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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42│Special

变与不变的2020，废纸行业格

局走向明朗

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新冠疫情

贯穿全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不平衡、中美之间贸

易摩擦引发世界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拉开了世界百

年未有大变局时代的序幕。在这一年中，全球废纸行业产

业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在这一年中，国内废纸

回收利用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在这一年中，变与不变伴

随经历了三年调整行业新格局正在逐渐走向明朗。本期

专题选取了上下游产业上的行业组织、咨询公司、工程设

计和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专家在近期行业会议上的发

言以及为本刊撰写的特稿，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年行业发

展中的得与失，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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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Paper Industry Forming a New Pattern after the 
Adjustments in 2020

The year of 2020 can be an extraordinary period in the history,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lasted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remained complex and changeable. Global 
imbalances and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iggered major changes in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trade landscape, which initiated an era when the world today is marked by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2020,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global waste paper industry is facing 
impact due to non-economic factors, but meanwhile, China waste paper recycling market has seen 
rapid development. The waste paper industry is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pattern after three-year 
adjustment. 
This topic selects some speeches and articles of representative experts from industry organizations, 
consulting companies, engineering design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so as to summarize and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2020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readers.

P16-42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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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P30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rted Waste Paper in 2020 by 
Diagrams
On December 23, 2019, the first batch of recommended and approved import application schedules was released 
by China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Center in 2020. As of October 19, 2020, a total of 13 
batches of waste import licenses were approved for the whole year, and a total of 6,748,740 tons of imported waste 
paper were approved, a decrease of 4,003,145 tons (-37.23%) compared to 2019. And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approved to use imported waste paper decreased by 13 to only 66.
According to customs statistics,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20, China imported a total of 5.0981 million tons of 
waste paper, a decrease of 42.45% from 2019. Among them, the cumulative import volume of waste cardboard paper 
was 3.9823 million tons, a year-on-year decrease of 41.20%; the cumulative import volume of deinked waste paper 
was 194,800 tons, down by 33.32%; wast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921,100 tons, dropped by 48.66%.

P43  Analysis of the Supply Status of China's Timber Market and Sugges-
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timber consumption and processing country, and needs a large amount of imported 
timber every year. Since 2014, China's timber import dependence has continued to exceed 50%. With the reduction 
of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increase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international 
timber trad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vere, which has caused great obstacle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China's timber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mestic timber supply and demand,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relevant bank financial loans and policy support 
to build a national reserve forest, which helps to inject market fund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omestic 
timber resources. The driving force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imber 
industr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P48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orrugated Paperboard Market 
under COVID-19 Imp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2020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aper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packaging, corrugated paperboard faced a more complicated market situation, with different performances in terms 
of supply, demand, cost, and profit. Due to the overcapacity in domestic market, the influx of imported paper, and 
the restriction of raw materials, the corrugated  paperboard industry is forming a new pattern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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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继续对中国产皱纹纸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

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报道 2021年2月9日，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皱纹纸

（Crepe Paper）作出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肯

定性终裁，裁定若取消现行反倾销措施，在合理可预见

期间内，涉案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性

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在本次裁定中，5名国际贸易

委员会委员均投肯定票。根据终裁结果，本案现行反倾

销措施继续有效。

涉案产品的美国协调关税税号为4802.30、4802.54、

4802.61、4802.62、4802.69、4804.39、4806.40、4808.30、

4808.90、4811.90、4818.90、4823.90和9505.90.40。

2004年3月15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皱纹纸进行反

倾销立案调查。2005年1月25日，美国正式对中国皱纹纸

征收反倾销税。

继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涉案产

品作出反倾销第一次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后，2010年5月

13日，美国第一次延长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继美国商

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

第二次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后，2015年9月22日，美国第

二次延长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2020年8月4日，美国商

务部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皱纹纸进行反倾销第三

次日落复审立案调查。2020年12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公告称，对进口自中国的皱纹纸作出第三次反倾销快速

日落复审终裁。

焦点关 注 Focus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公布

覆盖木浆和再生浆产品

据纸业联讯报道 2月2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办公室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

清单，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二批对美加

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0〕3号）中的65项商品，延长排除期限，自2021年2

月28日至2021年9月16日，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此次清单产品包括了木浆和再生浆产品，税则号

分别为47032100和47062000。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主要木浆产品是漂白针叶浆，

该产品和绒毛浆主要包含在税则号47032100下。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该税则号产

品约146.59万吨，占该税则号产品全年进口总量的

16.54%。

需要注意的是可能不是所有47032100税则号下的

商品均可排除关税加征。按照清单显示，47032100前

面加注ex，表明排除商品在该税则号列范围内，以具

体商品描述为准。

此次清单包含的另一个税则号47062000是再生

浆产品。近年来，进口再生浆已经成为了中国包装

纸企业应对纤维短缺的一个主要方式。2020年，中

国从美国进口再生浆约23.11万吨，占全部进口量的

13.08%。

2020年2月21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了第

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该清单于今

年2月27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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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

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

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

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

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

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

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基本实现。

《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要推进工业

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

水平，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构建绿色供应链。二是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推广绿色低碳运输

工具，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建立绿色贸易体系。

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四是加快基

础设施绿色升级。五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六是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焦点关 注 Focus

生态环境部等十部门共同印发：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等十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全面推进污水

资源化利用进行了部署。

据悉，目前我国污水资源化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总体利用水平不高，与建设美丽中

国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同时还存在标准不完善、政

策不健全、技术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

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

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到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35％以上；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

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

2035年，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

格局。

《指导意见》提出，在城镇、工业和农业农村等领

域系统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全面推动我国污水资源化利

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污水资源化利用的重点领域包括城

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农村污水等三方面。

为保障重点领域污水资源化利用有效实施，《指导

意见》还部署实施了污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工

程、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工程、

农业农村污水以用促治工程、污水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

点工程以及综合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等重点工

程，提出从健全法规标准、构建政策体系、健全价格机

制、完善财金政策和强化科技支撑等五方面完善污水资

源化利用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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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发布：

防止过度包装 鼓励包装物回收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2021年2月8日，《邮件快件

包装管理办法》发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办法要

求，寄递企业应当按照环保、节约的原则，根据邮件快

件内件物品的性质、尺寸、重量，合理进行包装操作，

防止过度包装；鼓励寄递企业在其营业场所、处理场

所设置包装物回收设施设备，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

制和业务流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近年来，我国邮政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寄递业

务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对邮件快件包装带来的资源

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央要求注意节约环保，杜

绝过度包装，避免浪费和污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快递暂行条例》对优

化、减少、回收快递包装等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邮

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为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加快推

进邮件快件包装绿色转型，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有必要依据上位法的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加强制度供

给，强化法制保障。

《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分为总则、包装选

用、包装操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6章，共计47

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邮件快件包装管理的

总体要求，包括寄递企业总部统一管理责任、包装使

用总体要求、关联产业协同、产学研合作、行业自律

等。二是明确了包装选用要求，包括建立实施包装物

管理制度、按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包装减量化措施等

事项。三是细化了包装操作要求，包括操作规范制定、

从业人员培训、包装操作方法、包装回收再利用等内

容。四是细化了监督管理规定，包括邮政管理部门重

点检查内容、具体检查措施、建立包装编码及溯源管

理制度，以及组织评估、信用管理、举报处理等。

包装选用方面，办法规定，寄递企业应当按照规

定使用环保材料对邮件快件进行包装，优先采用可重

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邮件快件包装，减

少包装物的使用，并积极回收利用包装物。邮政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推进对包装物依法

