定了人才基础。为充分发挥公司

人才优势，保证团队的稳定性及可

持续性，公司将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通过有效挖掘企业和社会人力资

源，如人才培养战略、人才引进战

略等，提高员工综合能力，提升公

司人力资本。目前公司除了吸纳拥

有海外投资管理经验的外部人才

以外，还从内部选拔具备良好语言

沟通能力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就

马来西亚当地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及法律框架的

相关内容进行培训，打造一支年轻化、素质硬、专业强

的跨境经营团队。

(2)完善人力资源优化战略，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证公司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和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支持。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工作

的实际需要，实行因事设岗，因岗定编，以编定员，明

确岗位职责，确定岗位薪金，实行竞争上岗，一岗一薪

的岗位策略。

(3)完善人力资源薪酬战略，根据企业和行业特

征，不断优化员工薪酬激励机制，灵活运用股权激励

等综合手段，建立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薪酬体

系，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

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4)完善人力资源使用战略，优化用工制度，关

切员工合理化建议，构筑和谐劳工关系；持续改善员

工工作条件和环境，关爱困难员工；加强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制度建设，狠抓落实；加强员工职业发展和培

训，构建学习型企业；开展多形式、多层面的文化活

动，丰富员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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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更使卫生纸业务成为集团新的增长动力。

包装纸业务是集团的主要核心业务。自2018年中

美贸易战展开，内地包装纸业务相对有所萎缩，加之从

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陆续推出了关于限制废纸进口的

政策。相关限制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材料的

供应，对国内造纸行业产生一定冲击，集团的废纸回收

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集团积极寻求其他方法替代进口

废纸。

此外，集团会在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同时，秉承生产

经营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宗旨，强化环保管理，加大减排

力度，做到节能减耗。长远而言，造纸行业仍然有比较大

的发展空间。集团将抓住机遇，拓展市场规模，保持集团

在现今造纸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集团的财务状况继续保持稳健，于2019年12月31日

的银行结余及现金为29.19亿港元（2018年12月31日：

20.12亿港元）。由于年内集团发行了3.00亿美元永续

资本证券，使集团的资本负债比率由2018年12月31日的

0.51进一步下降至2019年12月31日的0.36。

理文造纸首席执行官李文斌先生总结：展望未来，

我们将积极优化产业链，以实现纸张和纸浆业务的多元

化。在稳定原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带来的机遇，瞄准东南亚市场，拓展国际产业布局及

增加新产能。集团对于“一带一路”长远发展抱有信心，

并将继续在“一带一路”国家及城市发掘商机。凭藉我

们于造纸业的领先地位以及贯彻始终的稳健发展优势，

相信集团能为股东带来最大的利益。

2020年3月5日，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公布其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2019年度之全年业绩。年内，总收入为271.4

亿港元（2018年：322.1亿港元），全年利润为33.0亿港

元（2018年：48.8亿港元）。每吨利润525港元（2018年：

797港元），每股盈利为73.95港仙（2018年：每股109.92港

仙）。

董事会议决宣派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

股息每股13.0港仙（2018年：每股15.0港仙），连同已派

发的中期股息每股13.0港仙（2018年：每股20.0港仙），

本年度股息总额为每股26.0港仙（2018年：每股35.0港

仙）。派息比率约为34%（2018年：32%）。

理文造纸主席李文俊博士表示：2019年造纸行业

依然面对一定压力。受供给侧改革以及中美贸易摩擦

等因素影响，造纸成本大幅攀升，影响消费者的消费

信心。理文造纸因应市场变化，积极应对。集团一直致

力于通过积极整合上游资源，发展涵盖浆及废纸回收

的垂直业务模式，向产业链一体化方向发展，确保原材

料的供应。同时，我们在现有业务基础上，不断扩充规

模，控制成本，提升产能，给集团带来更多的业绩增长

机会。

集团主力发展不同种类的牛皮箱纸板、瓦楞芯纸、

涂布白纸板及卫生纸产品，深耕细分市场，迎合市场与

不同客户的需求。卫生纸业务方面，集团一直致力于努

力改善提高生活用纸的质量和生产规模，以满足人们对

健康和环保的要求，以及消费需求。卫生纸业务总体发

展平稳，江西厂房的10万吨新卫生纸生产线已投入生

理文造纸：

积极优化产业链，拓展国际产业布局
⊙ 理文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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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产品和创新能力以及集团专注于高端市场（将受

益于消费升级），我们对维达2020年的纸巾业务维持信

心；预计能增长9%～10%。个人护理业务方面，中国地区

还在初期发展阶段，未来还是有不少的发展空间；加上

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龙头地位，我们预计个人护理业

务也会取得良好的增长。

预计2020年毛利率继续有提升空间

于2019年,维达的毛利率提升2.9个百分点到

31.0%。根据行业数据，木浆价格目前还是维持在低位。

我们相信木浆价格在今年上半年应不会有大的波动。加

上集团有6个月的木浆库存、专注高端产品和维持均价稳

定，我们预计维达2020年的毛利率继续有提升空间。

纸巾业务产能

期内,集团在2019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在湖北增加

6万吨的产能，同时在广东省的新会停止使用3万吨老化

的产能，维达目前纸巾业务产能达125万吨。

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绿色金融证书认证

维达已成功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绿色金融证书认

证，亦从建银亚洲取得3亿元的绿色贷款，并成为香港

首间筹集绿色贷款的快速消费品公司。绿色金融认证

计划的裨益包括：透过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提

升绿色金融的公信力及增加持份者信心；绿色金融证

书及绿色金融认证标志可协助从事绿色金融的发行者

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让发行者展示推动绿色投资的

决心；促进更多发行者、投资者、业界及大众认识绿色

金融。

2019年业绩概况

2019年,维达录得收入160.7亿港元(同下)，同比增

长8.0%;自然增长率为11.6%[受益于纸巾业务良好的增

长（+13.3%）和个人护理业务的回暖（+4.4%）]。所有

地区都录得良好增长，尤其是中国地区（+12.5%）。渠

道方面：电子商务表现最好，录得双位数的增长；电子商

务在中国地区的总销售占比达37%。毛利增长19.1%到

49.8亿元,毛利率提升2.9个百分点到31.0%（主要受益

于木浆价格下跌、产品组合优化及高端产品良好销售的

影响）。行政开支占比提升0.2个百分点到5.3%(受一次

性3万吨旧产能淘汰的费用和管理层激励费用的影响)；

销售及营销费用占比维持稳定，为16.0%(受益于良好的

成本控制及精准的营销策略和品牌推广)。经营利润和

净利润分别增长53.9%及75.3%到15.7亿元及11.4亿元。

期内，净负债减少7.9亿元到38.8亿元；净负债比率下

降至39.1%。末期每股派发股息21港仙，全年派息率为

29.3%。全年业绩表现强劲。

纸巾业务和个人护理业务概况

纸巾业务的收入为132.5亿元(同比增长13.3%,

占收入的82%),纸巾业务毛利率增加3.8个百分点到

31.4%(主要受益于木浆价格下跌、产品组合优化和集团

维持均价稳定的影响)。纸巾业务利润率提升3.5个百分

点到11.6%。个人护理业务的收入为28.2亿元(同比增长

4.4%,占收入的18%);个人护理业务在下半年的逐步增

长抵消了上半年的下跌（因为东南亚业务开始复苏和女

性护理业务在中国开始发力）。毛利率及业务利润率分

别减少1.3个百分点到29.1%及1.4个百分点到6.6%。

纵使纸巾行业竞争加剧，但由于维达拥有良好的

维达国际：

2019年业绩表现强劲，净利润大幅增长75.2%
⊙ 维达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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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率反相关较为明显，反映了公司在成本释放的趋势

下加大渠道与终端投入、抢占市场份额的策略。此外，

公司聘请金马影后马思纯作为“洁柔”和“朵蕾蜜”品牌

代言人，以期提升品牌形象，打造生活用纸/卫生巾成

长双动力。产能方面，2019年湖北中顺工程项目建设陆

续投入使用，产能进一步提升，产能有效释放，销售额

增加明显。

竹浆纸一体化进程开启，助力生活用纸龙头向巨

头的进击

公司先前公告拟在四川达州建设30万吨竹浆纸一

体化项目，用于支持旗下“太阳”品牌原材料来源，巩

固产业链条延伸和双品牌发展战略。从我国人口分布结

构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区

域，上述市场是头部品牌角逐的主要区域，也是产品高

端化最好的市场。中顺洁柔产品高端化方面成效显著，

2018年Face、Lotion、自然木占营收比重超过60%。在

产品结构升级带动下，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攀升，2017～

2018年毛利率连续两年位居生活用纸前四家企业第一

名。但我国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乡镇和行政村，

市场格局分散，消费者对产品性价比诉求较高。公司着

力发展“太阳”品牌，有利于产品结构多元化，加速品

牌向终端的渗透和覆盖。通过竹浆纸一体化的战略，有

助于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销售端可利用资源和利

润空间。

毛利率持续上升，浆价下行红利有望维系

2019年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42.93%；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上升41.72%。利润增速快过收入

增速，暗示产品毛利率提升。公司产品毛利率提升核

心逻辑在于：（1）产品结构升级带来的盈利能力红利，

2018年，Fa c e、L o t i o n及自然木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

占比达到60%以上，同比约提升20个百分点，我们判断

2019年高端产品占比继续提高。（2）浆价下行释放成

本压力。截至12月底，阔叶浆/针叶浆市场价格分别为

3718/4675元/吨，同比下跌39.55%/29.38%。我们判

断，后续浆价在制浆厂/港口库存高位，需求尚未明显好

转的背景下或以震荡下行趋势为主，有望助力公司维持

较高毛利率水平。（3）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

率，降低经营成本。

提升投入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产能有效释放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含研

发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分别为19.6%、6.7%、0.5%，

同比提升0.8个百分点、提升1.1个百分点、下降0.6个百

分点。销售费用方面，Q1、Q2、Q3费率分别为17.2%、

21%、20.5%，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提升3.6个百分

点、提升2.1个百分点。2019年公司销售团队加强了

KA、GT、AFH、EC四大渠道的建设，加快网络平台布

局。毛销差方面，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毛销差为18.7%，

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长周期来看，公司毛利率与销售

中顺洁柔：

业绩增长符合预期，继续看好成长逻辑
⊙ 中泰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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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市场基础。

成本大幅下降，加速进入业绩增长期

关于去年业绩预增，上市公司表示，除了由于产能

进一步释放导致规模效益得以凸显以外，还要得益于公

司在成本上的精准把控。

据了解，近年来仙鹤股份在积极扩大产能并完成

经营目标的前提下，对内部管理模式的优化提升亦下

足了功夫。为了提升公司的综合管理水平，并合理地控

制相关费用的支出，仙鹤股份不仅全面升级了在质量、

环境以及职业健康上的管理体系，还通过ER P、CRM

等多个系统的先进数字化信息管理手段打造了“数字化

仙鹤”，实现了在采购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环节上的

“无纸化管理”。此举在提升公司运营效率的同时，也

极大程度地节约了企业成本。据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

季度及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的管理费用分别为7411.37

万元、6380.33万元，同期同比降低了13.91%，呈现大幅

下降的趋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凭借其突出的管理模式

成为了衢州市第二家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认证的企业，从而进一步地推进了企业工业化和信息化

的深度融合。除了通过电子化管理来降低公司成本外，

仙鹤股份表示，在原材料的采购方面公司也进行了相应

的把控，加之近年部分原材料的价格正在从高位逐步

回落，使得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增长较为明显。

未来，随着公司产业链的日益完善、经营成本的持

续降低及可转债募投项目的陆续落地，仙鹤股份有望进

一步地开拓新的蓝海市场，从而巩固和提高公司的行业

地位，迎来新一轮的业绩增长期。

2020年1月16日，仙鹤股份发布了2019年年度业绩

预增公告。公告显示，2019年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000万元至45000万元，同比

增加40.21%至53.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9000万元至43000万元，同比

增加45.84%至60.80%。对比其过往业绩数据，以上经

营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产能持续释放，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

仙鹤股份自2018年4月份上市以来，便将更多的精

力转向内生动力的激发中。目前，公司在上市期间募投

的两个项目已全面建成并完成投产，此外，为了抓住市

场机遇并加快产业布局，仙鹤股份在I PO募投项目全面

投产的同时，还着手投资建设了多个特种纸项目。

相关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公司在常山辉埠工业园

区投资建设的“22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已取得环评验

收，并进入了设备采购和施工阶段；子公司河南仙鹤的

“年产8万吨特种纸项目”已于去年4月份投入生产；仙

鹤东港生产基地PM25“年产3.5万吨高档食品包装原

纸、数码喷绘热转印纸项目”和中奥合资公司唐丰特种

纸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高档烟用接装原纸项目”也

进展顺利，已于去年下半年投入运行。

以上项目的顺利推进，极大地释放了公司的造纸

产能，也促进了其产业规模效益持续快速的增长。据公

司去年半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仙鹤股份特种纸

的销售量达到22.76万吨，较2018年同期增加了2.76万

吨，同比增长了13.80%。不难看出，目前特种纸行业还

存在着较大的市场缺口，该缺口保证了公司新增产能销

售的景气度，同时也为后续投入特种纸新产能的计划夯

仙鹤股份：

“产能加码＋成本下降”助力业绩大幅增长

⊙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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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73.89%、189.78%。公司2018年的业绩变

动较大，主要是因为原料成本大幅提高和环保政策日

趋加严所导致，2018年较低的业绩基数导致了2019年

业绩的大幅增长。

如果与2017年的业绩进行对比，齐峰新材的业绩

实际上并没有增长。相比2017年，齐峰新材可印刷装

饰原纸2019年的营收由19.38亿元下降至17.59亿元，

下滑了9.24%；而同期扣非后的净利润则由1.52亿元

下降至1.15亿元，下滑了24.34%。也就是说，从最近3

年的情况来看，齐峰新材扣非后净利润的下滑速度超

过营收下滑速度。

盈利能力下降，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毛利率异常

2 0 1 5～2 0 1 9 年，齐 峰 新材的毛 利率分别为

22.21%、16.3%、14.54%、11.29%、14.06%；净利率

分别为11.47%、5.24%、4.49%、1.59%、4.08%。从

最近2年的数据来看，相比2015-2017年，齐峰新材的

毛利率和净利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公司

2019年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数据有所反弹，但均未超过

2017年的数据。也就是说，相比2015～2017年，齐峰

新材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现了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2018年的毛利率波动最

大，主要是因为原料成本大幅提高所导致。2018年，

齐峰新材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63%，但是营业成本

却增长了6.49%。大幅增加的营业成本导致公司的

营业成本率从2017年的85.4 6%上升到了2018年的

88.71%，同时也将公司的净利率从2017年的4.49%压

低至2018年的1.59%。

齐峰新材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2019年完成

产量35.43万吨，完成销量34.8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32.5亿元，同比下降11.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33亿元，同比增长127.43%。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营收增长和净利背离，因2018年基数低

齐峰新材是一家主营装饰原纸业务的公司，产品包

括装饰原纸（素色装饰原纸、可印刷装饰原纸等）、表层

耐磨纸、无纺壁纸原纸三大系列500多个花色品种。

齐峰新材2 01 9年年报显示，其主要收入构成

为：可印刷装饰原纸占比54.14%；素色装饰原纸占

比30.8%；壁纸原纸占比8.99%；表层耐磨原纸占比

5.67%；其他业务占比0.41%。

2017～2019年，齐峰新材的总营收分别为35.73

亿元、36.79亿元、32.5亿元，所对应的增长幅度分别

为31.94%、2.96%、-11.67%。公司2017年的业务增

幅较大，2018年的增速出现了放缓，2019年则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下滑。也就是说，公司的业绩增速出现了

三连降。

齐峰新材的第一大收入来源为可印刷装饰原纸，

最近3年的营收分别为19.38亿元、19.31亿元、17.59

亿元，所对应的增幅为44.24%、-0.38%、-8.9%。

同时，相比2018年，公司素色装饰原纸、表层耐磨原

纸、壁纸原纸的营收降幅分别为16.95%、32.84%、

31.77%。

2 017～2 01 9年，齐峰新材扣非后的净利润为

1.52亿元、0.4亿元、1.15亿元，所对应的增幅分别为

齐峰新材：

营收增长和净利背离 盈利能力下降

⊙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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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4亿元，比增超50%，电商对总体销售额贡献上升

至19.8%（2018年度为14.4%）。

此外，恒安在营销环节也多有年轻化动作。七度

空间品牌赞助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牵手世

界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成

为 Space7新代言人等营销策略，与李佳琦、薇娅等合

作，让品牌更时尚及年轻化。

而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恒安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目前产品销往51个国家及地区，拥有74个海外直接合