实行绿色产品认证，逐步健全行业绿色认证体系。鼓

励寄递企业采购使用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物。

寄递企业应当根据包装箱内装物最大质量和最

大综合内尺寸，选用合适的包装箱；应当优先使用宽

度较小的胶带，在已有粘合功能的封套、包装袋上减

免使用胶带。鼓励寄递企业使用免胶带设计的包装

箱；应当优化邮件快件包装，加强结构性设计，减少

使用填充材料。

包装操作方面，办法要求，寄递企业应当按照环

保、节约的原则，根据邮件快件内件物品的性质、尺

寸、重量，合理进行包装操作，防止过度包装，不得过

多缠绕胶带，尽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物。

鼓励寄递企业在其营业场所、处理场所设置包装

物回收设施设备，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和业务流

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鼓励寄递企业对回收

后外形完好、质量达标的包装箱、填充材料等包装物

进行再利用；对无法再利用的包装物，按有关规定妥

善处理。

监督管理方面，办法强调，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

照办法规定加强对寄递企业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重

点事项包括：寄递企业建立健全和执行包装管理制度

的情况；寄递企业落实包装操作规范的情况；寄递企

业开展相关培训的情况。

办法强调，寄递企业使用的包装物不符合国家

规定要求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寄递企业停止使

用。邮政管理部门依法记录寄递企业包装违法失信行

为信息，并纳入邮政业信用管理。

此外，办法还规定了法律责任方面等内容。包括

经营国际寄递业务的寄递企业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规

范进境邮件快件包装，优先使用环保材料，避免外源

性包装污染等。

焦点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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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份纸浆市场成交
量价齐增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020年12月份，

国内纸浆市场需求小幅放量，场内成交情况较上月有

明显起色，在成本大幅拉升的背景下，纸浆价格持续

攀升，但当前下游客户对高价位纸浆接受度普遍偏

低，浆市高价成交存压力，下游客户采购较为谨慎，业

者多持观望态度。据统计，2020年12月份中国造纸协

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上涨10.60%至102.86点，物量

总指数环比上涨5.06%至78.44点。其中，漂针木浆、漂

阔木浆和本色浆市场成交量价齐增。

具体来看，12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1.22%至107.52点，物量指数环比上涨6.36%至82.67

点。本月，在针叶浆期货价格接连上涨、外盘报价大

幅报涨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下，针叶浆现货市场报盘价

上涨明显，整体涨幅650元/吨左右，月底，漂针木浆

主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750元/吨。外盘方

面，12月份智利Arauco银星合同面价提涨10美元/吨

至640美元/吨；俄罗斯llim针叶浆报价640美元/吨。

本月针叶浆现货市场交投氛围较好，浆厂库存压力降

低，外盘报价调涨进一步推动期货价格上行，受此影

响，针叶浆现货价格大幅上涨，短期内预计针叶浆现

货市场行情或仍将以高位运行为主。

100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初步核算，

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826.7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年造纸和纸制品业

实现利润总额826.7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营业

收入13012.7亿元，同比下降2.2%。

14.97%

2020年，文学图书市场较2019年相比，降幅

14.97%，码洋比重已经低于9%。

44.8万t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0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口纸

浆44.8万吨，同比增加49.4%；价值15.6亿元，同比增

长29.8%。其中，99.8%自俄罗斯进口，增加49%；其余

0.2%自白俄罗斯进口。

数据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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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中国）获评2020抗疫杰出贡献企业

2021年1月28至29日，第十届中国公益节在上海

温暖启幕。A P P（中国）受邀出席，由中国公益节组

委会授予“2020抗疫杰出贡献企业”奖。

亚太森博一项技术成果获山东省循环经济

科学技术奖

近日，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0年度山东省循环经济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的

通知》（鲁循会字[2020]22号），对评选出的35项科

学技术奖予以公布。亚太森博完成的“低D C M抽提

物漂白硫酸盐木浆新产品开发”项目，荣获“山东省

循环经济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是制浆造纸行业唯

一获奖项目。

多家造纸及相关企业上榜东莞2020年

TOP20企业

2月25日，东莞市2020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召开，

公布了2020年度东莞市规模效益成长性排名前20

名工业企业名单,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玖龙纸

业（东莞）有限公司、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东莞

建晖纸业有限公司、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东莞

金洲纸业有限公司入选。

宜宾纸业：2020年预亏9800万元

1月12日，宜宾纸业公告，公司预计2020年亏损

9800万元。据公告，公司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浆

价处于历史低位，公司下游客户需求下降，主要产品

食品包装原纸及生活原纸量价齐跌，从而导致公司

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下降，2020年公司因技术改造、

疫情停产及周期性停车大修影响，公司固定费用增

加。上述综合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损增加。

济源市腾盛纸业完成破产清算

3月1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由于破产

程序已进行完毕，本院终结腾盛纸业公司的破产清

算程序。已变现的财产申请人将按照分配方案继续

进行分配。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2月

31日作出（2015）济民破字第3-15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终结济源市腾盛纸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四款不合格

学生用本

2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通报

2020年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等34种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情况。统计发现，共有四款学生用本被抽

查出“本册亮度（白度）”指标不合格。生产单位

分别是苏州工业园区亚太纸品加工有限公司、郎

溪县教育印刷厂、合肥大汉纸品有限公司和武汉四

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浮沉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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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疫情后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轻工装备企业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 胡楠

编者按：在“2020山东省轻工机械行业年会”上，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

教授作了关于后疫情时代轻工装备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报告内容前瞻、针对性强，对全国轻工

装备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实现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制定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

胡楠教授同意，本刊摘录如下。

胡楠 先生 

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现任中国轻工企业投

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曾任天津轻工机械厂总工程师、副厂

长，中国轻机总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轻工业部技术装备司

司长、综合计划司司长，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理事长。

从1985年起相继被聘为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机械

和轻工专业组评委以及何梁何利奖等评委，2003～2008年曾任

上述国家奖项轻工专业组组长。

特 稿 FEATuRE

6
第42卷第5期 2021年3月



疫情是今年经济发展最大的外生变量，疫情之后

关于经济的讨论就特别多。疫情爆发之初，关于疫情对

经济的冲击，很多人其实是低估的；全球爆发之后，大

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才逐渐地看清了形

势：逆全球化、逆中国化等逆流可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

构，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

如何理解这种“经济新常态”？建议大家学习一

篇文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写的《看中

国：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笔者摘录了开头的

一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

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这为做好今年的经济工

作指明了方向。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

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短期经济的增长速

度将稳中趋缓，但从中长期看，我国仍然面临相对有利的

发展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四个词来

概括：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我们要启动轻工装备行业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在

学习思考、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之

路。

1  发展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

“战略”一词起源于军事学，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政

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含义也就相应地扩

大而通用了。一般情况下，泛指重大的、关系事物全局

的，涉及时间相对较长的，同时又决定或严重影响事物

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谋划。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

“战略”有如下主要特征：

——从全局出发研究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即研

究系统的本质性规律。

——着眼点不是当前，而是未来。

——侧重于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或者说

是研究系统特征与外部环境结合时系统的运动规律。

——全局的范围依研究对象而定，有大小、层次之

分。

任何系统都可看作是一个全局，但相对于该系统

存在的母系统来说，则是一个局部，即子系统。我们针

对的系统层次如图1。 图1  针对的系统层次

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真正的企

业家是决定性的因素。企业家最难得的是具有战略的

眼光和思考，能在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本

企业的特点，制订企业发展战略，在市场的竞争中不断

增强企业竞争优势。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与一般

技术和经营管理专家的不同之处。

2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认清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和发展趋势，是制订企业

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2.1 典型的组装制造业（也叫“离散型”制造业）

制造业主要由组装制造业和流程制造业组成。前

者包括大多数机电产品制造业、服装制造业、家具制造

业等，后者主要是化工、医药类产品制造业、钢铁制造

业、制浆造纸制造业等。现代组装制造业是全球化程度

最高的产业，全球采购（包括生产要素）、全球销售，即

市场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

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有四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

注：

一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要素流动在加速和深

入；

二是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化对经济产

生重大变革和影响；

三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四是疫情后的经济新常态。

2.2 技术密集与劳动较密集并存

技术密集体现在研发和主关件制造技术上，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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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产品的复杂程度上。现代轻工装备是大型的机

电一体化设备，要求实现信息化和绿色化，并在高速运

转条件下实现高可靠性。劳动较密集则体现在组装调

试、检测、售后服务等方面，但这里的“劳动”不再是传

统经济学中所指的简单劳动，而是一种高技能（工匠的

手艺和经验加上高技术知识）的劳动。因此，对于现代

轻工装备业来说，也可以说是具有高技术和高技能的

“双高”特征。

2.3 轻工装备是轻工工艺技术的载体

由于轻工装备业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因此轻工

工艺技术必然融入产品的研发当中，甚至成为产品的核

心技术。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研发的成败。

从广义上讲，“融入”就是“集成”，即把轻工工艺

技术、机械设计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集

成为一体，实现工艺流程的高效率、低消耗、低排放，

即多种技术的横向系统集成和流程一体化纵向系统集

成。要实现上述集成，必须做到人力资源（人才）的集

成和从装备研发到使用的集成。这就是我们提出轻工

及其装备两个行业深度融合的主要原因。

2.4 企业内部结构

对于大中型企业，其内部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

“哑铃型”，即“研发营销服务型”结构，产品研发和营

销服务这两头较强，也就是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较

多。但对处于中段的制造环节并非不重要，某些主关件

的制造技术可能成为核心竞争力。总之，要根据企业自

身的具体情况和今后的战略定位来确定。例如：有关跨

国公司，其研发的投入占销售额的5%以上，至于研发和

服务这两头的人力资源投入则大大超过中间的制造环

节，不少零部件的制造通过外包（OEM）完成。

但对于大量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应该在

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研发的资源，

例如从与之配套的主机或成套设备供应商获得，合作

研发，购买技术，学习、模仿再创新……

不管企业的差别有多大，重视研发和营销服务，并

把这两头牢牢地结合在市场（客户）。这是现代装备制

造企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的基本理念。

对于企业管理则由“层级型”向“扁平型”转变。

大型企业的“扁平型”网络结构即平台型团队，按合同

聚散，动态优化的人单自推动，按需研发、制造和全过

程服务。

2.5 市场结构

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分析方法是基于著名的结构—

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简称SCP）范式中盛行的线性关系。在这范式中，产业

的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行为，进而决定企业的绩效。

市场结构这一概念就来自于SCP范式中，它决定企

业的行为，即企业的决策和战略，包括定价、投资、研发

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和联盟等行为。

市场结构就是指市场被组织的

程度和方式，它是个人、企业和其他

组织的活动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传统模式里，市场结构根据竞争

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分布定义，取决

于三个主要因素：市场的集中度、产

品差异化程度、进入退出条件。

据此可划分四种市场结构，即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

断。

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企

业在制定策略时将考虑其他企业可

能的反应。正是在少数企业背景下

的策略选择这个概念，才使寡头垄

断成为博弈论得以应用和发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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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域。

虽然小企业的数量远远多于大企业的数量，但显

而易见，大企业更有竞争力和影响力。世界上多数产业

被少数大企业控制，形成寡头垄断，这些大企业绝大多

数为跨国公司。面对跨国公司与全球化的研究热潮，对

寡头垄断的研究为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因此寡头垄

断已成为产业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市场结构，也是一种

发展趋势。

如何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2.6 技术创新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

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

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

按照这一原则，借鉴某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观点，而不

是将其注意力全部放在研发费用、专利等狭隘的可

量化变量上。国家创新体系（Nat i o n a l S y s t em o f 

Innovat ion，简称NSI）是经济体系的一套制度安排，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企业的创新表现。

《中国制造2025》就是我国NSI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技术变革的最新研究中，相对于市场结构[尽

管市场结构本身是国家创新体系（NS I）的一个要素]，

文化、传统和其他国家创新体系固有要素可能是影响创

新的关键因素。但是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仍是十分有

趣的问题。如果大企业更容易产生创新，那么创新将更

多地产生于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中。如果小企业与创新

联系更紧密，那么竞争性的或者产业园区模式的结构是

更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还有学者中性地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大企业更有

利于创新；在另一些情况下，小企业更有利于创新：“大

企业创新的优势来自于其相对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

资源，也就是他们拥有的资源优势；小企业的优势来自

企业家的动力、内部灵活性和对变化环境的反应能力，

也就是他们具有行为优势。”

我们的观点则是将来构建一个中国的“金字塔”型

的市场结构。塔尖上的企业，进入到全球寡头垄断的市

场结构中去，塔尖下的中小企业成为我们轻工装备业发

展的基础，充分发挥上述两个创新优势。

在全球化科技资源重组中，产业技术创新将呈现

如下发展趋势（江小涓等，2004）：

（1）对技术创新过程中而言，模仿、学习和吸收到

转移、渗透、融合和本土化，其实质则是市场竞争推动

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资

源转移规律的体现，均遵循了最小化技术创新成本这一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原则。

（2）在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下，产、学、研各单位之

间的技术依存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企业的技术创新

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行为，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跨

国并购、购买、人力资源流动等研发国际化的方法获得

技术将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制造业正面临着

技术共享的机遇，新的技术创新可以很快被模仿，产品

的差异正在消失，技术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因此，技

术引进（外来技术）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之间的差

异也将逐步消失。

总的来说，在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将是一个收敛

的过程，不可能永远当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对发

达国家来说，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暂时的。

由于新技术的知识和信息迅速传播，以及要素流动的

加速，技术创新差距越来越小，“比较优势”的持续时

间越来越短。

2.7 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当今的装备制造业正在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服

务业。工业化初中期大批量生产条件下的“以产品为中

心”，正在转变为当今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条件下的“以

客户为中心”。它不再只是产品设计和生产，还包括针对

客户需求，与客户共同进行方案设计、研发到售后服务

直到产品技术升级改造、报废回收全过程。有国外专家

估计，如果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总利润为100%，则服务创

造的利润超过50%。

2 . 8 作为投资品，其价格需求弹性较小，而收入需求弹

性较大；大多数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单台单线、车

间和工厂成套而且多变的市场需求特征

核心问题是为用户创造价值，要学会为用户提供

技术经济方案，并计算“方案”创造的价值。

3  重温《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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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刊本期屈贤明主任的文章“中国制造业发展面

临的形势与任务”（编者注）。

4  适应轻工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关于成立“轻工

业智能技术应用研究院”简介

4.1 项目背景

2020年5月，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

上提出：

● 新兴产业中长期（2035）发展路线图；

● 聚焦各重大产业和技术领域发展存在的短板及

卡脖子问题；

● 明确“十四五”时期高端装备的创新发展方向

及发展策略；

● 提出高端装备四大领域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和

发展思路：①海空天装备领域；②智能制造领域；③民

生装备领域；④特种装备领域。

4.2 民生装备重点在轻工行业

（1）根据两会精神，工程院提出大力发展智能装

备技术产业方向和战略。

（2）轻工智能装备技术的产业意义：

● 是轻工业民生战略产品的技术支撑；

● 是国家智能装备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应用和发

展领域；

● 是智能装备技术硬件和软件应用研发的火车头。

（3）战略核心点：发展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全流程

的智能装备技术。

（4）落地措施：成立“中国轻工业智能技术应用研

究院”。

4.3 轻工业重要性和特点

(1）轻工业作为民生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

产业。

2019年业绩：主营业务收入20万亿元，占全国

19.1%；实现利润占全国利润19.3%；出口创汇占全国总

额26%。固定资产占全国14.4%；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占

全国总数30%；贸易顺差占全国76%。

(2）轻工业的某些特点：

涵盖45个产业；内涵和市场广阔。大部分企业具有

劳动密集特点；部分劳动简单重复；部分劳动要求人工

技能很高还难以保证质量；部分劳动强度大，操作者工

作环境差……

针对这些特点，较大部分可以通过智能化和工业

机器人取代。

4.4 时代背景：全球智能制造发展现状

● 智能制造概念首次提出：1988年，美国纽约大

学怀特教授（P.K.Wr i g h t）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布恩教

授（D.A.Bourne）出版《智能制造》一书中首次提出。

● 智能制造是伴随信息技术不断普及而逐步发展

起来的。

● 智能制造目的：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

件系统、机器人视觉和机器控制，对制造技工的技能和

专家知识进行建模，以使智能机器人在没有人工干预的

情况下进行小批量生产。

●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智能制造技术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和研究。

● 美国、日本等国纷纷设立智能制造研究项目基

金及试验基地，智能制造研究及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

●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认识到以往去

工业化发展弊端，制定“重返制造业”发展战略；同时

大数据、云计算等一批信息技术发展前端科技引发制造

业加速向智能化转型，把智能制造作为未来制造业主攻

方向，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以抢占国际制造业科技竞

争制高点。

● 欧盟将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2010年

制定了第七框架计划（F P7）的制造云项目，并在2014

年实施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将智能型先进制造系

统作为创新研发优先项目。

● 加拿大制定的1994～1998年发展战略计划，将

具体研究项目选择为智能计算机、人机界面、机械传感

器、机器人控制、新装置、动态环境下系统集成。 

● 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由德国联邦教研

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提出“工业4.0”的概念。

● 2014年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

德国期间，中德双方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

新》，宣布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该领域合作有望

成为中德未来产业合作的新方向。

● 2015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作为制

造强国战略行动纲领，明确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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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更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制造