作大客户，皇城国际、俄罗斯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借助

皇城集团，2019年恒安在马来西亚推出的创新型迷你

湿纸巾持续热销，而成人及婴儿纸尿裤也取得良好的

市场口碑和业绩。2019年6月，恒安在俄罗斯投资的纸

尿裤厂房正式投产，并积极开拓俄罗斯市场。

恒安表示，去年以来，恒安集团持续优化平台化

小团队经营，覆盖销售、品类、生产、采购贸易领域，

形成内部市场化，激发创业激情，提升经营效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恒安集团积极应对，经

营未受太大影响。展望未来，预计今年上半年木浆价

格持续低位，有助提升毛利率。同时，打通线上线下，

打造社区服务的移动便利店体系，拓展“全渠道”；持

续推进平台化小团队经营，助力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致力成为国际顶级的生活用品企业。

近日，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044

·HK）发布2019年度业绩公告。2019年，恒安集团业

绩达224.92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增9.6%；经营利

润达56.8亿元，比增4.6%；净利润39.07亿元，比增

2.8%，末期派息每股1.25元。

总体上，从业务板块上看，去年，恒安集团持续优

化产品结构，以研发创新提升产品品质，主营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

其中，卫生巾收入64.87亿元，毛利率达70.3%。

纸尿裤收入14.39亿元，集团继续加强纸尿裤电

商销售的布局，成效日益彰显。对于纸尿裤板块未来

的发展，恒安表示，集团将会继续通过平台化小团队

经营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加强纸尿裤在电商的销售，

结合线下母婴店，继续以高档市场为长远发展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电商布局带动纸尿裤销售增长10%，

电商渠道销售比重超过40%。

家居产品收入3.77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约

63.6%，主要由于收购声科集团及其附属子公司业务

的纳入，同时进一步带动多个新品类销售的增长，成

为恒安未来发展的新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恒安集团电商业务表现突出，主

要业务卫生巾、纸巾、纸尿裤的电商表现保持良好的

增长动力，电商渠道的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去年收入

恒安国际：

营收比增9.6%，净利润比增2.8%
⊙ 柯国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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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冠豪高新核心产品——无碳热敏产品

的收入虽然小幅下滑，但其营业成本有效降低，盈利

能力提高。

公司无碳热敏产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7.16亿

元，同比减少1.11%，该产品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66.15%。2019年，无碳热敏产品的毛利率为32.22%，

相比2018年提高了8.14个百分点。

公司不干胶产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84亿元，

同比增加24.88%，该产品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26.37%。2019年，不干胶产品的毛利率为12.93%，与

2018年水平相差不大。

公司印刷品产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65亿元，

同比减少25.6 4%，该产品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6.35%。2019年，印刷品产品的毛利率为2.52%，相比

2018年减少了1.56个百分点。

从整体水平来看，冠豪高新2019年营业成本为

19.21亿元，同比降低4.36%，公司毛利率提升5.14个

百分点。

冠豪高新2019年期间费用率为16.2 7%，相比

2018年提高了2.44个百分点。

公司本 期 研发 投 入 为1. 5 7 亿 元，同比 增 长

75.85%。研发费用率为6.05%，相比2018年提高了

2.55个百分点。

财务数据显示，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5.95亿元，同比增长1.75%；实

现归母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55.95%。

冠豪高新2019年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仅有个位

数的情况下，归母净利润增长较为显著。主要原因在于

公司主要产品的营业成本在2019年得到有效控制，公

司整体毛利率提高5.14个百分点。

营收增长1.75%，归母净利润增长55.95% 

冠豪高新是一家专业生产热敏材料、不干胶标

签材料、热升华转印纸以及无碳纸等产品的国内大型

特种纸企业，营收主要来源的热敏材料主要应用于票

据、标签、传真、收银以及ATM用纸等领域。

根据年报，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5.95亿

元，同比增长1.75%，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461.35万

元；实现归母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55.95%，金额

较上年同期增加6110.95万元；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48亿元，同比增长63.34%，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5748.77万元。

主要产品营业成本降低，公司盈利水平提升 

梳理年报信息发现，冠豪高新2019年归母净利润相

较营业收入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营业成本的控制。

冠豪高新：

净利润增长逾五成，控制成本是关键
⊙ 面包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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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氟化工产业的重要投资与布局。兰溪巨化以生产

含氟精细化工产品为主，主要产品为含氟致冷剂R22

（二氟一氯甲烷)产品及其副产品R23（三氟甲烷），其

中，R22主要用作制取四氟乙烯的原料和制冷剂、喷雾

剂、农药生产原料等。

新兴大数据服务产业方面：公司出资设立并控股

的厦门强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初创型企业，业务方

向为大数据服务及信息技术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

新能源产业方面：2017年6月，公司与中洋新能

（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洲际新能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等共同投资设立世能氢电科技有限公司。

世能氢电是一家氢燃料电池研发商，主要从事制氢、

储运、加氢站、电堆及电控系统生产制造、动力总成、

整车生产等各环节，重点布局电堆的设计和生产关键

技术，致力于解决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应用的问题。

此外，新任管理层于2019年高效处置所持深圳

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1857万元，也对业绩有积极影

响。

三是实控人变更，未来可期。

2019年12月，凯恩集团与浙江凯融特种纸有限公

司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浙江凯融的实际控制人

解直锟先生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新实际控制

人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将努力充分利用上市公司

平台，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有效资源，增

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股东价值和

股东回报率。

凯恩股份是主要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等工业配套

材料，且在氟化工、大数据、新能源领域有多元化重点

布局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公

司在全球电气用纸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是数十项国

家、行业标准的制订者。2020年1月20日，凯恩股份发

布2019年度业绩预告：2019年预计盈利3800万～51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2480.79万元，同比增长53%～

106%。

公司业绩大幅预增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2019年4月3日，公司完成第八届董事会换届

选举。

在新一届董事会及管理层带领下，公司通过加强

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效率，使主营业务收

入保持平稳增长。

凯恩股份是国内唯一能够系列化生产电解电容

器纸的企业，是国内重要的电子元器件材料生产配套

企业，是电子元器件领域的重要供应商，主打产品为

电解电容器纸。公司在电气用纸和特殊长纤维纸领域

拥有独有的核心技术、独特的技术理论、产品配方和

生产工艺。

二是公司在氟化工、大数据、新能源领域有多元

化重点布局，为业绩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氟化工产业方面：2019年，公司通过前期在氟化

工行业布局投资的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产

生收益约1300万元，对公司当期业绩有较大贡献。

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是凯恩股份与浙江

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160）于2004年11月

共同设立的，目前系凯恩股份的联营公司，是凯恩股

凯恩股份：

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53%～106%
⊙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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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增速有可能降至预测基准值以下（国际货币基金，

2020年1月）。

短期市场预测

维美德预测，服务、自动化、浆、纸及纸板短期市

场将保持在良好水平上，能源与生活用纸短期市场为

满意水平。

董事长兼最高行政官Pasi Laine：2019年新增订单

及利润双成长

“2019年，我们的新增订单成长7%，至40亿欧

元。其中稳定业务，即服务与自动化业务线成长10%，

占全部新增订单的46%。二季度完成对GL&V和J&L

的并购，为服务业务线的订单提供有力支持。自动化

新增订单也有成长。在资本类业务线中，制浆与能源

业务线新订单增加，造纸业务线同上年持平。”

“过去一年，公司净销售额增加7%。稳定业务净

销售额增加，资本类业务线与上年持平。可比性息税

前利润（可比性EBITA）增加23%。也就是说，自2013

年拆分后，公司利润连续6年增长。”

“维美德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态势迎来2020年。

截至去年底，公司新增订单、净销售额和可比性息税

前利润（可比性E B I TA）均创新高。我们拥有全球领

先的技术与一流的品牌。13000多名维美德人组成一

个具有高度专业化及责任心的团队，向全球客户提供

支持。在未交订单和利润方面的亮丽成绩单，让我们

满怀信心迈入2020年。”

2019年1～12月，新增订单及利润双成长

（1）新订单增加7%，至39.86亿欧元（上年同期

为37.22亿欧元）。

（2）制浆与能源、服务及自动化业务线新订单增

加，造纸业务线和上年持平。

（3）南美、亚太、北美及E M E A市场新订单增

加。

（4）净销售额增加7%，至35.47亿欧元（上年同

期为33.25亿欧元）。

（5）服务、自动化、制浆与能源业务线销售额增

加，造纸业务线和上年持平。

（6）经营流动资金2.9 5亿欧元（上年同期为

2.84亿欧元）。

2020年财务指导：

维美德预测，2020年净销售额比2019年（35.47

亿欧元）增加。

短期总体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19年预测的2.9%增至

2020年的3.3%和2021年的3.4%。初步迹象显示市场

信心提升，包括制造业活动和全球贸易触底反弹，货

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中美贸易磋商不断传出利好消

息，以及对英国“无协议退出欧盟”的担心减弱等。然

而，下行风险依然巨大，包括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

是美伊关系，社会动荡加剧，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

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加深

等。这些风险一旦成为现实，市场情绪将迅速回落，全

维美德：2019年新订单增至40亿欧元
⊙ 特邀通讯员  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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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部市场环境仍存在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我们对2020年仍满怀期待，有望在以下领域获得长足

的进展：

工厂转型项目进展顺利，奥卢工厂的牛卡纸生产

预计将于2020年底启动。

通过创新来强化产品组合。为了制造出化石基塑料

的可行替代品，我们已投资建设生物基塑料试点工厂，

希望能将其应用于透明包装的阻隔层。

我们与芬兰初创公司Su lapac展开合作，对一种可

再生、可生物降解的吸管进行商业化开发，为应对全球

塑料废弃物问题作出贡献。

继续推出新产品，帮助客户利用数字化解决方案进

一步推动业务发展。我们与At o s集团建立了全球合作伙

伴关系，将全新的自动化零售解决方案和服务推向市场，

利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为移动售货柜提供支持。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业务的核心。我们将采取进一

步举措来推广木结构建筑，包括推出全新的建筑理念，

帮助建筑师、工程师与开发商更轻松地设计木质办公楼

宇。我们还参与了多个新木质建筑项目，正在奥地利、比

利时、法国、荷兰、瑞士等国有序推进。木质建筑的优点

在于：它能使施工时间缩短约70%，现场卡车运输量减

少80%，同时降低多达75%的碳排放量。

随着整个社会向循环生物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加

快，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推动可持续发展进

程。为此，我们在去年年底就包装业务调整了事业部架

构。2020年起，我们全新的森林事业部将独立报告，旨

在提升透明度，更好地推动森林资产的价值创造。

“我们将继续紧紧把握和推动集团业务的发展方

向，为经济步入上升周期后的盈利提升做好准备。”斯

道拉恩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博安妮女士表示。

2019年全年业绩

集团在2019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为24.11亿欧元，

经营性息税前利润（EBIT）为1.12亿欧元；运营现金流

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21亿欧元；投资活动后的现金流

为5.18亿欧元。综观整个2019年，全年销售额为100.55

亿欧元，相比2018年的销售额104.86亿欧元有所下降；

经营性息税前利润共计为9.53亿欧元；与此同时，运营

现金流创下历史新高，共计19.80亿欧元；投资活动后

的现金流为13.86亿欧元。

“在第四季度，产品价格下调对销售和经营性息

税前利润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集团通过实施利润保

护计划来降低成本，从而部分抵消了对经营性息税前

利润的不利影响。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运营现金

流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归因于我们良好的营运资本管

理，以及来自Bergvik Skog公司的额外派息与资本还

款。综观2019年全年，我们的销售额仍保持在100亿欧

元以上，但经营性息税前利润有所下滑。”斯道拉恩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博安妮女士表示。

2020年业务展望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环境持续复杂低

迷，预计将在2020年继续对斯道拉恩索集团的业务造

成影响。欧洲市场纸张需求将持续下滑，市场对集团其

他产品的需求或将延续喜忧参半。北欧地区异常寒冷

的冬季气候以及冻土期的缩短可能会影响木材的采伐

和运输，进而可能影响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同时可能

增加北欧工厂的木材成本。

在2020～2021年期间，斯道拉恩索将继续实施利

润保护计划，积极地进行成本管理。计划到2021年底，

共计节约约2.75亿欧元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斯道拉恩索：

现金流创历史新高，外部市场挑战延续 
⊙ 特邀通讯员  张佳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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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至整个2019年，这导致芬林集团的业绩水平与2018

年相比出现显著下降。木制品（如锯材、胶合板与单板

层积材）的需求和价格同样很低。集团折叠纸板与白牛

卡业务保持良好水平，符合预期。生活用纸与防油纸市

场具有典型的稳定性，业务的运营效率则受益于芬林生

活用纸的战略调整而得到了提高。

那些推动所有产品长期需求与增长的因素预计不

会发生改变。消费者需求预计将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

市场。此外，在所有市场领域中，可再生材料（如木材）

制成的产品有望进一步替代化石基材料。在从森林到消

费者这一整条价值链的发展中，生态可持续性的进一步

改善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芬林集团的运营始于森林管理。我们是波罗的海

地区最大的森林管理服务供应商。在业务发展过程中，

我们始终致力于降低气候变化对林业的影响，促进森林

本身的生物多样性。同时，我们努力确保林业的财务可

持续性，这对私人森林所有者、相关企业与芬兰社会都

非常重要。除了在森林中开展的工作外，想要确保财务、

社会及生态的可持续性，还需要持续发展我们的工厂、

产品以及相关的整条价值链。

在过去几年里，芬林集团已向北欧木材加工厂投资

超过20亿欧元。目前，我们正计划下一个约20亿欧元的

投资计划。胡苏姆木浆厂回收锅炉的投资准备工作正在

进行中。即将在凯米（Kem i）兴建的生物制品工厂正在

申请环境许可，有关投资决策的其他准备工作也在进行

中。劳马新一代锯木厂的前期工程项目也正在按计划进

行。

2019年全年业绩

销售额为54.73亿欧元（上年同期：57.0 9亿欧

元）。

经营性利润为3.74亿欧元（上年同期：8.43亿欧

元）。可比经营性利润为4.95亿欧元（上年同期：8.49亿

欧元）。

税前利润为3.16亿欧元（上年同期：7.69亿欧元）。

可比税前利润为4.36亿欧元（上年同期：7.75亿欧元）。

可比已占用资本回报率为9.6 %（上年同期：

16.8%）。

经营现金流为6.58亿欧元（上年同期：8.82亿欧

元）。

2019年第四季度主要事件

与上一季度相比，以美元计价的长纤浆与短纤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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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林纸板开始对胡苏姆纸浆厂第一阶段现代化进

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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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林生活用纸就出售餐巾业务达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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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亦凯（Ilkka Hämälä）表示

从2018年第四季度起，纸浆价格开始下降，并一直

芬林集团：

2019年可比经营性利润达到4.95亿欧元
⊙ 特邀通讯员  章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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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对其融入意愿

的影响研究
——基于山东造纸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 辛沛祝  邹志勇  晁玉方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管理学院，济南 250353]

□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6RZB01042）；“人、产、城”协同发展视角下山东省特色小镇培育发展机制与路径

研究（18BSJJ13）。

   作者简介：辛沛祝（1994-），男，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

            邹志勇（1964-），男，山东栖霞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评价、技术创新管理。

            晁玉方（1976-），男，山东菏泽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绿色发展与绿色消费。          

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主要取决于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研究表

明，当前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和融入意愿水平普遍较低，仅在科学知识

和中央政策认知上达到及格水平，反映出造纸企业“一路一带”战略认知仍停留在

较低层次上，也是导致其难以真正融入其中的根本原因。在造纸企业“一带一路”

战略认知对融入意愿的影响方面，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造纸企业对“一带一路”战

略的认知能显著影响其融入意愿，具体来看地方政府政策认知、机会认知和行业现

状认知对其融入意愿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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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依然是一个增长的行业，增长率约为2.6%，且从

地区增长来看，亚洲地区是增长的主要引擎（图1）。随

着地缘政治的进一步稳定，发展将是亚洲大部分国家

的主要任务，这些国家有劳动力、资源、市场等优势，将

是全球浆纸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市场[3]。在这种大背景趋

势下，我国越来越多的造纸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与

外企建立贸易关系或在国外设立一体化工厂，减少生产

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过剩产能的利用率。

2.2 “一带一路”战略新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对中国造纸行业来说，有着

特殊的意义。中国是全球造纸第一大国，不仅长期须从

国外进口木材、纸浆和化学品，出口各种成品纸，而且

部分产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急需转移产能，开辟新

市场。虽然一些企业尝试将业务扩展到国外，但有的国

家政局不稳、治安较乱，有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有的

国家劳动力虽多但技术素质远远达不到工厂的要求，仅

凭企业一己之力进行海外投资难度很大[4]。然而，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造纸行业“走出去”又得

到国家层面的支持，政府将在资源、金融和政策等方面

对“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给予支持，企业的投资收益

也更有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为造纸企业“走出去”提

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3  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与融入意愿

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一

是因为造纸属于资源型产业，中国林木资源短缺，导致

行 业DEVElopMENT

1  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已上升为国家顶层发展战略，明

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

点。这将对区域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深刻而又深远的影

响。企业必须顺应这种趋势，融入到“一带一路”国家

发展战略之中，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新的发展动

能。

中国造纸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连续多年产量居

全球第一位，一批大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装备、技术能

力和产品质量达到了全球先进水平。然而，我国虽然是

世界上最大的纸与纸板生产国，但人均纸制品消费还不

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导致产能过剩，且广大小规模纸企

受用工、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市场空间压缩等困扰，面

临艰难处境。“一路一带”战略将为其提供新的机遇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化解当前的困境。目前，中国向“一带

一路”涵盖的6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造纸产品400万吨，

年均增长14%，出口金额70亿美元，年均增长23%。透过

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巨大市场蕴含广阔发展前

景，对发挥中国造纸产业优势，推广中国现代化造纸技

术、装备和产品，加快造纸和装备企业走出去具有重大

意义[1]。

2  造纸产业现状与“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2.1 我国造纸业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造纸业的发展形势主要呈现出三个特

征：第一是收缩，目前国内造纸行业产量增长速度

缓慢。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机制纸及纸板的产量为

11660.6万吨，同比下降1.5%。除了包装纸板还是正增

长外，总产量以及各个主要纸种产量，大部分呈收缩

态势；第二是分化，大企业集中度提高，小企业淘汰出

局加快[2]。截止2018年12月，全国造纸企业个数是6704

家，较5年之前减少近500家。企业数量减少，其原因可

能是亏损小企业（2018年亏损造纸企业数量达到1045

家，约占总数的15%）被并购或被强制淘汰。总体来说，

目前大企业在行业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竞争

秩序也在逐步规范；三是战略转移，虽然当前国内造纸

行业产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但制浆造纸行业在全 图1  世界与各地区纸制品需求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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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业严重依赖国际纸浆供应，据统计世界大约三

分之一的商品浆进口到中国[4]。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如东盟国家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和非木纤维资源，

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将更为便利地获取原材

料，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二是因为造纸业属于典型的

大进大出、国内产能过剩（编者注：部分产品阶段性和

结构性过剩）的产业，而“一带一路”上多属于发展中国

家，一些国家对发展当地的造纸业有着急迫的愿望，学

习引进中国的造纸技术和造纸装备，是加快他们当地

造纸产业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便捷之路[2]。

“一带一路”战略为造纸企业搭建了国内外经济贸易的

桥梁，有助于帮助企业消耗过剩产能；三是从中长期来

看，中国不断增长的成本与日趋老龄化的人口，势必导

致制造生产链的疲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经

济增长迅速，其整体经济和人口规模不容小觑，年龄结

构也比中国更加年轻，有着充分的制造业发展潜力和未

来消费潜力[5]。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其

获得丰富的劳动力和可观的市场前景。

战略认知理论强调直接影响企业行为意愿的是

管理者的主观认知，而不是客观环境。该理论认为：企

业行为的能动性体现在管理者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与感

知，企业高管认知是企业行为意愿的先行变量，即管理

者依据对外部事物和刺激产生的认知进而产生企业实

施某种行为的意愿[6]，因此，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取决于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认识和情感感

知，造纸企业管理者越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会为企业

带来机会和效益，其作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决策

意愿就越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造纸企业对“一带一

路”战略的认知水平对其战略融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

响。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测量

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是指造纸企业高

管，通过对当前行业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了解，形成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知识和情感感知。具体包括

知识认知、机会认知、可行性认知和发展前景认知四个

维度（表1）。

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意愿包括政策了

解意愿、信息交流意愿、企业考察意愿、项目寻求意愿、

培训学习意愿、资源投向意愿、研讨对接意愿和业务安

排意愿，所有题项均为1～5等距赋值的定序变量，具体

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4.2 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山东轻工业企业的问卷调研。

山东是中国造纸产能和产量最大的地区，根据《中国纸

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机制纸和纸板产量累计

高达1.18亿吨。山东在中国的造纸产能和产量连续24年

位居第一，纸及纸板产量约181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

的17%，2014年山东省率先出台了《山东造纸产业转型

升级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淘汰落后产能300万吨

左右[7]，因此，以山东轻工业企业为调研对象使研究结

果较具代表性。依据研究设计，设计造纸企业“一带一

路”战略认知与融入意愿调查问卷，共包括认知量表、

融入意愿量表两大部分，均采取5点量表设计。问卷共

发放440份，收回384份，有效338份，有效率是88.02%。

表1  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及融入意愿变量

测量设计

层次

知识认知

机会认知

可行性认知

发展前景认知

战略融入意愿

载荷

0.833

0.891

0.803

0.862

0.912

0.899

0.783

0.961

0.804

0.775

0.764

0.854

0.738

0.898

0.791

0.900

0.754

0.847

维度

科学知识认知

中央政策认知

地方政策认知

机会认知

挑战和威胁认知

企业现状认知

行业现状认知

融入渠道认知

发展空间认知

利益相关性认知

政策了解意愿

信息交流意愿

企业考察意愿

项目寻求意愿

培训学习意愿

资源投向意愿

研讨对接意愿

业务安排意愿

α值

0.856

0.931

0.905

0.76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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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受访者及其比例为：企业研发人员15.4%，企业营

销人员22.5%，企业高级管理人员25.5%，企业高级设

计师或工程师5.2%，项目负责人17.8%。人员结构具有

代表性。

5  实证分析

5.1 信度与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法，

表2显示，问卷所有相关量表的Cronb a ch α系数均

超过0.85，问卷信度较高。各二级变

量在一级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0.7（表1），说明观测变量50%以上

的方差能够被潜变量反应，可以认

为问卷的效度水平较高[8]。

5.2 描述性统计

对问卷各部分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如表3所示，当前造纸企业“一

带一路”战略认知在各个层面都较为

滞后，排在前列的科学知识认知与

中央政策认知也仅仅刚刚达到及格

水平，其余都未达到合格水平，尤其

在融入渠道、挑战与威胁、利益相关

性方面的认知最低。各方面认知的滞

后，也必然导致其总体认知水平较

差。如果以简单平均法计算其总体认

知水平，则仅为2.6775，划算为百分

制，仅为53.55分。

在“一带一路”战略参与意愿方

面，表4显示，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

路”的意愿水平数值整体上高于认知

水平，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问卷填写

效应所导致的，即随着被访者对“一

带一路”认知部分问卷的填写，其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了解逐步加大，

意愿水平有所提升。从融入意愿的

具体内容上看，意愿最高的表现在政

策了解、信息交流以及企业考察意愿

表2  问卷整体暨各部分内容的信度分析

问卷总体（一、二部分）

“一路一带”战略认知量表

“一路一带”战略融入意愿量表

Cronbach’s 

Alpha

.931

.885

.930

项数

18

10

8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932

.883

.932

表3  小微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水平

观测变量

V1（科学知识认知）

V2（中央政策认知）

V3（地方政策认知）

V4（机会认知）

V5（挑战或威胁认知）

V6（企业现状认知）

V7（行业现状认知）

V8（融入渠道认知）

V9（发展空间认知）

V10（利益相关性认知)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N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均值

3.0079

3.0394

2.6740

2.9528

2.1504

2.7638

2.5885

2.6685

2.8615

2.0685

标准误

.08403

.08396

.08440

.08721

.08446

.07134

.08510

.05124

.04435

.08721

标准差

.94698

.94618

.95112

.98286

.95185

.91666

.95898

.94566

.9125

.98286

方差

.897

.895

.905

.966

.906

.840

.920

.870

.890

.966

表4  小微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意愿水平

观测变量

V11（政策了解意愿）

V12（信息交流意愿）

V13（企业考察意愿）

V14（研讨对接意愿）

V15（培训学习意愿）

V16（项目寻求意愿）

V17（资源投向意愿）

V18（业务安排意愿)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N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338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均值

3.8079

3.9324

3.4740

2.9528

2.1504

2.0685

2.0585

2.0825

标准误

.08403

.08396

.08440

.08721

.08446

.07134

.08510

.05124

标准差

.94698

.94618

.95112

.98286

.95185

.91666

.95898

.94566

方差

.897

.895

.905

.966

.906

.840

.920

.870

上。这说明被调查企业由于对“一带一路”缺乏足够的

认知，其意愿首先表现在对知识、政策、信息了解的行

动上。其次是培训学习和研讨对接意愿。这说明被调查

企业融入意愿不仅表现在知识、消息的了解，更重要的

在于通过观察来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相信“耳听为

虚，眼见为实”。意向水平最低是业务安排、项目寻求和

资源投向意愿，这些意向行动不仅仅停留在自然人的自

身行动，还涉及企业整体的行动规划，故而，被调查者

非常慎重，意向水平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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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验证造纸企业“一带

一路”战略认知对其融入意愿的影响，运用逐步回归分

析法，通过SP S S21对模型进行多重线性回归，表5中自

第五个模型开始R方开始大于0.9，拟合情况较好，进一

步分别对模型5～10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模型10P值显著

为0，拟合情况最好（表6）。

模型10中各认知变量对融入意愿的回归系数如表

7所示。总体来看，各认知因素均能显著影响企业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愿；具体来看，地方政府政策认

知、机会认知和行业现状认知对造纸企业“一带一路”

战略融入意愿的影响较大。

6  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及其融入

意愿水平，确定了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对其

融入意愿的正向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应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避免政策歧视。

地方政府政策对造纸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意愿影

响大，但其认知水平不高。这可能由于是地方政府政策

意识、政策宣导能力较低所致，也很可能在于地方政府

潜意识里认为造纸企业无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

较大作用，导致在地方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规划、

宣讲、研讨等活动中缺乏造纸企业的参与，使得造纸企

业无法了解地方相关政策与规划等。

二是总结最佳实践，树立实践标杆，发挥其引领、

示范、扩散效应。“眼见为实”类因素是影响造纸企业

“一带一路”战略认知的关键与重点因素。他们更倾向

于亲眼看到相关的示例，才能促进其认知水平的改变。

故此，如果没有实践案例的支撑，仅仅是知识或政策的

灌输，很难真正提高造纸企业“一带一路”战略认知水

平。地方政府应及时总结造纸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

略实践经验，树立标杆。通过最佳实践，发挥其引领、

示范、带动、辐射效应，促进本地区造纸企业认知水平

与融入意愿的提高。

三是强化合作企业的影响与作用发挥。合作企业

与造纸企业亲身利益最为相关，对造纸企业的影响也

最大。如果合作企业对“一带一路”战略认知水平较

高，那就为造纸企业认知水平提升提供了很好的教育素

材。大型企业或骨干企业应建立起教育、引导小企业提

高“一带一路”战略认知的意识，运用价值链管理、产

业链管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工具，将小企业纳入进

来，进而促进其认知水平的提高。

四是组织研讨会，提高造纸企业的学习意识，促进

企业间的学习、交流。对于大部分造纸企业而言，最有

表5  逐步回归模型汇总

R

.790a

.882b

.924c

.943d

.957e

.965f

.971g

.975h

.979i

.981j

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R 2

.625

.777

.854

.889

.915

.931

.943

.950

.958

.963

Adj_R 2

.623

.776

.852

.888

.913

.929

.941

.949

.957

.962

标准误差

.45734

.35299

.28661

.24980

.21916

.19861

.18086

.16867

.15509

.14575

表6  模型10方差分析

模型10

回归

残差

总计

F

634.315

Sig.

.000k134.741

5.141

139.881

平方和

10

242

252

df

13.474

.021

均方

表7  模型10中各认知因素回归系数

模型10

(常量)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t

5.176

8.249

6.699

14.945

8.869

6.590

7.277

7.631

8.814

6.769

5.757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4

.097

.071

.164

.103

.084

.078

.106

.092

.080

.065

非标准

化系数

.043

.012

.011

.011

.012

.013

.011

.012

.012

.012

.011

标准

误差

.148

.110

.227

.147

.132

.106

.128

.173

.120

.099

标准化

系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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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参照是身边的或者是同行业的企业。企业间的交

流与学习也最能激发其负责人的激情，提高其信心。造

纸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积极走出去，建

立开放的心态，了解其他兄弟企业的做法，改变认识上

的狭隘性，提高认知水平。

五是科学设立服务平台，全面发挥服务平台的作

用。服务平台不仅是一个信息平台，还是一个交流平台，

更是一个政策平台，应起到搭建桥梁、政策传播、标杆

展示等作用。

六是循序渐渐，重点推进，以点带面。地区、规模、

业务性质对企业认知有着重要影响。应按照所在地区、企

业收入规模，优先发展一批、重点抓一批造纸企业，进而

起到“树立一批、引导一批、辐射一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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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浆进口依存度高，主要供应方对中国依存度

亦偏高

中国进口针叶浆主要来源国为加拿大、美国、智

利、芬兰、俄罗斯联邦。2019年开始，芬兰和美国排名出

现变化，主要受中美关税政策影响，其中2019年来自芬

兰的进口量占比持续增长，而来自于美国的进口量占比

下降。其他主要来源国进口量占比下滑，主要受经济增

速放缓导致需求增量有限，而加拿大、智利、俄罗斯浆

厂检修增加、技改及突发性事件影响。上述5个国家占到

中国进口针叶浆的89%市场份额。

中国进口阔叶浆的主要来源国为巴西、印度尼西

亚、智利、乌拉圭和加拿大。而来自于巴西的进口量持

续增长，2019年为612.87万吨，占比52.02%，较2018年

减少3.05个百分点，受巴西主要浆厂年初放量有限、后

卓创观察：公共卫生事件叠加宏观因素，

纸浆能否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
⊙ 常俊婷（卓创资讯纸浆分析师）

期持续增量释放影响。上述5个国家占到93%的市场份

额。

据卓创资讯了解到的数据显示，2019年芬兰纸浆出

口量415万吨，同比增长12%，出口金额下降10.2%。亚

洲、欧洲是芬兰纸浆主要出口地区，合计占83%，而中国

占到42%。

2019年巴西纸浆出口1472.6万吨，同比基本持平，

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0.6%。对中国出口金额占其出口总额

的43%。

2019年俄罗斯木浆出口量205.2万吨，出口到中国

的数量占其总出口量的77%。

卓创资讯分析，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针叶

浆、阔叶浆的主要来源国，亦把中国市场作为主要出口国

家，两者相互依赖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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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明显的增量。4月份中国主要港口反馈到货数据相对

正常，其中常熟港到货量在35万～36万吨，青岛港到货量

在30万吨左右。

国内纸浆需求在缓慢恢复，但由于年前纸厂备有原

料库存，港口库存下降速度略显迟缓，3月中旬，国内青

岛港、常熟港、保定地区、高栏港纸浆库存较上旬下降

2.82%。纸厂开工率提升有限，目前文化用纸受线上办

公、教学等因素影响，下游印刷厂订单一般，导致整体出

货速度受限；生活用纸企业虽已开工，但开工负荷多未

恢复至正常水平；白卡纸企业开工情况相对较好，主要

受益于后期对白纸板替代部分的红利。

产品替代性。目前国内溶解浆厂家基本已全部暂停

排产，部分转产本色浆，而溶解浆进口依存度持续攀升，

2019年在80%。目前了解到粘胶短纤基本亏损，承兑含

税价9650元/吨，处于历史第二低价，周度实盘交投利

润率在-17%。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国外市场曾有转产

溶解浆计划或有延后可能，间接影响纸浆供应层面。

产品价格。针叶浆、阔叶浆价格年后一直处于横盘

整理状态。文化用纸出现松动迹象，白卡纸价格无明显

提涨，仅生活用纸价格因其刚性需求属性而略有上扬，

利润高于其他纸种。纸浆系价格上扬受阻，但下跌亦受

成本面制约，空间有限，预计短期浆价震荡整理为主，

业者观望情绪浓郁。

整体来看，多方因素博弈，但因成本面、供应面及

纸浆期货特性，短期浆价窄幅震荡整理为主。

卓创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目前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偏

大，拐点暂未出现，而纸浆行业自身供需的不确定性因

素亦在发酵，在多方博弈之下，短期业者谨慎观望，浆价

震荡整理为主。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供需双方影响粘性增

加，供需增速亦或受限，主要体现在新增产能投产时间的延

迟释放，建议关注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国外浆厂尤其是巴西

浆厂后期的操作策略、实际需求回暖情况、铜版纸厂家发函

减产带来的市场心态变化及浆厂一季度报。

国际纸浆供应格局暂变化有限，供应方官宣不多

据世界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欧洲木浆产销

相对平稳。最大的木浆消费市场在亚洲，占比36%；美洲

产量占51%。

从3月22日实时疫情地图来看，欧洲为重灾区，其中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确诊人数较多，在1万人以