业升级转型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德国提出的

“工业4.0”让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战

略思想。

● 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产值规模占全球比重

在19%～21%之间。我国智能制造行业2016年起，产值规

模逐年上升。

● 2016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根据IFR（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最新报告，销量

约29.0万台，同比增长14%。其中，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9万台，同比增长31%。IFR预测，未来10年，全球工业机

器人销量年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2%左右。

2019全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在33万台左右。工业

机器人是智能制造业最具代表性装备。

4.5 使命与愿景

(1）使命：综上分析，面对全球智能制造产业的发

展现状和未来的趋势，轻工业必须迎头赶上历史的发展

机遇，肩负行业发展重任，站在行业制高点引领行业发

展，落实国家民生战略，为国家和行业取得巨大的社会

价值和经济效益。

(2）愿景：用智能科技前沿技术，采用市场化措施

推动轻工产业智能装备制造和终端用户智能化升级，带

动国家相关基础研发，培养一流智能研发和产业人才，

完成国家民生战略目标。

5  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前面关于“技术创新”一节中提到：国家创新体系

是经济体系的一套制度安排......文化、传统和其他国

家创新体系固有要素可能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正如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所指出的：“坚持创

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落实以人为本，......”。以人

为本的核心内涵是什么？除了“尊重创新创造的价值，

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之外，更深层次的问

题是“思维模式”和“科学精神”，这是一个全社会、全

民族的问题，是人才驱动和以人为本的根基。

首先是提倡理性化的“思维模式”：

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充分理解相关的概念并使

其清晰化，然后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推导出的结果再

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其过程有点像我们这些工程师针对

某一创新课题所进行的“数学建模与仿真”，更何况我

们将处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智能制造时代。

创新型人才的“做人”与“做事”可以归纳为三点：

理性、缜密的思维模式；勤奋、探索的工作热情；包容、

互助的团队精神。

可见“做人”与“做事”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并且“做人”是第一位的，只有做一个正直、善良、真诚、

勤奋的人，才能做出创新的成果！

接下来就上升到“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这一话题

上来。

2018年8月10～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

“2018世界科技创新论坛”，汇聚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

者、著名企业家、国际著名智库成员等，把脉中国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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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创新议程。12日上午，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应邀

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的主旨演

讲。现摘录演讲开头的几小段如下：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

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说起科学，

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其实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

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

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来，1919年的中

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

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来说，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基础研

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性成果乏善可陈。你可

以找出一千条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学精神缺失。

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

很多丑陋现象，折射出中国的科学研究正在遭遇着权利化

和商业化的双重腐蚀。

科学精神缺失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科技界，而是全社

会的。比如，与健康有关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在中国特别

容易流传。《科技日报》每个月底拿出一个整版来辟谣，

还是辟不过来，因为谣言太多了。可谓谣言满街跑，真相还

没穿上鞋呢。公众宁愿盲从某些“名嘴”关于敏感问题的臆

断，而不愿寻找和相信科学的答案。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而始作俑者也

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订约和守约是人区别于动

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订约和守约的人必定是能够对自

己负责的人，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独立人

格的人。那么，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腊人给出了

经典的答案：科学。独立的人格来自于被科学武装起来的

强大内心，依托于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质。

可以说，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

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上述刘亚东先生关于科学精神缺失的诸多现象，

其根本原因是历史传递下来的“制度变迁”遗产。改革

开放40年，是我国真正接受和传递科学精神的起步阶

段，主要体现在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

科学和经济的奇迹般发展。另一方面，科学精神的创立

是一个逐渐地渗入公众意识深层的历史过程：文艺复

兴后，欧洲爆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

义，去除鬼神，科学随之兴起。正是由于启蒙运动中的

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

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近四百年的现代化历

程。四百年，我国才七十年，最快还要二三十年吧！也是

对广大公众的一次重大启蒙。党中央早就意识到这一

点，在《科技发展纲要》中提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提

高全民科学素养，在全社会塑造科学理性精神。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在全社会塑造科学理性精

神”，将是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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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屈贤明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美国制造业占GDP不到12%，但研发经费的70%、科学家

和工程师的60%在制造业，专利的90%来源于制造业。

中美经贸战已打了两年多了，而且在不断升级。即

使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仔细

研究协议文本后，很难令人乐观，几乎看不到曙光。而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对全球经济、全球制造业

已产生巨大影响。两者的叠加，令许多国人担心，中国

编者按：在中美经贸战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的背景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在“2020山东省轻工机械行业年

会”上作主题报告时，结合我国轻工装备业的实际，系统阐述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形

势、问题、任务和前景，指出智能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主攻方向。报告的主要

内容选登如下，以飨纸业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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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贤明 先生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

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制

造业研究室主任、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制造2025》主笔人。

制造业发展前景如何？

1  面临形势、优势和问题

面临的国际形势:

● 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今后将是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

●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封堵、围攻将更加变本加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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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已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体系，传统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均得到迅速发展，能适应低端、中端、高

端产品的不同需求，各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

抗风险的韧性很强，经过补短板、增强板，关键产业的

产业链安全可控是有保证的。

2019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

之和。

二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仍将长期保持。中

国还有2亿～2.5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出去，都去发展高

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是不可能的。中国劳动力成本还有一

定优势，而且性价比比较高，能吃苦耐劳，素质较高。

三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14亿的中国人民

2019年人均GD 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上

方，并有4亿多人的中产阶级。因此国内的需求在不断地

升级，中国已形成了低、中、高端需求并举的格局，这就

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超大规模、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四是对全球产业有影响力的特大型企业越来越

多，在世界500强中占比越来越多。2019年世界500强

中，中国129家，美国121家，日本53家。如小米，创建仅9

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

五是提高创新能力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中国制

造业正从跟随式创新向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新模式转

变。现在中国制造业已有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

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五个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总体而言，部分重点产业达到世界领先/先进水

平，大部分产业差距大。我国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

输变电装备、纺织服装、家电五大产业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航天装备、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钢铁、石化、建

材六大产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再看面临的挑战：十大

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节能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中大部分产业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集成电路及专用

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农业装备产

业与制造强国差距巨大。

最近中国工程院对我国制造业与国外做了对比，其

中一个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纺织服装产

业、家电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建材产业、食品产

业等六大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

一个板块。这些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约80%，因此，建

设制造强国必须对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民生制造业给

予高度重视，通过智能、绿色改造，使之成为先进制造

业，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更明显。

面临的三大问题：

● 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安全可控

● 创新体系不完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 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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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任务

“十四五”期间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

机会窗口期，必须集中力量解决面临的三大问题、打好

三大战役。

2.1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新时期，工业基础高级化应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双管齐下，

从三个层次进行布局、分类施策。

第一类，发挥政府和制度优势，采用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方式，突破一批“卡脖子”短板项目，解决大约10%

的工业基础问题。主要是四大卡脖子问题：集成电路及

其专用制造装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及

机载设备、关键材料。

第二类，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力度

持续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长效政策机制，解决大约

300项占20%的工业基础问题。

第三类，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以培养约800

家专精特的“世界隐形冠军”企业为抓手，解决大约

70%的工业基础问题。

例如，高速宽幅的轧辊是造纸机的一个关键部件，

过去我们国内只能做低速、窄幅轧辊，外国人看不起我

们，说我们做不了高速轧辊。章丘大星公司董事长满成

河已经专注轧辊制造35年，听后非常不服气，经过两年

多时间的埋头苦干，终于攻克这一难题，成功制作出纸

机用面宽最长、车速最高的轧辊，现在70%～80%的订

单已经出口到海外。

再比如，磨片是制浆设备的一个关键零部件，要求

具有很高的耐磨性，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著

名的材料专家陈蕴博院士合作攻克了这种专用材料，制

成的磨片大量生产，销售收入超过企业总销售收入的

10%。这一核心零部件已经成为该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产品。

目前，我们要充分挖掘国内巨大市场，构建国内循

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新格局。根据中国

工程院对26类重点产业的评估分析结果，我国制造业

产业链仅60%安全可控，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

总体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总体

安全可控，而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对外依赖度极高。

2 . 2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建设，实现创新模

式的转变——创新能力提高战役

工业化中后期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产业共性

技术研究，解决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死亡之

谷”。通过1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与其他国家研究机

构的重组、分类推动转制院所的改革、组建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措施，实现创新模式由“跟随模仿”向“自主创