上，而意大利、法国在生活用纸产量排名中居前10名；

阔叶浆的主产大洲——南美洲相对较轻，巴西当时确诊

1110人。

据闻Suzano、CMPC、Ence、Klabin方面，工厂封

闭管理生产，办公室人员居家办公，加强防疫措施。

宏观、供需、替代品多方因素交织，短期浆价震荡

整理

卓创分析，发稿时主产浆国或浆厂暂未明确发布公

共卫生事件影响其生产的官方消息。短期来看，纸浆供

需情况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不明朗，但建议考虑在欧洲消

费部分被迫转移至亚洲市场风险，且在美联储降息、美

股月内熔断、原油价格重挫等宏观因素影响下，纸浆恐

难善其身，但却能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据卓创资讯监

测数据显示，年后木浆价格震荡整理为主，针叶浆含税

价在4400～4650元/吨，阔叶浆含税价格在3700～3750

元/吨。影响浆价走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运输方面。第一个是海运方面，体现在各国港口出

现的防疫措施加强而带来的海运速度放缓的可能，集装

箱周转率下降，造成的运输成本面上升风险，进而影响

木浆外盘报价；另外一方面，国内运输方面，目前国内物

流运输在逐步恢复。

供需情况。国外例行、突发、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

致的检修不断，针叶浆市场影响较大，后期针叶浆市场

有收紧风险，加之成本线因素存在，浆价短期震荡整理

为主；阔叶浆方面则主要看巴西巨头操盘策略，从2020

年2月份出口到中国情况来看，45万吨的量低于2019年均

值，但在2017～2020年的同期中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数

值，较2020年1月份环比下滑43%，预计4月份到货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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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对纸包装行业需求前景的影响分析
⊙ 周海晨（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

新版“限塑令”发布之后，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周海晨表示：在新版“限塑

令”推行的背景下，纸包装将成为塑料包装最优的替代选择，而箱板瓦楞纸和白卡纸将作

为替代塑料包装的两个主要纸种，随着新版“限塑令”的逐步实施，产量将随之明显增加。

另外，周海晨还表示，除替代需求外，包装纸行业内生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2020年底前，禁

止生产和销售厚度＜0.025毫米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

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与吸管，全面禁止废塑料进

口等。2022年底前，逐步扩大上述实施范围，全国宾馆

酒店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重点邮政快递网点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

少塑料胶带使用量。2025年底前，继续扩大实施范围，

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消耗强度下降30%。详见表1。

1  限塑令推行背景下，纸包装将成为塑料包装最

优替代选择

针对塑料包装的环保问题，纸包装不仅可二次使

用，即使丢弃，仍然可降解。与此同时，纸包装具有防

潮、防水、防霉、无菌、高柔韧性、防撕裂性、硬度可控

性等特点。

欧洲法令给包装行业指明三个方向：减少包材使

用量、可二次使用、可增值（如回收利用或可焚烧供暖供

热），推动纸包装在欧洲的应用，并在纸包装行业已奠

定技术基础，可供国内借鉴使用。纸包装对塑料包装的

替代，主要集中在箱板瓦楞纸和白卡纸两个方面。

2  箱板瓦楞包装

快递塑料包装被禁止使用，推动箱板瓦楞纸包装

需求增加。国内快递行业发展迅猛，带动快递包装需求

高速增长。

2019年，中国快递行业消耗塑胶袋超过250亿个、

包装箱315亿个、胶带535亿米、气泡袋95亿个。根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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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讯统计，2017年快递用纸板占箱板瓦楞纸总需求的

4%，假设该比例在2019年提升至5%，那么在2019年箱

板瓦楞纸总消费量约4500万吨的前提下，315亿个纸箱

对应225万吨箱板瓦楞纸需求；如果250亿个塑胶袋需

求转化为纸箱包装，假设单个纸箱质量不变，对应箱板

瓦楞纸需求增加179万吨，带来需求增量4%。

3  食品卡

外卖行业快速成长，叠加限塑令影响，一次性塑料

餐具被逐步禁止使用，推动食品卡需求、环保纸塑餐盒

快速增长。

当前外卖包装中塑料包装、泡沫包装仍是主流，有

调研机构就外卖包装对100名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发

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的受调查者在外卖中收到

的是透明的一次性塑料餐盒；21%的受调查者收到的是

泡沫餐盒；其他包装占12%，而可降解纸质餐盒包装仅

占1%。2019年全国外卖平台订单量约143亿单，按平均

每单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计算，则年度塑料

盒消耗量=143亿单×3.27只/单=469亿只。假设单个纸

外卖盒质量为20克，外卖塑料餐盒的替代需求为469亿

×20克=94万吨食品卡需求，带来需求增量12.6%。

除替代需求外，包装纸行业内生需求不断增长。包

装纸跟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国内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

仍保持5%～6%增长，居民消费仍稳定增长；中美贸易摩

擦得到阶段性谈判成果，外部出口压力缓解。国内经济

持续发展带动对包装纸行业需求的稳定增长，叠加快

递增长、外卖增长等行业红利，包装纸内生需求仍能稳

定增长。

限塑令的实施加速国内纸包装对塑料包装的替代效

应，激发国内包装纸的潜在需求；伴随国内经济的稳健增

长，包装纸内生需求向好。我们始终认为，包装纸作为造纸

行业的重要子分类，未来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表1  限塑令实施内容详情

2022年底

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实施范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

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成

区。

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

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餐具。

全国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

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

过设置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

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

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

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

2020年底

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

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

聚乙烯农用地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

的日化产品、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

造塑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

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

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

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

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2025年底

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乡镇

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停止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

强度下降30%。

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

店、民宿。

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

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

等。

禁止生产、销

售的塑料制品

禁

止

、

限

制

使

用

的

塑

料

制

品

（1）不

可 降 解

塑料袋

（2）一

次性塑

料餐具

（3）宾

馆、酒店

一 次 性

塑料用品

（4）快

递塑料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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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限塑令”，限制了什么？又将促进什么？
⊙ 曹慧（卓创资讯研究员）

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

文，再提限塑令，这是自2008年首次提出全国范围内的

限塑令之后12年又一次重提限塑。新版限塑令与以往最

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禁止、限制塑料制品

的具体要求和既定目标，并把塑料制品这一大类正式作

为禁止、限制的主体，同时对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塑料制

品均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这与2008年实施的仅限制生

产、使用、销售塑料购物袋的内容相比，更具有指导意

义和实施可能。而反观2008年限塑令文件，在某种意义

上来说则更倾向于在社会大众群体中形成限制塑料使

用这一公共意识。

卓创资讯预计：在限塑令的推进

过程中，纸包装需求会再次增加，基

于目前塑料袋和外卖包装的年使用量

400万吨计算，同时考虑到快递相关业

务的无纸化及包装耗材的再利用，预

计未来纸包装能够替代的塑料制品占

塑料制品总量的6%～10%左右，量级

水平在700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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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版限塑令的主要内容

1  艰难限塑路：限塑令都限制了什么

对于2008年正式实施的限塑令，公众对其多有失

望，认为在实施之后的十年时间，并没有减少社会对于

塑料袋的使用总量。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2018年的

10年间，塑料制品年产量持续保持正增长态势，尽管增

速有所放缓，但塑料制品累计增长量仍在2014年突破了

7000万吨，年人均塑料制品表观消费量超过40千克，首

次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塑料制品作为一种轻便廉价易成型的工业制品，能

够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并节约企业运营成本，而以互

联网为基础的电商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是助推了塑料制

品产量的快速增长。2008年11月底数据显示，我国网民

人数2.9亿并首次超过美国，而截至2018年我国网民数

量已超过8.3亿，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则达到6.1亿。可以

说，伴随着消费互联模式的发展，塑料制品消费量得以

持续增长。以当下最普通的在线外卖业务为例，有机构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在线外卖业务理论上会产生共

计422.4万吨的塑料制品垃圾，总量是上一年度的3倍之

多，占全年塑料制品产量的6%左右，其中包括360万吨

塑料盒、49.2万吨塑料袋以及

13.2万吨塑料勺。

而快递业务中对于塑料

制品的消耗则更为惊人。2018

年，快递业共消耗快递运单逾

500亿个、编织袋约53亿条、

塑料袋约245亿个、封套57亿

个、包装箱约143亿个、胶带约

430亿米，包装胶带一年的使

用量可以缠绕地球1077圈。根

据卓创数据统计，国内塑料制

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经济发

达及人口密集地区，其中2018

年数据显示华东及华南地区

塑料制品产量全国占比超过

70%，而具体数据显示，其中

仅广东及浙江两省的产量占

比就超过全国水平的40%，同时广东和浙江作为国内轻

工制造产品大省，更是快递业务量数一数二的省份，仅

其两省的快递业务总量就占全国业务总量的近50%。

新的限塑令来了，它到底能够限制什么？可以看

出，这次限塑令中对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快递塑料包装

胶带等的使用限制赫然在列。另外，对于塑料制品的生

产端，一方面仍然是延续了2008年禁止生产使用销售

超薄塑料袋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于超薄聚乙

烯农膜、医用废塑料再生等终端大宗产品以及一次性发

泡塑料餐盒、塑料棉签、塑料微珠日化等普通消费品的

生产禁止要求。

早在2010年根据工信部国家淘汰产能目录的要

求，商品零售用超薄塑料袋已被列入淘汰产能目录，目

前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在市场上流通的塑料袋厚度及质

量要求均符合标准，对于生产端的影响或不明显。一次

性发泡塑料餐盒在经历了2000年被淘汰、发泡剂由氟

利昂变为丁烷的生产技术升级、2013年再次被恢复三

个阶段后，目前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又再一次被列入

禁止生产销售的名单之中。目前发泡塑料餐盒原料主要

为EPS，这一类型的发泡塑料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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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托盘以及保温建材领域，而食品包装容器消耗占

比不到5%，其中发泡餐具类的消费量更是十分稀少。根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2018年国内泡沫塑

料产量242.43万吨，同比增长10%，其中又包括了EPS、

EPP、EPO等功能性各异的泡沫塑料品种。

而超薄聚乙烯农膜产能在近几年随着“三去一降

一补”政策的不断推进，市场空间逐步收缩。据卓创分

析，目前限塑令中对聚乙烯农膜的禁止要求，将影响到约

10%以下的农膜产能；对需求端而言，由于超薄农膜的使

用周期短，且进入农田后的残余处理复杂，选择超薄农

膜的农户更是十分有限。统计局数据显示，农膜需求量

增长2015年达到顶峰，之后连续三年均有所回落，2017～

2018年两年间平均以2.6%左右的速度持续减少。

2  新版限塑令：可替代品的空间有多少

对于限制塑料制品而言，积极地寻找相关替代品

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面对消费占比庞大的外卖塑

料餐盒和快递包装制品，选用其他材料制成的产品会

面临资源、成本、利润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

布袋和可降解类包装一方面面临造价成本偏高，

另一方面在使用场景上也多有限制，同时可降解类包装

的生产技术工艺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目前

可降解包装制品的生产仍然停留在向塑料中添加纤维

素、光敏剂等使其稳定性下降的助剂这一类技术层面，

可降解仅仅是通过回收再利用的工业化处理能够减小

对环境的压力，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全降解的环境

友好型产品。

而更值得一提的则是纸包装产品作为替代品的解

决方案。由于纸产品原料来自于天然木材或其他植物

纤维，对于环境造成的压力明显小于塑料这一类高分子

制品。预计在2020～2025年期间，纸包装产品的需求将

呈现大幅增长。根据卓创数据统计，我国纸包装产品中

2019年瓦楞及箱纸板总产能约达到7000万吨，同比仍

呈增加趋势；但消费量水平近几年有所下滑，瓦楞及箱

纸板在2017年需求量达到顶峰之后，连续两年均呈现下

降趋势，2019年消费需求减少至4700万吨左右，较2017

年下降了1.5%左右。相信在限塑令的推进过程中，纸包

装需求会再次增加，基于目前塑料袋和外卖包装的年

使用量400万吨计算，同时考虑到快递相关业务的无纸

化及包装耗材的再利用，预计未来纸包装能够替代的

塑料制品占塑料制品总量的6%～10%左右，量级水平在

700万吨左右。

图3  塑料制品的生产区域分布

图4  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及其增长率

图2  塑料制品的累计产量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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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企的下一个利润增长点：

国产废纸的高性价比利用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宋雯琪 张洪成  通讯员 赵广团 齐航军

今年是“十三五”收关之年，也

是国家确定的固体废弃物实现零进

口的目标之年。2017年7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的

目标，完善进口固体废弃物管理制

度，切实加强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

管理，并制定禁入洋垃圾入境的时

间表、路线图。自此之后的两年多，

一部分“洋废纸”被作为“洋垃圾”

堵在国门之外，造纸行业每年进口的

废纸量持续锐减。2018年累计进口

废纸1705.5万吨，同比2017年全年

的2572万吨下降33.7%，2019年1至9

月累计进口废纸量同比下降30%。而

随着固废进口禁令的不断推进，进

口废纸量仍将逐步缩减。

“洋垃圾”阻击战的开展是我

国实现生态绿色发展的必要措施，

但不得不说这对于造纸行业来说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占全国纸浆总量

20%以上进口废纸的缺口该如何弥

补，成为了近两年来行业探讨的重点

课题。提高国产废纸利用率、加快

新型废纸回收链条建设、推进林浆

纸基地建设等措施，无疑是从长远

角度解决造纸行业原料供应问题的

必要措施。而面对废纸供应量减、

质降、价升已成定局的新形势，造纸

企业通过合理调整工艺流程、优化

设备性能，以达到使用质量较差的

纸浆原料生产质量较好的产品，并

提高原料利用率，或许是更加现实、

更具性价比的途径。本刊记者了解

到河北秦皇岛某企业的一条由山东

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杰锋机械）供货的年产20万吨高强

瓦楞原纸制浆生产线，利用国产低

档废纸原料生产出中高档高强瓦楞

原纸。带着如何高效利用国产废纸

原料的问题，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

——走访年产2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制浆生产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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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生产线的供货商和运行企业，

本文通过介绍生产线的实际运行情

况以期待为行业找到一条高性价比

利用低档国产废纸的途径。

从客户和市场出发是定制化服务

成功的基础

近十几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市

场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瓦

楞纸箱行业的兴盛，其生产量和消

费量迅速提高，且今后仍具有广阔

的市场空间。然而自2017年国家实

施“禁废令”措施以来，我国的箱板

瓦楞纸生产企业面临着“一废”难

求的困境，特别是中小规模的箱板

瓦楞纸生产商，不得不选用国产低

端废纸原料，可这便给整个生产线

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带来了不小

的挑战。杰锋机械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接下河北秦皇岛某企业年产

2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制浆线项目，

第一时间组织研发部、技术部、项

目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题研讨，

根据他们多年制浆设备研发和制造

经验，依托杰锋机械秉持的温和碎

浆、柔和筛选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积

累，结合多家造纸企业实际使用结

果的反馈意见，确定了该项目的设备

配置和工艺选定原则。

杰锋机械资深工程师赵广团作

为整个项目的全程参与者向本刊记

者介绍说，本项目在设计之初便商

定好了流程和设备的几个关键点。

主要有：（1）制浆过程采用温和方

式，尽量避免杂质被破坏，保留杂质

原有尺寸；（2）优化流程拦截尺寸的

前后配合，在流程的前端尽快尽早

把杂质去除；（3）选用节能型设备

配置，降低电能消耗；（4）选用对纤

维切断作用轻微的部件，尽量保持

纤维的原有长度；（5）根据原料和

纸机车速，考虑去除和保留的灵活

性，提高废纸利用率；（6）精筛尾渣

不外排，在生产流程内消化。赵广

团表示，正是由于在项目设计之初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杰锋的经验与特

长，确定的符合所使用原料特点的

工艺流程和设备选型，才为后续生

产线顺利调试投产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各个工段的完美衔接是生产线的

“硬核”力量

赵广团工程师在介绍到该条生

产线的突出特点时强调：杰锋机械

在该项目生产线每个工段的设备选

型都做出了精细化的计算与调整，

目的就是使整条生产线能够做到使

用低等级废纸制成质量较好的浆

料，满足较快车速纸机正常运行的

要求，同时保障制浆生产线较低的

运行能耗、较高的原料利用率，达到

较低的单位产品废纸消耗。

该项目的碎解工段采用D型水

碎连续碎解工艺，碎浆机转子采用

标准伏克斯式。针对该项目原料杂

质含量高、长纤维含量低的情况，通

过计算机模拟流体力学模型，把碎

浆机转子的主翼弧度角度、副翼高

度、迎浆面角度、线速度等参数进行

了优化设计，目的是适当降低水平方

向水力剪切作用，小幅提高垂直方

向水力剪切作用，强化纸片之间的

相互搓揉，达到提高碎解浓度、减少

杂质破坏、减少纤维切断的效果。

粗筛选工段采用四段配置，兼

顾拦截尺寸、杂质去除、纸片疏解、

通过量等功能的优化组合。压力筛

选用杰锋机械经众多用户验证的高

效节能产品，转子叶片外轮廓线、筛

鼓波纹角度、线速度、配合间隙等参

数均按照浆料品种、筛选浓度、工艺

位置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其中第三

特 写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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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选用疏解效果好、轻杂质分离更

彻底的轻渣分离机（苹果筛），尾渣

选用效果温和的圆筒筛，回收纤维

的同时避免杂质被破坏。

净化是浆料在除砂器内高速旋

转、靠离心力的作用将比重大于水的

重杂质分离出来，离心力和浆料流速

成正比，和除砂器直径平方成反比。

在流速一定的情况下，除砂器尺寸

越小，离心力越大，重杂质去除越彻

底；除砂器运行浓度越小，重杂质分

离阻力小，有利于去除。目前国内因

原料紧张，大部分企业生产瓦楞原

纸时选用低等级废纸，这种废纸涂

布类纸含量高、废纸浆中的小颗粒

涂料去除需要较低的除砂浓度，这

样就会导致能耗和废纸消耗升高，

增加生产成本。事实上，瓦楞原纸制

浆，部分小颗粒重杂质应适当保留，

通过助留剂作用在纸页中适度留存，

可以降低消耗和成本，提高纸页的

均匀度。

在该项目的除砂器配置中，杰

锋机械采用了小尺寸除砂器、中低

浓度运行的设计理念，选择性去除

较大重杂质，保留部分小颗粒，做到

了降低成本和保证浆料质量的统筹

兼顾。单支除砂器通过量为450L/

min，排渣口底部中间用反冲水冲洗

防堵，末端配置节浆装置，运行浓度

1.5%～2.0%。

废纸浆中对抄造影响最大的

是胶黏物含量，胶黏物的存在会堵

塞纸机成型网孔、毛布脱水孔、粘压

榨辊、粘烘缸干网等，给抄造造成

困难。在没有配置热分散作为最终

把关的情况下，胶黏物去除率与筛

选浓度、筛缝、筛鼓棒条波纹角度、

转子形状、筛选压力等多因素有关，

各因素的最佳组合才会配置出产量

高、胶黏物去除率高的精筛设备和

流程。杰锋机械基于40年压力筛设

计制造经验，经过多频次多参数改

进摸索，依靠多家用户使用反馈，在

精筛最佳配合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数

据模型。该项目精筛选系统设置如

下：精筛转子选用正压值小、作用时

间长的形式；筛鼓棒条选用轻渣分

离效果好的截面；配合间隙有利于

渣浆分离；转速既能满足筛缝清洗

又不能过高导致轻渣通过；排渣率

低，渣浆中纤维含量低；精筛尾渣

在流程内处理不外排，减少纤维流

失。

节能减排、提高原材料利用率达

到客户满意，也是杰锋机械的承

诺

该项目2017年底设备供货，

2018年底投产运行，目前已达到预

定产能和车速。为了进一步了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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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的实际运行效果，本刊记者特

别联系了该生产线的使用厂家。该

项目从设计、安装到运行一直负责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项目的设计、供

货到安装，杰锋机械都体现出了作

为机械设备供应商的专业，因为本

项目的实际安装厂区受限给整个项

目的设计带来了很多困难，而杰锋

机械的项目设计人员都能从实际出

发，既满足安装需求又不影响设备

的实际使用效果，甚至好几处恰恰

是将劣势条件变成了整条生产线的

亮点。

在提到这一项目的实际运行效

果时，该负责人高兴地表示：该生产

线在目前的市场形势下，具有很好

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整条制

浆生产线原材料的适应性非常好。

目前的原料主要是国产低端废纸，

属于C、D级通货，原料中的垃圾较

多，这对生产线非常具有挑战性。而

杰锋机械通过碎解和筛选工段的良

好设计，通过拦截尺寸的合理设计，

使得低档国产废纸在流程中运行流

畅；在该项目的除砂器配置中，杰锋

机械采用了小尺寸除砂器、中低浓

度运行的设计理念，选择性去除较

大重杂质，保留部分小颗粒，这样便

很好地提高了原材料的利用率，做

到了降低成本和浆料质量的统筹兼

顾，使得最后我们的成纸品质有所

保障。据记者了解，杰锋机械通过

设备单元专业化的调整和制浆生产

线各个部件合理的搭配，使得整条

制浆生产线的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

18.6%、原材料利用率提高了3.7%、

成纸物理指标提高了8.4%。这在目

前原材料供应紧张并且质量急剧下

降的局面下，对于使用国产废纸作

为原料的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提高

市场竞争力的利器。  

原料、节能是现阶段造纸行业

的关键词，也是实现造纸行业及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目前

原材料供应紧张而且质量骤降的现

状下，企业只有高性价比的利用原

料并且控制在生产运行中的能源消

耗，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有利的

位置。杰锋机械基于自身40年压力

筛的经验，从制浆单一设备供应发

展成为整条制浆生产线的供应商，

在创新中实现了从“点到线”的转

变。在目前造纸企业节能要求越来

越高，而原料水平却不得不选择国

产低档废纸原料的情况下，此条年

产2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制浆生产线

的供应及达标运行，也再次证明了

杰锋机械作为大中型整条制浆生产

线供应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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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美国及全球造纸行业需求的影响
⊙ Katie Mencke（Fisher International高级顾问）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为

了防止疫情继续蔓延，意大利和中国都采取了封城和隔

离的方式抗击疫情，美国卫生官员也正在为疫情防治做

准备。

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加，人们的焦虑程度也随之

提高。2月24日至25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两天内下跌了

近2000点，这是该指数有史以来最大的两日跌幅（以点

数计），美国市场对此感到担忧。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股市也出现震荡，2月24

日产生了自2016年6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伦敦CMC 

Markets首席市场分析师Michael Hewson表示：“毫

无疑问，金融市场的反应意味着疫情持续时间可能比许

多人想象的还要长一些。就目前形势来看，金融市场短

期内不会回归平静，长期来看市场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和波动性，这意味着投资者也将不得不适应这一情

况。”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携手应对疫情，但是疫情

对单个行业的潜在影响仍是巨大且多样的。对此，费雪

针对疫情情况分析了其可能对纸浆和纸制品需求带来

的影响。

1  潜在负面影响：快速消费品需求放缓

疫情可能会影响消费方式，进而影响整个经济模

式。从造纸行业的角度来看，这将最直接影响对包装的

需求。

以两个国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为例，苹

果公司和微软都已经提醒投资者，疫情期间三月份的收

入预计将低于预期，也表明了对产品包装的需求相应

减少。

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在中国的产品需求

已经受到影响，在中国的所有商店以及许多合作伙伴商

店都已关闭。此外，即使能够营业，商店的营业时间也

减少了，客户流量也非常低。”

随着病毒的全球性蔓延，各国消费者很可能会表

现出与中国类似的行为。美国知名科技博客Bu s i n e s s 

Insider消息指出，从全球来看，疫情暴发仍处于不可预

测的阶段，因此苹果公司并没有提供新的收入预算。

2  中国纤维原料进口下降，美国纸浆供过于求

随着包装需求的减少，中国对纸浆原料的需求也

相应减少。中国是国际纸浆、纸、木材的购买主力，据

FisherSolve Next统计，过去10年中，中国进口的商品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携手应对疫情，但是疫情对单个行业的潜在影响仍是巨

大且多样的。对此，费雪针对疫情情况分析了其可能对纸浆和纸制品需求带来的影

响。据分析，全球疫情导致各大企业的停产或减产，将使快速消费品需求量下降；而

目前中国纤维原料进口量的下降，导致美国纸浆供过于求局面突出；而随着疫情控

制措施的逐渐加紧，手帕纸和纸巾的消费量将有望实现正增长；另外，疫情期间，多

地政府规定人们必须留在家中，出于自我防护的需要，许多人依靠食品和货物的网

上配送服务，因此拉动了对包装的需求，可能使瓦楞材料的需求增加。

环 球GloBAl

75
Apr ., 2020  Vol.41, No.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使美国商品更难以（更昂贵）出售给潜在进口商，这无

疑降低了美国出口商的利润。

美元指数（DXY）从2019年底的96.39升至今年2

月20日的99.86，此外，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9

年底的1.92％降至今年2月27日的1.27％。不过这也同

时说明了市场竞争从动荡的股票市场转向更稳定的投

资方向。

3  需求正面影响：手帕纸和纸巾消费有望增长

随着疫情控制措施逐渐加紧，全世界的卫生官员

都强调了卫生和消毒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避免传播

疾病的最简单措施（也就是洗手）可能对行业需求产生

巨大影响。

一次性手帕纸应该是在公共浴室擦手的首选方

法。因为美国微生物学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热风

干手器仅仅可以分散手上的细菌或使细菌沉积在表面

上，即使是刚刚洗过的手。

不难发现，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卫生产品消费

国，出于消毒的需求，人们大量购买储存卫生纸和纸巾

等一次性产品。

中国也出现了这一情况，据Digiday报道，2月10日

至13日，中国电子商务网站苏宁网上消毒剂De t t o l的销

售额同比增长了643％。

4  电商需求增长

受疫情影响，公众需要购买的不仅仅是消毒剂，

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并配送。

Practical Ecommerce网站报道说：“由于隔离的需要，

消费者对在线配送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阿里巴巴和京

东等电子商务平台招聘数千名临时工应对这一情况。”

疫情期间，多地政府规定人们必须留在家中，出于

自我防护的需要，许多人依靠食品和货物的网上配送服

务，因此拉动了对包装的需求，可能使瓦楞材料的需求

增加。

不过现在确定疫情对瓦楞纸行业的影响还为时

过早，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电商热情，我们可以猜测，

如果疫情持续升级，美国消费者也将转向亚马逊等电

商平台进行网上消费，从而避免与其他消费者的直接

接触。

图1  2010～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商品浆进口比例

图2  全球主要国家对中国出口额（包含市场所有产品）

图3  世界各国人均生活用纸消耗量

环 球 GloBAl

浆占世界纸浆进口市场的三分之一。

纤维原料供过于求的现象给美国出口商带来一定

压力。受到疫情影响，投资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不安情

绪带动了对美元的投资，因为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

美元通常被视为避险资产，从而使美元有所升值，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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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以来，外商在北美地区拥有的纸浆和造纸厂

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图1），当时占据最大份额的外资

来源国为瑞典和南非，目前印度尼西亚已成为北美浆纸

行业最大的外商投资国，其次是瑞典。

除巴西和智利外，全球主要浆纸企业几乎都在北美

市场进行了投资，无论是特种纸、包装纸、生活用纸还是

纸浆，这些产品投资都符合北美地区的市场发展模式。

外资工厂占北美商品浆供应量的15％以上，占生活

用纸市场的10％，特种纸市场的20％以上，平均占整个

北美纸浆和造纸总产量的10％。尽管印刷和书写纸领

域份额有所下滑，但是许多文化纸纸机已经进行改造升

级，从而生产更具潜力的纸种，例如箱纸板等。

如今，全球15个最大的纸浆和造纸生产商中有10

家在北美设有工厂，包括APP、玖龙、UPM、Smur f it 

Kappa和Nippon Paper。仅在过去的两年中，外国公司

在美就收购了15家工厂。例如，中国和印尼公司收购了许

多文化纸工厂，转换为生产商品浆和包装纸板；英国DS 

Smith开始进入美国制造业市场；Ahlstrom-Munksjö

收购了北美中西部的Expera Specialty Solutions工厂

的资产等。

推动因素

差异化的市场动态是促使跨国公司向不同地区扩展

业务的主要动力。就制浆造纸业而言，生产商在北美投

资的几点原因包括：规模庞大，成熟且稳定的市场，具有

可观的利润率和主要细分市场的低分散性；拥有印刷书

写纸、新闻纸等可用于转换升级的资产；纤维供应充足

（原始和回收利用）；分散风险的愿望；建立商业惯例和

经济/政治稳定。

例如，在箱纸板领域，我们注意到，基于供应结构和

当今的价格水平，即使是成本较高的生产商，也有获得

可观利润的机会，这对外商投资非常有吸引力。

就可转换的潜在资产的可用性而言，北美大部分文

化纸工厂集约性强，具有完备的纤维供应链，因此在生

产线转型升级方面具有优势。

潜在的市场影响

外商投资可能会在多个方面对市场造成影响。例

如，新的外资进入时，为了打开市场，一开始对利润的要

求较低，从而可能对市场价造成影响。新的投资还会带

来新的产品和技术，从而加剧竞争，例如轻型高性能包

装纸板，更高质量机械配料以及差异化的阻隔材料等领

域。

造纸行业的供应商也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外国买家

在采购时可能会有不同的期望和行为，并可能对供应商

提出全新的销售和服务要求。

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尚未影响行业整合。但是，随

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整合以及分散地域投资风险的需要，

可以预计北美地区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此外，目

前全球都在继续寻找成本更低、更高质量的纤维原料，

北美也可能成为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

北美有望成为全球浆纸行业外商投资高地
⊙ Patricia Marques（Fisher International）

环 球GloBAl

图1  北美外商投资发展变化（200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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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发布声明，努力降低疫情对行

业的影响
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CEPI）针对疫情

对行业和社会的影响发布声明，希望努力降

低疫情给行业带来的损失，为行业发展作出

指导。

声明内容主要有：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非常关注疫情发展情况，重视对行业造成的影响，

并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来确保行业员工、运输运营商和客户的安全。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

当前多国隔离封锁情况下，确保欧盟公民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保障饮食、卫生和健康的需

要。因此，联合会正在努力与其他有关行业合作，尽可能确保欧洲的供应安全。在此期间，卫

生纸和卫生产品对于个人卫生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建

议——经常洗手和擦手，卫生产品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纸类包装对于生活必需的食品和药

品运输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呼吁当地社区在疫情期间不要中断废纸回收，否则将在数周之内

造成行业原材料短缺，影响纸业生产。此外，由于此前大量集装箱滞留在中国港口，导致集装

箱不足，因此希望行业企业能够在集装箱边境检查和货物延期交纳方面获得各国政府的理解

和支持。预计疫情还会进一步影响企业运营和社会发展，联合会将继续支持欧盟机构和各国

政府的工作。

芬林集团将在芬兰建造全球最现代化的锯木厂

欧洲

EUROPE

芬兰劳马锯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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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林集团旗下芬林芬宝公司已决定在芬兰劳马（Rauma, Finland）建造全球最现代化的

锯木厂，投资额约为2亿欧元。项目将于2020年春季启动建设，计划于2022年第三季度投产。据

悉，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会对建设进度产生影响。

劳马锯木厂每年将生产约75万立方米的松木锯材，将致力于投资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工厂将在锯切过程的不同阶段使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这将是一项重大新进展。

新锯木厂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物流运输，可以高效地对接木浆厂，并通过劳马港为客户

提供顺畅的锯材物流服务。一体化工厂和木浆厂之间将产生一系列协同效应，覆盖发电、旁流

利用、物流与服务等领域。锯木厂对环境的影响将被降至最低。例如，从设计阶段开始，噪声

管理就始终被纳入考虑范围，并很好地体现在了工厂建设以及设备与机械的选用中。

芬林芬宝已与Veisto公司就新锯线的交付达成了协议，其中有80%的部件将产自芬兰。与

其他设备供应商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公司已与AFRY公司签署了有关锯木厂建设规划的协议，

并与A-Insinöörit公司签署了有关建设管理服务的协议。

此外，芬林集团还将继续推进产能为150万吨纸浆的凯米生物制品厂的前期工程项目。3

月6日，芬兰拉普兰ELY中心（经济发展、运输和环境中心）针对凯米生物制品厂的环境影响评

估（EIA）报告已经做出了支持决定并给予相关意见，从而完成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EIA）

流程。

工厂投资额约为15亿欧元，每年将生产约150万吨的针叶浆和阔叶浆以及许多其他生物制

品，不会使用任何化石燃料，其电力自给率也将达到250%。这将进一步巩固芬林集团作为芬

兰可再生生物质电力生产商的重要地位。

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公布2月文化纸和包装纸月度

报告
美国印刷书写纸月度报告显示，与2019年2月相比，今年2月份印刷书写纸总出货量下降了

5％。美国购买印刷书写纸总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与2020年1月相比，印刷书写纸总