新”转变。

企业要把创新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例如，造纸行业

有两大关键核心设备——超级压光机和靴式压榨。淄

博泰鼎公司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的6%，用于开发新

产品，在产品开发上采用了数字化设计和建模仿真，将

十几个传感器嵌入到设备中去，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

在设备的数字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开了一个好头。

2.3 大力发展优质制造——质量翻身战役

● 消费品的品牌建设，解决安全问题

● 高端装备解决质量和可靠性问题

● 材料、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解决可靠性、一致性

和稳定问题

● 建设新型标准体系，研制并推广应用一批高精

尖的检测仪器和在线数字化检测装置，解决测不了、测

不准、测得慢的问题

3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主攻

方向

经过8年的历程，我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已从孕育期过渡到成长期。今后要从三方面推进：

（1）产品和制造装备的智能化——智能制造系统

的主体

（2）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智能制造系统的主线

离散型制造将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加工

质量的升级、加工工艺的优化、加工装备的健康保障、

生产的智能调度和管理，建成数字化车间/工厂。

（3）以智能服务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变革——智能

制造系统的主题

总之，“十四五”期间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

造推广普及时代，轻工行业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基础、

经济情况，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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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新冠疫情贯穿全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

不平衡、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引发世界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拉开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时代

的序幕。在这一年中，全球废纸行业产业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在这一年中，国内废

纸回收利用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在这一年中，变与不变伴随经历了三年调整的行业新格局

正在逐渐走向明朗。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2020年所有重大变局的导火索，在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

国内废纸价格在一个月内经历了大喜大悲的走势，全年价格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同时出现在3月

份。新《固废法》实施，垃圾分类作为政府重要责任写入新法，越来越多的分类企业参与资源

回收体系的建设和运营，构建起新的体系和模式，一批有实力的环保企业、环卫企业和互联网

企业纷纷进入废纸回收市场，这些回收企业与龙头造纸企业开启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新的

供应链模式正在形成。

受进口许可数量的减少影响，外废在过去一年可进口量继续大幅下降，海外疫情的不断

变化，又让部分许可证数量没能真正实现进口落地，造成了优质原料的进一步短缺。

与变化相对应的是不变，最令人关注的废纸零进口的靴子还是如期落地，2020年11月，

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

物有关事项的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将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我国境

外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面对废纸原料数量的短缺、质量的下降，除了不断拓展渠道增加废纸供应外，如何高效

利用国产废纸、增加海外废纸浆的供应也成为了过去一年中企业的变化，国内优秀的工程设

计和装备制造企业与造纸企业一同寻找解决方案。

本刊每年初都会有一期专题聚焦废纸回收和利用供应链的发展，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专

题选取了上下游产业上的行业组织、咨询公司、工程设计和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专家在近期

行业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为本刊撰写的特稿，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年行业发展中的得与失，总结

经验、展望未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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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废纸和垃圾分类多重政策引导下，

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新态势
⊙ 唐艳菊 

2020年是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里程碑的一年：国

际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后疫情时代国内制造业和

消费经济将面临更多挑战；生态环境部明确2021年起

将不再受理和审批废纸进口申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终结，也开启了国内回收纸体系多方共建的新纪元；新

《固废法》实施，垃圾分类作为政府重要责任写入新

法，越来越多的分类企业参与资源回收体系的建设和运

营，构建起新的体系和模式；共享经济在回收纸行业快

速发展，“互联网+回收”凭借新的回收工具和连锁加

盟模式，迅速进入回收纸行业，带来了大量新的回收主

体。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创新需求，中国回收

纸行业正在发生着剧变。

1  废纸“零”进口，海外废纸浆线布局基本完

成，主流纸厂加紧国内回收纸渠道布局

1.1 纸厂加紧国内回收纸渠道布局

在进口回收纸政策进一步明朗的背景下，2017年

开始，国内纸厂纷纷改变废纸采购策略，对废纸采购渠

□ 作者介绍：唐艳菊女士，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兼废纸分会秘书长、两网融合产业创新协作体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学硕士，承担《废纸分类等级规范》、《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等行业标准的起草制定，并是多个国家级再生

资源及两网融合研究课题负责人。

唐艳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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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了重新布局，与区域规模性废纸分拣加工企业

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是玖龙通过旗下

中南（天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与各地废纸回收加工主

力企业合作建立中转库，锁定质量与风险，为合作企业

提供经营保障；山鹰集团旗下中国环宇集团自建自营中

转仓，作为区域废纸渠道控制和物流调度的重要支撑。

这种渠道的长远优势将进一步加剧造纸行业市场的整

合，实力雄厚的造纸企业将凭借原料渠道的优势扩张产

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造纸行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

提高，同时也必将对国内废纸回收体系的构成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1.2 海外废纸浆线布局基本完成

为了弥补进口纤维的短缺，中国大型造纸企业纷

纷在海外通过自建或合作方式布局再生浆产能。这一纤

维补充渠道在当前国废短缺、外废额度有限的局面下显

得尤为重要。玖龙、理文、山鹰、景兴、太阳等纸厂均已

在海外布局了大规模再生浆产能。在北美地区，中国纸

厂预计新增本色木浆的产能27.5万t，再生浆的产能135

万t。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纸厂预计新增箱板瓦楞纸的

产能315万t，再生浆的产能243万t。见表1。

1.3 国内回收纸价格更加不确定

原有价格形成机制以外废定价，外废全面停止进口

后，国内价格机制尚未形成，一段时间内将呈现无序震

表1  海外废纸浆线布局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地理位置

威斯康辛州

缅因州

缅因州

西弗吉尼亚州

马来西亚

肯塔基州威克利夫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越南

缅甸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老挝沙湾拿吉省

造纸企业

玖龙 Biron

玖龙 Rumford

玖龙 OldTown

玖龙 Fairmont

玖龙

山鹰

理文

理文

理文

景兴

太阳纸业

箱板瓦楞纸 

/万t

55

70

50

60

80

本色木浆

/万t

27.5

3

数据来源：中国纸网

再生浆

/万t

69.4

43.8

21.8

55

68

80

40

荡。国内回收纸原有的定价方式是纸厂以进口废纸为

基准进行升贴水的方式确定国内回收纸采购价格，是

一定程度的盯住机制。自2017年开始实施进口废纸新政

后，国内回收纸由于买卖双方市场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和

纸厂之间的采购博弈，国内回收纸价格持续呈现为无

规律震荡，完全成为市场试探性和库存调整性调价策

略，不能充分反映实际市场供求。见图1。

2  生活垃圾分类全国推进，可回收物体系建设

成为主要发力点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可回收物体

系建设成为垃圾分类减量的关键。生

活垃圾资源化效率35%中，资源化的

主要对象是分类后的可回收物。根据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2016年为

住建部做的14个城市生活源可回收物

占生活垃圾清运总量的数据分析，城

市生活源再生资源占生活垃圾的平均

比重为27.8%，而消费型大中城市这

一数据超过30%。因此在完成了生活

垃圾分类宣导和习惯培养阶段的任务

后，各个城市都出台了支持可回收物

或再生资源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如

杭州市两办2018年发布了《关于推进

图1  中国再生资源废纸价格指数

（2019.01.02-2020.11.13）
备注：指数采取废旧箱板纸一级（X1）为准，价格为不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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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再生资源回

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的重要抓手。提出市场主导、市场运作建设再生资源回

收网络，给与体系建设资金和政策支持。2020年6月成

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商

务局、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共同印发了《成都市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发展规划（2020-2025）》，提出结合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完善回收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3  快递包装物治理提出建立社会回收体系要求

国家邮政总局2017年出台《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

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

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系建设快递包装回收示范城

市。在国家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共同推动建

设快递包装回收示范城市。明确不同快递包装的分类

要求，在社区营业网点配备标志清晰的快递包装回收容

器。支持快递企业积极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建

设。

2019年12月，《国家邮政局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发布，提出

各地邮政部门应指导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与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开展合作，探索建立包装生产者、使用者和