库存量增加了1%。

美国2月份购买的无涂布原纸（UFS）同比减少了7％，而库存水平与2020年1月相比则基本

持平（+0.3％）。UFS进口量同比减少了36％，而出口量比2020年1月增加了31％。

涂布原纸（CFS）出货量同比增加了2％，而库存水平与2020年1月相比增加了3％。2020年1

月，CFS进口量减少了19％，出口量增加了20％。

美国2月份购买的涂布机械浆纸（CM））同比减少了13％，而库存水平则比2020年1月增加

了7％。与2019年1月相比，CM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下降了17％和5％。

未涂布机械浆纸（UM）的发货量同比减少了5％，而库存水平与2020年1月相比减少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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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纸和特种包装月度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包装纸和特种包装的总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2％，开工率为86.9％，比2019年2月下降1.0个百分点，年初至今下降2.0个百分点。2月底库存

与上月基本持平（+77短吨），与2019年2月相比减少了6000短吨（short tons）。

疫情期间，美国瓦楞包装行业保持供应链稳定
疫情期间，美国瓦楞纸箱制造商正在努力保持生产和供应稳定，为基本产品制造商提供

包装纸板，包括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医疗和制药产品、卫生纸和卫生用品包装企业等。

美国纸箱协会（Fibre Box Associati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Dennis Colley说道：

“瓦楞包装是美国产品供应链的骨干，虽然疫情发展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希望能

够保证行业正常运营，并向商店、药房和医院等提供食品和医疗包装，保障居民健康。”

食品药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些商品的供应中断会给全国各地消费者带来巨大困难。因此

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的指导下，瓦楞纸板制造商

致力于继续确保正常运营和生产，以保障产品包装供应链。

纸箱协会也与美国森林与造纸协会（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合

作，鼓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将瓦楞纸包装业列为生活必需品行业，从而排除风险，降低

疫情对供应链的破坏。

国际纸业出售巴西瓦楞纸板包装业务
美国国际纸业于3月29日宣布已达成协议，将以3.3亿雷亚尔的价格将其巴西瓦楞包装业

务出售给Klabin SA，主要包括三个包装纸板厂和四个纸箱厂。这项交易预计将在2020年下

半年完成，但要取决于某些完成条件和监管部门的批准。出售之后，国际纸业仍将继续在巴西

经营其造纸和林业部分的有关业务。

疫情期间，Rayo n ie r暂停加拿大七家工厂新闻纸和

锯木生产
据外媒消息，行业著名新型材料公司Rayonier Advanced Materials将在疫情期间停

止不必要的生产活动，其中包括七家位于加拿大的工厂，将会根据情况实行停机或削减生产

量，以应对疫情的影响。

其中，公司将暂停加拿大安大略省的Kapuskasing工厂新闻纸生产线，其新闻纸产能为

22万吨/年。此外，对于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六个针叶木材锯材厂，Rayonier将

减少生产时间，或者暂停生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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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Fitesa收购Freudenberg南美卫生用品业务
巴西Fitesa收购了Freudenberg南美卫生用品非织造布业务。Fitesa是全球卫生用品非

织造布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计划进一步扩大其产品组合。Freudenberg认为将卫生用品业务出

售给Fitesa，可以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Fitesa首席执行官Silverio Baranzano表示：“对Freudenberg南美卫生用品业务的

收购，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生产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这将有助于我们满足客户的需

求。”

自1985年以来，Freudenberg在巴西成功为南美卫生用品市场提供非织造布。然而，近年

卫生用品市场已从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球性市场。Freudenberg高性能材料部门首席执行官

Frank Heislitz表示：“在Fitesa面向全球卫生用品市场的策略下，我们当前的区域业务可

以得到更好地长期地发展。”

大王制纸进军巴西生活用纸市场
据外媒报道，日本大王制纸和丸红同意以23亿雷亚尔收购巴西Santher纸业全部股份。

Santher纸业是巴西一家生活用纸生产商，大王制纸和丸红分别出资51.0%和49.0%，通过巴

西合资公司H&PC BRAZIL PARTICIPAÇÕES S.A.全资收购Santher纸业100%的股份。

巴西是世界第四大卫生用品和个人护理用品市场。由于巴西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显著，其

家庭和个人护理用品市场过去五年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其消费需求将会大幅增加。

Santher纸业成立于1938年，在巴西从事个人护理用品如生活用纸、卫生巾和纸尿裤

的生产和销售。Santher纸业拥有“Personal”品牌卫生纸和“Snab”品牌厨房纸巾，其中

“Personal”品牌卫生纸得到当地消费者较高评价。但由于经营不善，从2018年开始，该公

司一直在进行业务重组以偿还总计达5亿雷亚尔的债务。

大王制纸预计巴西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收购Santher纸业则是基于长期愿景战

略的考虑，认为此次收购是进军巴西市场的绝佳机会。丸红则认为，此次收购是将卫生纸、卫

生巾、纸尿裤等产品推向海外的绝佳机会，通过扩大家庭和个人护理用品业务，提供高质量的

产品，为当地民众创造卫生环境和安全舒适的生活作出贡献。

印度实施全国封锁令，行业供应链受到影响，成品

纸价提高
自当地时间3月24日晚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实施疫情期间全国封锁令以来，目前，印度“封

国”已经超过一周，印度全国封锁令将从当地时间3月25日开始，为期21天。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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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本地媒体3月27日消息，冠状病毒导致的全国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了造纸厂的供应

链。需要正常开工的生产单位需向各邦政府申请许可，生产单位在得到邦政府的必要许可后才

可进行。

目前，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成品的供应链都已中断，物流和工厂连续运作都受到影响。为了

响应政府法规，印度知名纸企ITC PSPD已宣布关闭其Bhadrachalam工厂。ITC发布通知表

示：“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公司管理层决定从3月25日起停止Bhadrachalam工厂的生产活动，

具体运行时间另行通知。”

印度另一家纸企Shree Rama Newsprint Limited的全职总监Siddharth Chowdhary

先生也表示：“自3月22日以来，我们已经完全关闭了一台印刷书写纸机的生产活动。但是对于

处于转型阶段的第二台机器，我们面临新闻纸用户和地方政府在生产新闻纸方面的巨大压

力，因此，我们在过去的2到3天内已经继续开始了新闻纸的生产。”

Paswara Papers是印度北部主要的牛皮纸生产商，从3月22日起也暂停了生产活动。公司

董事Vinod Kumar先生说：“这给生产和收入带来了巨大损失，我们不仅需要支持政府遏制

疫情的政策，而且还要维持公司的生存状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放弃贷款利息，

保证商品及服务税递延。”

消息人士称，此次“封锁”严重影响了北方邦（Utter Pradesh）的造纸企业。东方纸业

（Orient Paper & Industries Limited）是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一家主要

书写纸和印刷纸生产商，目前也已停产。

北阿坎德邦（Uttrakhand）牛皮纸生产商PSB Papers Pvt董事总经理Amit Singla先

生表示：“渡过封锁期之后，由于供应链中断，即使市场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成品纸（包装纸）

的需求将下降25％。要使供应链恢复正常状态（包括劳动力、原材料和其他必需物品的可用

性）将花费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Silverton Pulp & Papers Pvt. Ltd.董事Akshay Jain先生说：“这是造纸业的巨

大损失，尤其是在印刷书写纸领域。市场对印刷书写纸的消费需求旺季是从3月到5月，但是如

果封锁持续的时间比损失长，将对市场需求和纸价造成一定不确定因素。不过，我们对包装

纸的未来需求感到乐观。”

由于自封锁令以来，原材料供应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印度纸企Seshasayee Paper and 

Boards也已于3月24日暂停生产，公司市场副总裁P. K. Vasist先生解释说：“目前纸价波动

很难预测，对经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都有影响，解除封锁之后的市场情况也不明朗，不过

可以预计市场开放后，需求将在10至15天内回升。”

尽管政府通知表明造纸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必需产业，但也有纸厂（例如Pasw ara 

Paper）表示，由于疫情发展，许多工人也不愿上班，想在家中隔离以确保安全。除此之外，封

锁令期间，其他必需品如燃料、煤炭和化学品等也比较紧缺。

此外，造纸厂格外担心的问题还有对闲置纸机的大修和维护。工厂和机械的清洁和维护

是一个持续可计划的过程，但是疫情已经破坏了这一流程，有可能造成纸厂内固定资产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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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因此企业希望政府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企业的损失，为了应对21天之后纸厂可能面临的

问题，印度新闻纸制造商协会也已致信各邦政府，提出造纸行业是生活必需产业，希望能够为

纸企后续生产经营提供帮助。

在一些州的新闻纸生产商21天的停工后面临运营困难，联邦政府指示各州宣布纸张生产

是一项基本服务。

受疫情影响，印度纸厂要求免除进口集装箱滞留费

用
据外媒3月28日消息，鉴于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面封锁而导致不可抗力的情况，

印度造纸行业要求在国家实行封锁令期间免除所有进口集装箱的滞留/滞期费。

造纸协会也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因为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封锁，进口货物集装箱大量滞留，

导致滞留费超额支出，因此希望能够对这期间进口集装箱滞留费予以免除。

协会主席兼Paswara Papers Ltd.纸厂董事总经理Arvind Agarwal先生说：“我们要

求政府免除集装箱的滞留费。受疫情影响，大量纸厂所需原材料，即进口废纸集装箱被困在

港口等待通关，但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完全封锁和车辆行驶的限制，无法将集装箱清运至各纸

厂。由于不允许进口集装箱的清关和运输，行业处于严重经济压力下，滞纳金以及港口地租费

用日积月累，甚至可能超过进口货物本身的价值。因此我们要求从封锁期开始至结束之日起，

至少保留10天的免费权限，以简化进口集装箱的清关和提货工作，减少行业损失。”

目前，印度铁路运输部已经决定免除3月22日至4月14日的任何滞期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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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幅宽3800m m，设计车速450m/m i n。根据市场对低

克重高强瓦楞原纸的需求，基于之前2号机成功改造

的经验，公司决定仍将此次主体改造交由杭州北辰轻

工机械有限公司完成。

此次纸机改造部分主要是将之前压部部的三道

压榨改为四辊三压，同时增加了干燥部烘缸的数量，

干部传动改用永磁电机直联（无齿箱）传动，提高了

传动效率和干燥效率，车速得以大幅提升。改造项目

于2019年11月中旬开始启动，原计划于农历春节后开

机，因疫情的影响而推迟了一个月。据悉，公司的2号

机也同样由杭州北辰轻机改造完成，并于2019年3月

份开机运行，车速提升至700m/min。

浙江家家发纸业首台1.8万吨产能卫
生纸机投入运行

本刊讯（鞠华 报道) 3月11日，浙江家家发纸业

有限公司首台高速卫生纸机成功开机出纸。据了解，

该机台是由山东福佳大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新月型高速卫生纸机，全部使用漂白商品木浆生产14

～15g/m2各种生活用纸，单机设计年产能达1.8万吨。

据悉，该公司同时新上4台相同型号的卫生纸机，此次

开机的是1号机，其余3台机不久后将陆续开机生产。

浙江家家发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位

于浙江省龙游县湖镇镇沙田湖。公司虽然于2011年

获得6万吨原纸审批，但是一直没有上纸机，仅仅有

2万吨后道生活用纸加工生产线。基于当前生活用

纸市场状况，公司于2019年初投资约3亿元，并利用

公司现有厂房和空地以及原已经审批的6万吨产能，

同时新增了7万吨技术改造产能,全部变更为生活用

纸。计划共上8台生活用纸纸机，分成两期建设，每

期4条线。待项目全部投产后，将形成13万吨生活用

纸生产能力。

保定市益源纸业年产能2万吨的新月
型卫生纸机开机成功

本刊讯（仟松 报道) 3月6日，河北省保定市益

山东世纪阳光华迈纸业年产80万吨高
级瓦楞原纸1号线成功开机

本刊讯（世纪阳光 消息) 3月27日凌晨，山东世

纪阳光华迈纸业年产80万吨高级瓦楞原纸1号线成功

开机，顺利卷出第一卷纸，并保持了稳定运行。

开机期间，集团公司董事长王东兴、总经理王长

海、副总经理慈晓雷等公司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开机工

作，使连日来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开机岗位的华迈纸业

干部员工深受鼓舞，大家以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和科

学的工作态度进行了多次设备调试，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技术难题，使这条净纸宽度7500m m的德国福伊特

生产线顺利投入试生产。经检测，原纸产品已达到质

量标准。

台州森林造纸1号机成功技改后顺利
开机出纸

本刊讯（鞠华 报道) 3月2日，浙江台州森林造

纸有限公司1号机改造项目顺利完成并开机出纸。据

了解，该纸机主要生产低克重高强瓦楞原纸，改造后

纸机提速到700m/m i n。台州森林造纸1号机安装于

2010年，纸机设备主要由江苏华东造纸机械提供，纸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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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纸业有限公司的幅宽3500m m、车速1100m/min的卫

生纸机一次性开机成功。该纸机年产能2万吨，由保

定市维拓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制造。

纸机采用由维拓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节能型呼吸

式气罩、性能优越的多级湍流式流浆箱及高性能变频

器（1.5～500k W），从而大大降低汽耗、电耗。纸页的

匀度及纵横拉力比已达到有关标准。

云南金晨纸业打造生活用纸生产基
地，2号纸机顺利出纸

本刊讯（仟松 报道) 3月29日，云南金晨纸业有

限公司2号生活用纸纸机成功开机出纸。据了解，该机

台是诸城市大正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月环保节能型

高速卫生纸机，双层流浆箱布置，主要使用进口商品

木浆和部分来自四川的竹浆为原料，生产各种包括卷

纸、抽纸、手帕纸以及面巾纸等系列生活用纸产品。

该公司计划总投资4.6亿元，一期项目投资2.8亿

元，二期项目投资1.8亿元，最终形成年产9万吨的规

模。一期项目1号机由川之江提供的BF-12型纸机已于

2017年6月份成功投产。据悉，该公司也是云南省目前

规模最大的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之一。

联盛纸业总投资220亿林纸一体化项
目在漳浦县签约

据《闽南日报》报道 3月30日上午，联盛纸业林

浆纸一体化项目签约，总投资约220亿元。项目位于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赤湖镇。

联盛纸业年产39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用地

面积约4600亩。项目建设达产后年产值约180亿元，

税收10亿元以上，可新增就业5000人以上。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年产100万吨白卡纸、

12万吨生活用纸、120万吨木浆生产线（配套碱回收

工程），以及动力车间、环保设施、原料堆场、仓储、

码头、办公生活区等配套设施，计划投资130亿元，建

设期限2年。

二期建设年产100万吨白卡纸(配套年产50万吨

化机浆生产线）、18万吨生活用纸、40万吨文化纸生

产线，以及其他配套设施，计划投资90亿元，建设期

限3年。

淄博将打造百万吨木浆分拨中心

本刊讯（钟华 报道) 3月16日，历经47天海上运

输的巴西公牛3万吨木浆中的首批600余吨已运抵淄

博保税仓库，剩余木浆将在一个月内陆续抵达。这是

淄博内陆港正式启动后，保税园区利用得天独厚的优

势为形成淄博及周边地区纸类企业聚集而采取的措

施，将打造100万吨木浆分拨中心，满足山东省内相关

纸类企业的纸浆需求,形成具有“淄博特色”的又一

优势。

保税物流园区积极拓宽运营渠道，近年来，采取

有力措施，不断加大淄博保税物流中心网内企业引进

力度。经与巴西公牛木浆公司洽谈，计划在淄博保税

物流中心建设年100万吨木浆分拨中心，预计年可实

现进出口额50亿元。

东顺国贸旗下山东永芳卫生用品公司
10条全自动口罩生产线正式投产

本刊讯（东顺 消息) 近日，东顺国贸旗下山东

永芳卫生用品公司10条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在公司10万

级洁净车间正式生产。每条全自动生产线日产能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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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只/天。同时，加大科技攻关

投入，永芳公司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研发新型隔层

材料，建设卫生新材料研发中心，争创国家一次性卫

生用品医护级示范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防护服、消毒液

等医疗防护物资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山东永芳

卫生用品公司响应国家应对疫情防治所需，积极担当

社会责任，增加生产医用口罩、民用口罩业务项目。

医用护理垫、消毒湿巾等市场需求量在急剧增

加，山东永芳卫生用品公司新购进国际先进的卫生消

毒湿巾生产线8条，并加紧完善相关产能，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恒丰纸业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进入
加速期

本刊讯（恒丰 消息) 据悉，牡丹江恒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于3月16日复

工，进入纸机和设备基础施工、厂房封闭施工阶段，

各节点建设严格按照时间表推进，项目进展顺利。

该项目计划于2020年6月初开始进行设备安装，

8月中旬完成设备安装并进行调试，9月中旬完成调试

试运行，10月初正式竣工投产。

为保证项目按期完成，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

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该项目建设正

式进入“加速期”。目前土建主要是纸机基础、墙体

施工，6月初达到设备安装条件。各专业主体设备招

标采购基本结束。不锈钢罐体及管道材料已经进入

采购阶段。

恒安集团与宝索企业签约1台宝拓真
空圆网卫生纸机

本刊讯（宝索 消息) 恒安集团在经过2019年下

半年的细致调研和多个项目工厂实地考察后，最终与

宝索企业签订一台型号为SF12-1100的宝拓真空圆网

卫生纸机。该纸机幅宽为2800m m，设计车速1000m/

m i n，在生产15g/m2的卫生用品吸水衬纸时，日产能

不低于42吨。该条生产线将安装在总部所在地晋江

工业区的恒安集团（中国）纸业公司，计划于2020年

第四季度投入运营。

近20年来，恒安集团引进世界先进生产设备，

同步推进福建晋江、湖南常德、山东潍坊、重庆、安

徽芜湖及新疆昌吉等六大生活用纸原纸生产基地的

产能扩张，生活用纸产能规模在国内行业名列前茅。

通过调整战略布局，恒安集团开始对国产生活用纸

装备进行尝试性研究和实践，旨在为下一轮单位成

本优势和个性化品质，开始新一轮发力。

 

山鹰国际绿色纸业百亿循环产业基
地项目落户海盐

据浙江新闻网报道 3月27日，山鹰国际绿色纸

业百亿循环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该项目总投资120亿元，

由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投资建设。

项目包含研发培训、绿色制造、循环配套三大板

块，项目引进奥地利、德国、芬兰等世界先进设备和

生产工艺，遵循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打造绿色

纸业先进产业基地。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年

产值130亿元以上，新增税收9亿元以上，产业基地

总产值超200亿元，税收达15亿元。

项目的落成，将形成集“原料采集、制浆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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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和技术创新”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打造

全球绿色造纸标杆企业，全面提升造纸行业的综合

实力、工艺装备和清洁生产水平，为传统行业改造提

升作出示范探索。项目从研发、生产、制造、废物处置

等，全产业链进行循环使用，极大减少固废产生，实

现“资源-产品-资源”的高效绿色生产。

玖龙纸业投资10亿的包装项目已开工，
近期还新增110万吨造纸年产能

本刊讯（玖龙 消息) 据了解，玖龙河北及东莞

两大造纸基地，今年一季度共增加110万吨包装纸年

产能；玖龙智能包装西南总部项目总投资10亿元，已

于近日举行开工仪式。

一季度增加110万吨包装纸年产能

根据玖龙纸业于2月24日发布的财报显示，该企

业目前各类产品设计年产能合共约1730万吨。其中，

卡纸、高强瓦楞芯纸、涂布灰底白板纸、文化用纸、

高价特种纸及浆产品分别为约910万吨、约340万吨、

约260万吨、约110万吨及约110万吨。

未来两年，玖龙纸业造纸总设计年产能将达1810

万吨。其中，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于河北及东莞分

别增加50万吨及60万吨包装纸年产能；预计2021年年

底前，在马来西亚新增55万吨箱板纸年产能。

智能包装西南总部项目总投资10亿元

而在包装业务，玖龙纸业也出现了新的动作。根

据“青白江欧洲产业城”消息，日前，成都市青白江区

14个工业重大项目举行集中开工仪式，其中就包括玖

龙智能包装西南总部项目。

据介绍，玖龙智能包装西南总部项目总投资10亿

元，将建成玖龙工业4.0智能包装制造基地，并设立

西南地区总部结算中心，依托中欧班列优势，为大中

小企业提供高端瓦楞纸包装。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值达21亿元。

玖龙智能包装（成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底

正式注册落户，注册资本为52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3.56亿元。项目占地200亩，已于2019年8月开工，计

划于2021年12月竣工。投建设备包括2条高端智能化

瓦楞纸板生产线、1套全自动物流输送系统、10台全

自动智能环保印刷机等。

浙江华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0万吨涂布
白纸板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本刊讯（钟华 报道) 3月1日，嵊州2020首个重

点造纸工程——浙江华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0万吨

涂布白纸板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企业各股

东和嵊州市当地政府领导及代表参加了此次开工仪

式。据了解，该项目将新上一台四叠网纸机，净纸幅宽

4400m m，设计车速500m/m i n，主要使用废纸原料生

产涂布白纸板，年产能30万吨。该项目也将是嵊州地

区单机产能最大的生产线。

华天纸业有限公司和嵊州当地4家企业股东共同

出资成立，而占据40%股份的浙江富阳华天纸业是公

司最大股东。该公司注册成立于2019年4月份，位于浙

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仙岩镇西鲍村上沙滩。

金光如东总投资450亿元的生活用纸
产业基地项目工程有序推进

本刊讯（金光 消息) 近日，落户于江苏省南通

市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三区，计划总投资450

亿元的金光如东高档生活用纸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

程1号、4号两个生产车间已结束桩基工程，正式开始

主体施工。其中，工程进展较快的1号车间预计年底

竣工并投产4条生产线。

据报道，按照工期序时，金光产业基地1号车间4

个单体预计4月中旬出正负零，7月底完成主体封顶，

8月份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年底4条生产线开始试生

产。金光如东产业基地项目工厂建设副总经理戈建军

说，为实现2021年6月份年产36万吨产品、2022年3月

份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的目标，当前，4号车间同步

开建，钢构材料已经进场开始安装。

为促成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洋口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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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区计划4月份开工建设的洋口港通用码头扩建

工程，由原先的1万吨级升级为5万吨级，未来有望实

现300万吨以上的年吞吐能力，更好地满足金光如东

产业基地项目原料进口需求。

泰盛集团总投资65亿元的南平项目正
式开工

本刊讯（泰盛 消息) 3月18日，泰盛集团竹浆纸

项目在福建南平工业园区陈坑组团正式开工。

该项目由泰盛科技旗下南平泰盛实施，项目规划

用地约1800亩，计划总投资约65亿元，年产30万吨高

档文化纸、24万吨生活用纸。

该项目已列入福建省2020年重点项目，预计年可

利用竹资源约180万吨。项目各项环保设施齐全，工

艺先进，清洁生产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将依托

泰盛集团在竹浆领域的龙头地位，协同闽北丰富的竹

资源优势，采用国际先进设备和工艺技术，发挥泰盛

集团林浆纸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实现当地竹资源的

高附加值开发利用与生态发展。

广西金桂投资全球车速最快的涂布纸板
生产线

本刊讯（李芳 报道) 维美德将向金光集团

（A P P）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钦州纸厂提供一条

包括自动化及工业互联网方案在内的完整涂布纸板

生产线（PM2）。该生产线预计于2021年投入运行。

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0年第1季度新增订单中，

金额未公布。类似项目的合同总价一般在1.5亿～2亿

欧元之间。

建成投产后，这条2号生产线将成为全球车速最

快、产量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涂布纸板生产线。这是

继宁波纸厂4号机后，APP集团的又一重大突破。宁波4

号机于2014年开机运行，是目前全球车速最高的折叠

箱纸板（FBB）生产线。

维美德高级销售经理Timo Saresvuo说：“将2

号线建成一条全球产量最高、技术最先进的纸板生

产线，是金桂浆纸的首要目标。同时，对保持低运行

成本问题，他们也高度重视。实际生产证明，与其他

供货商的方案相比，我们的涂布纸板生产线可实现最

佳的节能节水效果。”

维美德供货技术信息

在2号线项目中，维美德供货的是一条从损纸收

集一直到卷纸机和复卷机的高速涂布纸板生产线。

三套OptiFlo Foudrinier流浆箱、OptiForm er 

Multi成形部以及OptiPress Linear压榨部，可生产

出高质量原纸。四套OptiCoat Jet涂布站，可大幅提

高涂布质量。OptiCoat Dry热风箱，可保证良好的涂

布质量和一流的节能效应。供货还包括配有OptiAir 

高湿度汽罩与热回收设备的完整纸板机工艺通风

系统。OptiReel Linear中心传动式卷纸机与配有 

Dual Unwind退纸架的OptiWin Drum双底辊复卷机

一道，确保后续工艺产量的提高，同时，生产安全性

不受任何影响。

自动化系统范围广，包括Valmet DNA工艺自动化

系统、传动控制、运行性与状态监控等。Val m et IQ 

质量管理方案配有扫描架、相关的纸机纵横向控制与

执行器。

供货还包括一套完整的纸机网毯、备品备件及

易耗品包。新纸板机的开机以及后续的优化服务将

由维美德大数据中心通过最新的工业互联网方案并

以远程方式提供支持。基于数据化的前瞻性远程支

持提供一套快速有效的工具，可满足完美的开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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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好，但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如何用科学的防疫之

举，保证正常的复工复产？

在A P P（中国）总部的统筹部署和林务事业部范

志刚总经理的领导下，APP（中国）林务事业部在疫情

最严峻的时期，积极做好应急组织，保证苗和肥料的

有序供应，培训当地村民作为劳工储备，同时与当地

政府密切合作，为有序复工做准备。

有备不慌，复工抢产

在疫情防控非常严厉的前提下，A PP（中国）林务

事业部克服重重困难，办好相关复工、采运证件等，2

月12日广东林务的第一台挖机进场作业，第一个造林

小班开工；2月14日广西、海南林务同时开启了第一个

造林小班……同时，APP（中国）林务事业部还紧急启

动了广东林区原料内供项目。

为了确保供料，后续料源供应有力，范志刚启动了

林场场长轮调制，激活现场工作热情。

目前，A P P（中国）林务已抚育林地林木7.6万多

亩，已开工小班200多个。

防疫有技巧

在疫情尚未缓解的时候，APP（中国）林务除了常

态防疫措施外，还采用了手机打卡、远程会议等线上

软件减少聚集，保障了1000多名员工的身体健康，也

保障了复工的正常展开。

招工有妙招

疫情期间，复工招揽工人是关键。A PP（中国）林

务全员上阵，通过微信朋友圈招工等举措，全力推动

复工复产，做到了出发有组织、健康有监测、运达有交

接、全程可追溯，消除农民工的顾虑，为复工复产添

人力。

有备心不慌

为了准时复工生产，A P P（中国）林务提前备好了

相关物料，为春季造林准备了300多万株优质苗木，

在林地附近囤积5700多吨肥料。为了准备相关复工手

续，从上到下，分头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尽己所能，政企“防疫同行”

广西是桉树人工林大省，受疫情影响，社会苗木

供应不及。A P P（中国）广西林务共向社会供苗232万

要求。

纸板机幅(网)宽8.850米，设计车速1450米/分，

生产定量在190～300克/平方米之间的白卡纸板（折

叠箱纸板），日产量近3800吨。

中远海特：拟再造8艘6.2万吨多用途
纸浆船

本刊讯（鞠华 报道) 中远海特公告称，为实现

公司战略目标，根据公司纸浆运输业务发展计划和公

司船队发展规划，公司计划在已经投资建造的12艘

多用途纸浆船的基础上，在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

司再建造8艘6.2万吨多用途纸浆船，其中4艘为香港

旗，4艘为五星旗。4艘香港旗船舶的单船船价3368万

美元，4艘五星旗船舶的单船船价2.68亿元人民币。

中远海特表示，本次交易是加快推进公司发展

战略，全力开发纸浆专业运输市场的需要，也是满足

纸浆运输C OA合同，增加经营效益的需要，是抓住造

船市场有利时机，也是低成本发展船队的需要。

湖北金红叶采购3台亚赛利无轴卫生
纸复卷机

本刊讯（亚赛利 消息) 2019年年底，金光集团

向亚赛利订购了3台E-W I N D®T200S型无轴卫生纸复

卷机，将安装于金红叶在湖北孝感的工厂内。

其中两台复卷机配备4个退纸架，另一台配备3个

退纸架，原纸直径3000m m，幅宽5630m m，定量10.5～

45g/m2，设计车速1100m/min。

管理运营

A PP（中国）林务事业部如何按下复工
抢产“快进键”？

本刊讯（李邵永 报道) 虽然国内疫情形势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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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缓解了广西当地桉树苗供给紧张的局势，此举也

获得了钦州市林业局的鼓励。

植树造林，播种希望

A P P（中国）一直秉承“植树造林，造福自然”的

理念——“用1棵种6棵”。2020年度，截止3月20日，

A P P（中国）林务共种植了1.6多万亩林木，种下了170

多万棵树苗。

每年3月12日植树节前后，A P P（中国）林务都会

掀起造林高潮，今年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3月14日范志刚带领广西区员工开展了植树活动，野外

带着口罩作业，是今年植树活动亮丽的风景线。

种下希望，生生不息！这亦是A P P（中国）林务事

业部的抗“疫”表达。

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本刊讯（任爱丽 报道) 3月25日，华泰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成立启动活动在山东大厦举行，标志着华泰

集团运用金融“加速器”即将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

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主持成立启动活动时表

示，财务公司的成立是华泰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

碑，对推动公司实体产业、金融产业齐头并进，实现

高质量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在致辞中表示，一定

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自觉接受监管，充分发挥财

务公司的作用，服务集团实体产业，推动产融结合，

助力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争创一流财务公司，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为山东省经济腾飞做出更大的贡

献！

山东银保监局孙钦波处长宣读了华泰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开业批复文件。

活动现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强、济南市

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卢

杰、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晓、农业银行山东

省分行行长益虎、济南市副市长尹清忠、华泰集团董

事局主席李建华等领导手掌触屏按下启动键，共同见

证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以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客户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是集团资金归集、资金结算、资金监控

和金融服务平台，财务公司由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和山

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

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

华泰集团资金管控水平，防范资金风险，降低财务成

本，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提升集团

核心竞争力，推动集团向生产经营、资本运营“双轮驱

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下一步，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将坚持“依法合规、专业服务、风险可控、持续发展”

的经营方针，严格执行监管要求，规范公司经营，扎实

开展各项业务，努力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福建联盛停机技改检修20天，预计减
产约11万吨

据纸业联讯报道 3月26日，由于电厂检修，福建

漳州联盛计划自3月22日全厂停机，预计在4月10日左

右恢复生产。根据产能计算，此次停机预计减产约11

万吨。

福建联盛目前有5台纸机，共有箱板瓦楞纸、灰

底白板纸以及其他包装纸和纸板产能合计约195万吨

/年。目前，福建联盛还有一台60万吨/年的箱板瓦楞

纸纸机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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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子公司所属联合体签订20亿
元施工合同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岳阳林纸公告，公司

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所属联合体与宁波市奉化

区惠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宁波市奉化区东部

门户区建设指挥部2020年度重大市政项目EPC+F施工

合同》，本次合同的总价约20亿元，约占公司2019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8.15%。若合同能顺利实施，预

计公司2020年在本项目将实现营业收入约5亿元，净

利润约5000万元。

红塔仁恒：不断纸时间，再破记录！

本刊讯（红塔仁恒 消息) 400小时，450小时，

500小时……，纸机安全运行的每一分钟都化成红塔

仁恒全体员工的阵阵喜悦。3月20日5点42分，生产事

业部（前山厂）BM1连续不断纸时间记录（2019年10月

份477小时）宣告被打破，达546小时！同时，BM1在3月

份也创造了运行效率99.3%的历史最高记录。

正处疫情防控关键阶段，随着客户复工复产实现

业务正常，公司有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订单“蜂

拥而至”，预计产量将进一步跨越。当前，红塔仁恒正

积极应对，适应市场，优化订单结构，合理安排生产，

一线员工齐心协力，奋力拼搏，确保安全生产，顺利

完成订单。

产能释放、记录突破的背后，是市场与客户对红

塔仁恒的信任和期望，是不断迭代更新的产品定位，

是设备能力、工艺水平、操作素养、质量控制的全面

提升，更是全体员工密切配合、齐心协力、不断超越

的努力坚持。

银鸽医用口罩生产线获批医疗器械注
册证和生产许可证，并通过FDA和C E
认证

本刊讯（赵姝斌 梁喜英 报道) 3月23日，漯河

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获得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疗器

械注册证》和《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标志着银鸽

公司具备了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疗器械产品生产资

质。

面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艰巨任务，公司利用

各种渠道，想方设法引进了口罩生产线，利用短短20

余天的时间，完成了企业注册、设备引进、安装投产

等各项工作。于3月11日正式试生产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

3月18日，送到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进行注册

检测的所有试生产的口罩样品检验参数全部合格。按

照统一指挥、早期介入、随到随审、科学审批的应急

审批原则，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省医疗器械检验检

测所特事特办，为医用口罩产品生产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颁发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