消费者等多方协同的回收再利用体系。鼓励邮政企业、

快递企业与包装企业、电商企业、回收企业等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在包装治理领域合作，在高校、社区服务网点

配备标志清晰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容器或设立专门回

收区域，加强包装物料行业内循环使用体系与社会回收

体系的衔接。到2020年，全国城市地区90%以上的快递

服务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装置。建立和

推广包装物的共享使用平台。

在此要求下，主流快递企业如顺丰、申通，及主流

电商企业如菜鸟物流、京东物流等，都积极探索快递包

装物社会回收体系的建设。2017年菜鸟网络联合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回箱计划”，“回

箱计划”已在全国的菜鸟驿站设立2.5万个“绿色回收

箱”。2019年8月20日，菜鸟网络联手中通、圆通、申通、

韵达、百世等五大快递公司，“回箱计划”在上海启动，

首批将建成1000个快递回收箱。同期浙江“回箱计划”

在杭州启动，首批将建成1500个快递回收箱，助力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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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分类回收。

各地邮政主管部门也相继颁布相应办法，促进

快递包装物的社会化回收。如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印发

《2020年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邮政、快递网点包装废弃物回收

装置覆盖率达100%。太原市规模以上快递企业网点回

收装置均已配齐。废弃物回收箱整分为可回收塑料、可

回收纸箱以及不可回收。客户在取完快递的同时，将拆

除的包装盒压实整理好，由工作人员引导放入，企业可

以二次利用。

4  多个政策推动下，国内回收纸行业发展新态势

4.1 造纸企业自建或合建分拣中心迅速增加

2017年开始，以玖龙、山鹰为代表的国内主要纸厂

开始自建废纸分拣中心，截止2020年9月，玖龙纸业下属

中南公司在各地的中转库已有36家，遍布安徽、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吉林、江苏、辽宁、山东、陕

西、上海、四川、浙江、天津等15个省和地区。山鹰纸

业下属环宇中国各地布局的中转站8家，分布在沈阳、合

肥、盐城、宝鸡、成都、无锡、武汉、南昌。目前龙头造

纸企业的回收纸中转库均按照拟定的废纸加工中心规

范条件新建或改建，单体分拣中心日分拣加工能力均在

100t以上，为造纸企业稳定废纸供应和质量起到关键

作用。

4.2 回收企业规范分拣加工中心逐渐成长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开展，各地回收体系不

断升级重构，越来越多的回收纸企业开始参与政府垃

圾分类，承接垃圾分类可回收物的末端加工处理，原有

分拣中心的建设管理布局无法满足城市管理的需要，

必须对原有分拣中心进行规范化、自动化、现代化升

级。另外随着环保督察和城市环境管理力度的不断加

大，具有一定实力有意愿规范发展的回收纸企业也开始

主动建设或改建环保消防达标、生产加工管理规范的

废纸分拣加工中心。2019～2020年各地涌现出一批规

范、规模的废纸分拣加工中心，或以废纸为主要品类的

垃圾分类可回收物综合分拣中心，据不完全统计，新出

现的此类分拣中心约有70家。这些分拣中心均符合中

再生协会制定的《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

范》及《废纸加工行业规范条件》相关环保、建设和运

营要求，为相关国家标准的出台奠定了行业基础。

4 . 3 垃圾分类深入开展促

使回收纸行业主体、市场结

构、运营方式都发生了巨大

变革

垃圾分类政策的顶层

设计和广泛实施对国内回

收纸行业未来的体系机构、

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已经和

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2019～2020年，各地政府对

垃圾分类的认识从宣传引导

和厨余垃圾分离转向可回收

物体系的建设和资源回收利

用的链条管理。在各地政府

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体系规划

出台后，原有个体经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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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无序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开始逐渐被有组织、有规

划、有标准的新型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替代，出现了诸如

浙江联运、上海程胜、北京爱分类、杭州虎哥等一批以

垃圾分类服务为主线进而开始可回收物全程分类体系

建设的典型两网融合企业。在地方，也出现了如河南百

川环境、上海城投等环卫企业在区域内逐渐建立自有

可回收物三级回收体系，深入再生资源经营。在这个过

程中，垃圾分类的渗透对原有回收纸体系正在产生着重

大变革。而原有回收纸传统经营企业也迅速反应，逐步

凭借自身优势向垃圾分类前端延伸，出现了沈阳宋氏集

团、江苏纸联、北京华京源公司、南京启宏等优秀的全

链条分类企业代表。

4 . 3 .1 单节点割裂的体系被全程分类规范管理体系所替

代

传统回收体系长期处于完全市场化的经营业态，

从业门槛低，监管不严，环节众多。从业者多为个体回

收户，普遍存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信用”的

问题，无法建立完整的收集、中转、储存、分拣的回收产

业链。利益驱动下，市场呈现利多抢收，利少不收的乱

象。在垃圾分类背景下，原有多环节零散不规范的回收

体系将被替代，在众多新出台的再生资源及可回收物

回收体系规划中，都提出了要为垃圾分类后可回收物资

源化作为主要任务，建设规范、环保、高效、可追溯的现

代化、绿色化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为主要目标。因此传统

单一以废纸打包站为主要支撑的回收方式，必须与垃

圾分类相衔接，必须更加注重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

全品类全链条协同运营、协同处置。新型回收体系是基

于“交投点、中转站、分拣中心、全程分类信息系统”的

“3+1”回收体系。

4 . 3 . 2 政府参与下，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将迎来再生、环

卫、互联网、投资公司等多元进入的新局面

由于垃圾分类的公共服务属性，可回收物回收体系

建设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必将也兼具公

共服务属性，各地政府均采取购买服务或特许经营的方

式，将可回收物体系运营纳入垃圾分类整体工作当中，

在2019～2020年各地政府发出的垃圾分类服务招标文

件里，大都将可回收物回收点、中转站、分拣中心的运

营涵括在内，尤其是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置。如2019

年10月郑州市管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发布的垃圾分类

运营服务项目就以BOT方式委托给河南百川环境，包

含全区内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可回收物回收，独

家运营29年。上海市两网融合工作开展的方式也是由政

府提供社区回收点、中转站，委托企业运营，专门解决

垃圾分类后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问题。沈阳宋氏集团因

承接政府垃圾分类工作在沈阳市拥有政府提供的1000

多个社区回收网点和300多个中转站。废纸作为可回收

物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获得运营资质的主体重点研究

的经营品类。这种政府给与经营主体长期经营许可的方

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行业的主体结构和运营模式。

在垃圾分类带来的市场预期下，各路资本也纷纷涌入分

拣中心的投资建设中，期望通过重塑再生资源市场获得

规模经营的红利，如东方园林、中节能环保等大型投资

公司的进入。

4.3.3 促进回收纸定价向回收端倾斜

传统的回收纸回收价格由打包厂和纸厂双方的议

价能力决定，但更多的是纸厂定价为主。随着垃圾分类

工作的开展，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垃圾分类企业因获得

政府资金支持而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因服务一定辖区的

居民而具有规模优势，因而在与下游造纸企业谈判时具

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如上海和杭州，由于某些前端两网融合运营公司

凭借一体化全流程的回收体系运营能力，实现对于前端

分类渠道的掌控，对于回收纸实现了品质和数量的把

控，进而能够直接和玖龙、山鹰等大型造纸企业签订原

料定价定质原则，获得优质供应商供货条件。

4.3.4 回收纸品质显著提高

通过垃圾分类，将以废纸为重要组成的可回收物

在源头与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分离出来，减

少了废纸受污染的场合与过程；垃圾分类也显著减少了

回收纸的回收环节，回收主体也由个体向企业转变，回

收行为更加规范，之前的掺水掺杂现象会大幅减少，回

收纸质量和回收率都获得了显著提升。据调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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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内回收纸含杂量大幅降低，品质提升近2成。

4.4 信息化自动化广泛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

近两年来，随着闲豆回收、废纸通、再生金、91再

生等互联网企业对回收纸行业需求的深入研究，研发出

一批符合回收纸经营企业使用特点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业从业者的管理思维，提升了管理效