另据消息，3月29日，继获得医用口罩医疗器械注

册和生产许可证后，银鸽投资再传喜讯，该公司生产

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获得FDA认证和CE认证。标志

着“银鸽牌”口罩具备了“出海”资质，成功拿到进入

美国市场的“许可证”和欧盟市场的“入场券”。

据悉，由于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口罩需求量激增，

特别是国外更是“一罩难求”。此次两个认证的通过，

是对银鸽牌医用口罩质量的认可，为该产品推向国际

市场增加了强有力的通行证，同时也为助力国外疫情

防控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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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全力保障中央重点党刊、国
家统编三科教材用纸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太阳纸业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按下生产“快进键”，咬定

生产经营目标不动摇，全力做好中央重点党刊、国家

统编三科教材、高等教育教材等纸张供应工作。

《中国纪检监察》《人民检察》等中央重点党

刊，选用太阳纸张印制，定期出版。疫情来袭，为了纸

张能够保质保量生产并快速送达承印单位，太阳纸业

开辟了绿色通道，成立了8个工作专班（现场防控、物

资供应、交通运输、应急反应、舆论宣传、人员调配、

生产运营、销售服务），统筹负责疫情防控和生产运

营工作，有效保障了杂志的按时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国家统编三科教材（道

德与法治、语文、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订的高等

教育教材，也选用太阳纸张印制，出版任务刻不容缓。

由于疫情期间交通管控更为严格，为防止出现“纸张

出得了库运不走”的问题，太阳纸业紧急调配运输车

辆及隔离14天以上无症状司机，在按要求开具通行证

后，第一时间运往北京承印单位。公司文化纸京津冀

区销售团队，积极出面协调当地防疫指挥部，保障货

车通行。公司送货司机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全程佩戴口罩，在经过车辆消毒、人员消毒、测量体

温后才进入印刷厂，并且全程不允许下车与物资保管

等管理人员直接接触。严密的防控措施，通力的协作

配合，确保了教材用纸的按时供应。据悉，目前2020

年秋季小学统编三科教材印制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疫情期间，太阳默契的团队协作得到了有力验

证，没有发生过一起因疫情影响客户用纸的事件，顺

利保障了客户急用纸张的供货和出版工作。同时，太

阳纸业的工作效率、迎难而上的精神也得到了广大客

户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中顺洁柔：所有基地均已复工，行业
整合会加速

本刊讯（中顺洁柔 消息) 中顺洁柔在国内所有

基地均已复工。湖北孝感工厂和河北唐山工厂分别于

3月14日和2月底复工，而其余工厂则于2月8日左右开

工生产。

3月23日，中顺洁柔在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时指

出，目前最优先目标仍是生活用纸，要持续将公司主

营业务产品做大做强。公司表示此次疫情会加速行业

整合，对龙头企业都是很好的机会，可以扩张市场份

额。现在公司旗下工厂已经全面复工，而中低端生活

用纸企业规模小，目前尚未开工甚至已倒闭。

中顺洁柔告诉投资者，从春节到目前为止需求端

旺盛，外贸需求很旺盛，2～3月港澳台销售同比增速

较快，海外也有订单，销售表现良好。由于前期物流

受阻，库存有所消耗，随着全国全面复工，库存会逐

渐趋于正常。

湖北荣成正式复产，高管预计今年大
陆产能将减少36万吨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我国台湾荣成纸业3月24

日召开法说会，公司副总邹永芳表示，大陆的禁废令

加疫情影响，荣成估计今年大陆产能减少36万吨，占

总产能约10％。若台湾20万吨新产能提早投产，全年

总产量317万吨，维持去年水准。由于今年工纸价格

较去年看增，集团全年营收有机会微幅成长，获利从

谷底攀升。目前大陆年产能295万吨、台湾新增产能后

将达85万吨。

2019年，荣成毛利率13.73％、营益率3.74％，创

近八年低点，加上投资大陆亏损扩大，归属母公司税

后净利5.33亿、年减42.89％，E P S0.45，为近十年低

点。董事会决议配息0.3，并将于今年6月2日召开股东

常会，全面改选董事。

邹永芳表示，营收年减8.8％，主因产品平均售价

下滑18％，但销售量仍增长13％。受大陆禁废令影响，

荣成无法像玖龙等陆厂取得足够进口废纸，主要靠

着台湾荣成外销再生浆与采购较高价的大陆废纸因

应，致使整体毛利率下跌，影响获利。大陆市场需求

方面，邹永芳指出，江浙地区3月上旬库存回补状况良

好，但随着欧美疫情爆发，影响大陆外销需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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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没有先前热络。他指出，疫情影响已不能只看大

陆，需视全球后续发展状况而定，但荣成客户相对分

散，受单一产业需求影响相对较小。

邹永芳指出，由于年后废纸回收不易、带动报价

上涨，荣成产品报价在年后曾跟进涨价约10％，但由

于大陆整体复工状况不如预期顺利，废纸供应不再

短缺，连带致使产品报价降回涨价前水准。不过，预

期今年产品单价仍可望提升，带动整体营收略微成

长。

至于大陆禁废令状况，邹永芳表示，荣成2018、

2019年分别仅拿到33万吨、22.2万吨进口废纸量，相

较所在地前三大纸厂合计取得6成额度，在非常不公

平的状况下打仗。湖北荣成迄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口废

纸。

不过，邹永芳指出，随着二期30万吨新纸机于去

年底投产，湖北荣成去年11月已交出获利成绩单，创

造销售9万吨佳绩，实现营收2.9亿元人民币、单月小

赚260万人民币，在艰困状况下实属不易。

展望今年概况，邹永芳指出，大陆废纸进口总量

估降至500万～600万吨，荣成首季约取得4.6万吨，取

得量仍小。不过，以前三大厂的玖龙为例，今年取得

进口废纸量估自300万吨骤降至100多万吨，随着进口

红利逐步递减，希望明年双方能没有落差，在同样的

成本上竞争。

目前荣成在两岸有四座造纸厂，包括二林厂、无锡

荣成厂、平湖荣成厂、湖北荣成厂，以及11座包装厂，在

两湖还有两座包装厂筹备中。受疫情影响，大陆几家

工厂均延长了停机时间，据最新消息，湖北荣成也在3

月26日正式复产，但是筹备中的武汉纸箱厂预计将推

迟至年底投产。

亚太森博：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获政
府奖励

本刊讯（乔小桥 报道) 近日，亚太森博（山东）

浆纸有限公司因获评“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获得日照市科技局2019年度人才平台政府奖励资金

10万元。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企业引进和培养高层

次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合作、提升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基地的主要职责是发挥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人才技术优势，促进产学研用相

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重点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

近年来，亚太森博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南京

林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等多所科研单位及知名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依托雄厚的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联合开展产

学研工作，为开发高精尖产品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

力支撑。

亚太森博一贯重视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公司目前

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山东

省企业技术中心、C N A S国家认可实验室。近年来，公

司科技研发投入20多亿元，承担并完成省、市级技术

创新项目近百项，申请专利80余件，参与制修订国家

标准及行业标准7项。

此次获得政府奖励资金，是对公司科研创新平台

实力的又一次肯定，对公司进一步拓宽高层次人才培

养途径、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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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多措并举保障重点单位用纸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岳阳林纸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采取多种措施，通过疏通物

流渠道、打通销售环节等方式，全力保障重点刊物发

行机构、国家统编教材印刷厂等下游重点单位的用纸

供应。

面对交通管制、物流不畅、异地隔离政策、餐饮

关闭等不利条件，岳阳林纸果断改变现有运输方式，

由汽车运输改为铁路运输、水上运输等。公司还临时

开辟收货点，协调附近印刷厂安排专车、专人参与卸

货转运。为支持下游企业复工，岳阳林纸主动出击，

联合市场、运管、技术、品管、物流专家成立“春播行

动”小分队，前往华南、华东市场，为复工印点开展一

对一帮扶。在线上，岳阳林纸还开通天岳微课堂，为

客户线上诊断并提供建议。

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截止到3月26日，仅以华北

地区为例，我们销量目标达成率104%，提前4天完成目

标任务。目前，2020年秋季教材教辅纸张供应工作正

有条不紊全面铺开。岳阳林纸未出现一起因疫情影响

客户用纸事件。同时，天岳全木浆纯质纸已全部送达

承印点，国家统编教材《新目标英语》如期开印。下游

用纸单位对我们的效率和质量给予好评。”

全国第一本《新冠病毒防治手册》采
用岳阳林纸优质纸张印刷

本刊讯（李莉 报道) 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突发而至，广东科技出版社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部

署，组织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快速编写出版全国

第一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该书首发70

万册，内文用纸采用岳阳林纸“岳阳楼”牌80克胶版

印刷纸印刷。岳阳林纸在疫情特殊时期的优质服务，

得到了客户一致好评。

作为央企，岳阳林纸在战疫时期坚持选用优质纤

维原料，采用优化配方，明确生产工艺控制责任，对整

个供应链、生产过程精准控制，保证了此次《新型冠

状病毒防治手册》胶版印刷纸的平滑度、平整度、平

均厚度、适印性等达到最好的标准。

岳阳林纸以“品质立业，产品创新，合作共赢”为

己任，让“最美的书”用上“最好的纸”。８号、9号、10

号纸机是岳阳林纸的“红色机台”，现在已成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国共产

党章程》等“红色经典”和重点党建文献首选印刷专

用纸。

明星纸业复工率接近100%，力争今年
产能超44万吨

本刊讯（新会区人民政府 消息) 据近日消息，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复工率近100%，力争完成今

年产能超44万吨的目标任务。

据了解，江门市明星纸业共有5条造纸生产线及

国内先进现代化造纸设备，主要生产牛皮箱板纸、纱

管纸。2019年，该公司产能突破40万吨，实现年产值

11.2亿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多重影响，

从2月11日开始，企业进行停机检修，仅保留部分员工

在岗。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上游企业逐渐复工，

原材料供应恢复正常，3月2日起，明星纸业重新开机

生产。

江门市明星纸业副总经理张冬芬表示：“我们生

产的纱管纸，可以用来加工成纸卷、纸筒，很多的熔

喷布、无纺布以及防护服等，都要用到这种纸制作纸

芯，所以带动了纱管纸的销售。”

金桂浆纸前2月实现开门红

据钦州港报道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钦

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

导下，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积极应对，第一时间

成立疫情应急工作组，坚定实施“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的方针，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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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实现生产稳定运行。今年1～2月，金桂浆纸的白

卡纸产量22.35万吨，同比增长11.81%；产值13.73亿

元，同比增长24.14%，努力实现经济“开门红”。

金桂浆纸公司物流部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出货

高峰期每天完成装载超过170个柜的记录，以铁运出

货由平常月份3000吨提升至9000吨，2月超额完成纸

成品总出货11.35万吨的目标。”

与此同时，金桂二期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实现企

业生产与项目建设复工同步推动。

恒安国际完成发行10亿元人民币疫情
债

本刊讯（恒安 消息) 恒安国际公布，于3月16日

完成发行本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第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疫情防控债），年利率定为2.65%，为期270日。

公司指出，所得款项将用作补充其营运资金、偿

还部分境内子公司的银行贷款，以及补充与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的营运资金需求。而紧随完成

后，其余已核准但未发行之超短融金额为10亿元人

民币。

中国纸业首笔美国浆退税到账

本刊讯（中国纸业 消息) 防疫保供不放松，上

下联动有收获。3月11日，中国纸业统筹组织全系统美

国浆退税工作传来捷报，岳阳林纸首笔美国纸浆退税

补贴到账。全系统各浆纸企业的补贴申请工作也在积

极推进中。

2月21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决定对第

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其中部分商品的

通知》。消息一经发布，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要求采购

中心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全力争取政策补贴落袋。采

购中心立即响应，即刻对“争补”工作进行了详细安

排，各区域采购部门立即行动，联系海关了解退税流

程，全系统各企业属地海关政策消息实现互通共享，

第一时间争取该项政策落地。

采购中心督导各区域采购部门大力推进，在各属

地海关尤其是岳阳海关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岳阳林

纸打响了中国纸业乃至岳阳地区首家浆纸行业美国浆

退税工作“第一枪”，其他企业的退税工作也根据属

地海关的政策和要求在有条不紊进行中。采购系统在

确保国家优惠政策落地的同时，也为疫情中各企业全

面复产助力。

冠豪高新成功获得AEO高级认证企业
证书

本刊讯（冠豪高新 消息) 3月13日，湛江海关副

关长李永鸣率队到冠豪高新调研，并为冠豪高新颁发

了AEO高级认证企业证书。冠豪高新党委书记、总经理

钟天崎代表公司接受湛江海关授证。

冠豪高新于2019年7月向湛江海关申请进行A E O

认证，在湛江海关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公司各部门共

同努力，至2020年1月，公司内部控制、财务状况等全

部条件均达到了AEO认证标准，顺利通过高级认证。

高级认证属于进出口信用管理的最高级别，冠豪

高新推行此认证，可有效实现进出口管理规范化、流

程化，并且使进出口更具安全性，同时还可享受海关

为高级认证企业专门设置的优先查验、优先放行绿色

通道政策。

骏泰科技被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物资生产企业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20〕176号）

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报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的通知》，湖南骏泰新材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列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

据悉，骏泰科技生产的纤维素产品是洁净高白度

粘胶短纤维原料，粘胶短纤维又是水刺无纺布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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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刺无纺布通过纯纺或与涤纶等其他纤维混纺，用

以生产口罩、绷带、纱布、手术被服、医用巾垫等医疗

生活卫材。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骏泰科技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生产，为保障下游企业生产更多的医用防

疫产品。春节期间开足马力日均生产纤维素846吨，并

立即通过公司铁路专线源源不断发给下游企业，为疫

情防控贡献力量。

理文造纸：缅甸湿浆运抵江苏工厂，
马来西亚40万吨废纸浆生产线投产

据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消息 受环保政策及废

纸配额变化的影响，理文工厂的部分原料由东南亚工

厂的再生湿浆替代废纸。2019年下半年，理文的关联

企业在缅甸40万吨废纸湿浆项目成功投产。根据理文

江苏工厂的采购计划，首批从缅甸采购1.2多万吨湿

浆，将分批进口至常熟。第一批240个大箱在3月11日

抵达中转港后，首条驳船次日就运抵常熟港，并在3月

13日上午完成清关手续。

今年第一季度，理文造纸第二条年产40万吨废

纸浆生产线在马来西亚成功投产。理文的马来西亚项

目位于雪兰莪州万津镇，分为一期和二期，总占地面

积800多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造纸

公司。同时，理文将在马来西亚工厂建设4条箱板纸

生产线，产能总计达到120万吨。目前P M23和P M25两

条生产线正在建设中。

为生产线配套建设的自备电厂项目方面，二期自

备热电厂燃机安装工程共安装两套30兆瓦燃机及配

套设施。目前已按期完成了一号锅炉除氧器、汽包、

烟囱等吊装工作，以及发电机台板安装灌装、化水罐

拼装、增压站检修电动葫芦安装等。

疫情防控不放松，红塔仁恒产销两旺
靠协同

本刊讯（万里 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红塔仁恒面临产品销售受阻、物流发运不畅、库存压

力增加、市场供求变化等困难。公司在努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未雨绸缪，充分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可

能会带来的特殊影响，早部署、细安排，动员全体员

工参与到这场“抗疫情，保经营”的攻坚战中来，有

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力保公司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

业务的正常进行。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执勤人员放弃团聚，回

到岗位；生产人员走出家门，坚守一线；市场人员未雨

绸缪，研判趋势；销售人员线上无休，确保订单；安环

人员放弃假期，守护平安；计划人员积极协调，保障

生产；采购人员紧急行动，调配物资；后勤人员加班

加点，提供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2月26日，生产事业部和营销中

心接连传来喜讯。今年1～2月，产量累计88181吨，较

去年同期增长52.7%；销量累计63330吨，较去年同

期增长9.6%。一串串喜人的数字，在这个“寒冷的冬

天”，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暖意。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情况的好转，市场也正在逐步

恢复，我们相信“春天”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但是

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要学会自我管理，做好防护，

用实际行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恒丰纸业：拟收购控股股东土地使用
权及恒丰热电50.52%股权

本刊讯（恒丰 消息) 恒丰纸业3月12日公告，为

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减少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和竞争能力水平，

公司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恒丰集团

持有的5469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持有的恒丰热

电50.52%股权。收购价格合计为1.12亿元。本次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恒丰热电50.52%的股权，恒丰热

电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由于恒丰热电资产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占公司合并报表占比较少，因此

本次股权转让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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