率，使行业传统记账式无数据经营变为大数据下全流程

管理，使企业扩张发展成为可能。随着回收与造纸企业

间关系的密切和市场交易需求的升级，上述互联网企业

也在不断深挖交易链条需求，为回收企业和造纸企业

搭建交易平台，为回收企业提供物料集采平台和垃圾分

类全程分类系统设计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回收纸行业的

管理水平提升和经营模式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成本的

增加和纸厂对回收纸质量要求的提升，自动化分选和集

成化加工车间的需求近两年显现，单一品类分选线和多

品类回收纸分选线都已问世，将大幅提高回收纸行业整

体加工能力和管理水平。

4.5 互联网+连锁加盟在回收纸行业迅速崛起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行业内逐渐涌现出大量新兴

互联网企业，利用自己的回收平台、管理系统、品牌形

象、经营技术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回收纸的连锁加盟

业务，典型企业如绿巨能、纸先生、牧纸人、纸壳侠、纸

老头、纸丢丢、纸老汉等等，除了新兴企业，原有经营互

联网回收的闲豆回收、蜜蜂回收等也开始了连锁加盟业

务。从合伙人定位上，以绿巨能为代表的企业更多聚焦

于面向社区回收的小型回收商户，为其提供回收呼叫平

台、全套回收运营指导、品牌形象输出等，吸引了大批

行业外的有热情有想法的创业者成为合伙人，目前绿巨

能在全国的加盟商173家，覆盖170个地级市的700多个

区县。而以闲豆回收和纸先生为代表的平台则更多以拥

有分拣中心的小微经营户为主，帮助其利用回收呼叫平

台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向前延伸，减少回收环

节，降低收购成本，同时通过加盟商规模的实现，为合

伙人降低相关物料采购成本。两种连锁加盟平台都将

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利用平台原料整合能力实现与

造纸企业的对接，帮助合伙人争取更好的销售条件。

4 . 6 利用互联网存证平台规范行业税收逐渐成为普遍

共识

由于回收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扣除凭证缺失，行

业税收征管链条从第一环节便断开，回收和利用企业均

无法提供完整的交易凭证。为了使企业能够完税经营，

各地主管部门只能允许企业以自制凭证入账，对经营额

上百亿的企业也采取核定征收方式收缴所得税，无论

对企业还是税务管理部门，都带来了巨大的监管风险。

近几年，随着再生资源交易税务监管加强，被税

务机关认定为涉嫌无货“虚开”、“代开”发票问题集中

爆发，涉案数额巨大，涉案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的经营

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

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28号文”）颁布后，各地税务部门进

一步加强了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的管理，多地全面停止

了收购发票的使用，部分地方开始不允许企业使用自制

凭证入账，回收企业面临着如何获取成本进项凭证以

及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巨大难题。

为了解决企业合规纳税难题，中国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协会积极推动行业企业与相关服务平台的合作，鼓

励部分企业先行试点，推动税务合规监管办法的尽快

出台。经过多轮调研和论证，利用互联网存证技术证明

交易真实性，从而协助相关交易主体完税是目前唯一的

解决办法。通过互联网存证手段构建第三方税务服务平

台，利用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将个人回收户转变成个

体工商户，补全第一交易环节的纳税主体和交易凭证，

将再生资源从个体工商户到利废企业全交易过程产生的

“信息流、交易流、资金流、物流、票据流”等数据信息

实时传导到平台大数据库，获取完整的无法篡改的交易

证据链，证明交易全程的真实性，以此为税务部门提供

监管工具，让企业取得进项发票，使全链条票税完整，

促进行业健康长远发展。代表性服务平台有“绿账本”、

“新再生网”等，已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宁国县、

亳州市等地区逐步开始落地，初步解决了再生资源行业

税务监管难题，并基本得到当地税务、工商部门支持，

并开始在天津、重庆、安徽、山东等省市进行推广，与主

要回收纸、废钢加工企业、造纸企业开展合作，协调财

税部门在相关地区开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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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回收纸行业企业经营状况调查报告
⊙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

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组织的

“2019年度回收纸企业经营状况调查”已经结束，本

年度有100余家企业参与调研。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

况，废纸分会认真分析研究编制了《2019中国回收纸

行业发展报告》，并根据各个企业年度经营情况排定了

“2019年回收纸行业二十强企业榜单”。2019年，受多

个政策叠加影响，我国回收纸行业发生了深刻变化：生

活垃圾分类全国推进，原有回收纸行业主体和运营模

式发生重大变革；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深入实施，进口

废纸浆大幅增长；新《固废法》压实地方政府回收体系

建设责任，强化废弃物去向和回收渠道规范管理；“无

废城市”全域实施，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提出新的目标

要求；快递包装物治理提出新要求，多方共治建立社会

回收闭环体系达成共识。2019～2020年，回收纸价格指

数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凹”字形走势。在进口回收纸审

批量每年递减约40%的情况下，国内回收纸市场两年内

并未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没有出现异常增长，间

歇出现震荡式调整。2019年一季度稳步上涨，二季度高

位盘整后快速下跌，三季度在低位运行，四季度快速回

复。全年平均指数2,064元/t，最高点2,347.88元/t，

最低点1,892.06元/t，振幅124.09%。单体回收纸打包

厂数量方面，2019年国内经营量100t/d及以上单体回

收纸打包厂达到265个，较2018年增加45个，增长率达

到20.4%，回收纸规模化经营趋势进一步凸显。经营量

50～100t/d单体回收纸打包厂数量为1,374个，较2018

年增加185个。其主要是随着纸厂国内回收纸采购需求

增加，采购力度加大；加上回收纸价格总体处于历史较

高位、各地深入推行垃圾分类政策，进一步推动回收纸

打包厂数量得以增长。此外，经营量30～50t/d单体回

收纸打包厂数量为3,924个，数量远多于50～100t/d、

100t/d及以上单体打包的和，说明我国目前仍然是以体

量小的回收纸打包厂居多，行业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同时，2019年经营量30～50t/d单体回收纸打包厂

数量较2018年增加581个，增长率为17.4%，相较于上年

的75.2%增幅明显放缓。2019年，二十强企业发展表现

以下特点:

1  二十强企业经营指标持续下降，平均净利率有

所下降

（1）2019年我国回收纸企业二十强的销售规

模为199.58亿元，较2018年减少74.89亿元，降低了

27.29%；经营量为946.13万t，下降16.68%；净资产总

额为31.31亿元，增长了9.1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由于造纸企业不接受回收企业带

票销售或带票销售只给回收企业支付7%～8%的增值税

成本，造成绝大多数正规企业“开不起发票”，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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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的扩张。二是行业规范的指导性文件尚未出

台，规范回收企业面对无证经营、逃税漏税、环保消防

零设施等低端经营条件，转而经营废钢铁加工等有行业

规范条件、投资规模有门槛的领域。三是国家税务总局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8

号文”）颁布后，多地停止了收购发票的使用，回收企业

面临着如何获取成本进项凭证以及证明交易真实性的

巨大难题，导致其不得不缩减规模甚至暂停回收业务。

（2）2019年，中国回收纸二十强企业平均综合毛利率

为6.19%，较2018年下降了5.88个百分点，同比减少了

48.72%。主要是因为2019年回收纸价格在2月底达到全

年价格最高点后，出现了波动下跌态势，下半年价格有

所回升，但回升动力不足，全年同期价格显著低于2018

年，导致行业的平均综合毛利率明显低于上年度。（3）

2019年，中国回收纸二十强企业平均净利率为2.74%，

较2018年下降了2.67个百分点，同比减少了49.35%。结

合前二十强企业整体经营情况，2019年回收纸企业经

营量和销售收入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平均净利率

同比下降幅度超过经营量和销售收入下降幅度。除外

部经济压力、政策导向等外部因素影响，净资产投资增

加、管理成本增加、环保设施运营费用增加等内部因

素，均导致回收纸企业盈利水平总体下跌。

2  前端回收站点数量大幅增长，分拣中心数量有

所减少

2019年二十强企业回收站点总量为1,417个，较

2018年增加了634个，增长80.97%；分拣中心数量为116

个，较2018年减少了18个，减少13.43%。二十强企业前

端回收站点数量增加，说明回收纸企业在国家重视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大力推进城市垃圾分类的背景下，增

加区域布点回收站，争取从源头掌控回收货源，打造以

城市社区回收站点为基础、分拣加工中心为依托、回收

企业为核心点面结合、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

系。二十强企业分拣中心数量减少，说明回收纸企业在

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向影响下，为降低经营风险，重视分

拣中心的合理布局与升级，整合资源，提高分拣中心运

营效率。

3  “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强化回收体系线上线

下全流程联动发展

从经营模式上看，“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已成

为必然趋势，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愈发普及，通过信息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互通，以及物质流、信息流、资金

流、票据流的全流程把控，实现助推再生资源高效回收

利用。如江苏纸联、亳州龙利、福建广源和天津锵远，

均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

4  加速融入“两网融合”体系建设，打通垃圾分类、

回收纸回收产业链

2019年中国回收纸二十强

企业中有13家参与了当地垃圾分

类或“两网融合”有关工作，比

2018年增加三家，参与率从2018

年的50%提升到了65%，说明越

来越多的回收纸企业参与到垃圾

分类工作中，同时回收纸企业在

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工作中

也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近两年来，国内大部分城市

已就垃圾分类回收进行探索与实

践，从前端到后端，以垃圾分类

服务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实施，

搭建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两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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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回收体系与信息平台，创新技术装备，培养专业化

服务队伍，力争实现从规范分类到资源化再利用。垃圾

分类、回收纸回收产业链的打通，将进一步提高回收纸

回收的质量和数量，为回收纸行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根

基。

5  二十强企业集中度进一步下降，中小企业依然

活跃

2019年中国回收纸回收总量为6,250.00万t，二十

强企业经营总量为946.13万t，占全国总量的15.14%；

前十强企业经营总量为816.43万t，占前二十强总量的

86.29%，占全国总量的13.06%。从全国总量来看，无

论是前二十强还是前十强企业，占比较2018年度持续下

降，产业集中度进一步降低，但下降幅度远小于上一年

度。主要是规范企业税收和管理成本持续增高，国内回

收纸企业的经营规模近两年呈下降趋势，中小企业仍活

跃于回收纸行业。

6  二十强区域布局显著变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步

伐暂缓

2019年回收纸行业二十强企业榜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单位名称

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亳州龙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南京启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福建广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辽宁陆帆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市天鑫元科贸有限公司

浙江纸徽家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四季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天津锵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江阴市南方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长春市国英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旭阳北方（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景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健南纸业有限公司

安徽青鹰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沅席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重庆渝供众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哲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市信诺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衡水知城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500,700

341,219

307,158.16

130,100

117,400.65

91,587

86,375.17

70,000

60,809

45,977

43,560

43,551

41,000

25,684.34

22,400

18,942

17,348

12,064

10,321

9,600

销售规模

/万元

244

153.5

143.6

61

44.9

64

28

28.5

26

22.93

27

21

20

13.28

10.57

9.02

8.16

6.37

7

7.3

经营量

/万t
地区

华东

华东

华东

华东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东

华北

华东

东北

华北

华南

华南

华东

西南

西南

华中

东北

华北

专 题spEciAl

(1）从二十强企业的数量区域布局看，2019年，中

国回收纸二十强企业分布情况较2018年出现较大变化。

二十强企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有8家企业入围，占

比达40%，较上年入围企业数量增加2家。华东沿海地

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地方

政府财政实力强，对环境保护和优美环境的需求较大，

环保类企业数量较多，是回收纸行业领先发展的重点区

域。其次是华北地区，通过紧抓2022北京市冬奥会举

办和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发展机会，2019

年有4家企业入围前二十强，比上年增加两家，发展趋

势强劲。而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2019年只有3

家企业入围前二十强，比上年减少两家，是减少幅度最

大的地区，2018年入围的大连金凯旋被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此外，华南地区、西

南地区分别入围2家企业，华中地区入围1家企业，华南

和华中地区各减少一家，西南地区保持相对稳定。（2）

二十强企业经营量区域分布方面，2019年回收纸二十强

企业中，华东地区8家上榜企业经营总量为692.10万t，

较2018年增加106.49万t，占前二十强总量的73.15%，

占全国总量的11.07%。华北地区4家上榜企业经营总

量为118.30万t，占前二十强总量的

12.50%，占全国总量的1.89%；东北

地区3家上榜企业经营总量为78.90万

t，占前二十强总量的8.34%，占全国

总量的1.26%；华南地区2家上榜企业

经营总量为33.28万t，占前二十强总

量的3.52%，占全国总量的0.53%。除

华东和华北地区前二十强上榜企业

经营总量增加外，其他东北、华南、西

南、华中四大域上榜企业经营总量均

较2018年同期减少，其中东北和华南

地区经营总量减少超过100万t。2019

年二十强回收纸企业区域集中度较上

年度明显提升，华东和华北地区仍是

行业重点发展区域，向中西部地区推

进发展步伐暂缓。

附件：2019年回收纸行业二十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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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生纤维市场分析
⊙ Fastmarkets RISI废纸分析师  徐婉成

2020年是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官之年，11月25日，生态环境部、商

务部、国家发改委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全面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

方式进口固体废物，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前三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市场通过规范国废

回收体系、海外浆纸产能扩张、增加成品纸进口等各项

措施，逐步建立纤维市场供需的新平衡。截至目前，市

场的反馈是积极的，2019～2020年中国废纸市场供需与

价格波动明显收窄。根据纸业联讯统计，2020年中国国

废黄板纸A级均价约2,101元/t，同比2019年均价几近

持平。如图1。

1  废纸进口许可证额度继续下降，到港量同比下行

2020年生态环境部固废中心共发布13批废纸进口

许可证，获批造纸企业66家，总核定废纸进口量约675

万t，同比减少约37.2%。与此同时，废纸进口量继续下

降，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0年1～11月，中国废纸

进口到港总量约584万t，同比减少约39.3%。如图2。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海运运力及国

外废纸供应均有下降，特别是脱墨类的废纸；由于疫情

防控，欧美、日本等主要的废纸供应地均有商场、学校、

办公场所等阶段性的关闭，导致印刷品、宣传页、办公

用纸等纸张消费需求下降，相关品种废纸发生量及回

收量也随之减少。另外，2020年9月1日起，中国施行新

修订的固废防治法，对固废退运规定了承运人的连带责

图2  2018～2020年中国废纸进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1  2018～2020年中国废纸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纸业联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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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并且提高了退运罚金。因此，2020年船公司普遍提

早截止了发运废纸至中国的时间。供应受限推升了2020

年中国进口废纸价格，同时导致进口许可证额度不能被

足量使用。

2  中国国废回收量在2020年同比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国废回收。在2020年上半

年，因为疫情防控国废前端回收遭遇较大挑战，纸张

消费量亦受到影响，废纸发生量下降；此后随着疫情

控制与消费复苏，废纸回收量有所恢复。根据R I S I预

测，2020年中国国废回收总量约5,406万t，同比下降约

6.7%。这是近五年来国废回收量首次出现下滑，此前数

年由于需求的相对增长以及较高的价格推动了国废回

收量持续增加，特别是2017年增速达到了7.6%，2018～

2019年增速放缓。如图3。

在现有的消费及贸易结构下，中国国废回收率不具

备大幅提升空间。未来回收量的增长将有赖于政府及

企业各方面的努力，以及经济转型让更多的纸张在国内

被消费，同时由进口消费品带来新的回收量。

从中长期看，垃圾分类将有利于国废回收行业的

规范化建设。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会逐步改变国废市

场个体散乱经营的模式，理想状态下形成大型再生资

源管理公司，由企业主体贯穿整个回收链条。政府可以

与垃圾分类企业购买服务，居民端的废纸交易或可逐渐

被取缔。造纸企业可以与前端垃圾分类处理企业签订

长期协议，稳定国废供应数量与成本。同时，因为回收

图3  2015～2020年中国国废回收量统计

数据来源：Fastmarkets RISI

图4  2018～2020年中国再生浆进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环节减少，回收行为更加规范，也将减少纸张污染，提

升纸张品质。

3  进口再生浆已成为可行性选择

3.1  进口数据

2018年以来，随着中国逐步推进废纸进口限制政

策，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利用废纸初步加工成再生浆产

品进口中国，成为中国市场对再生纤维需求补足的重要

方式。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再生浆年进口量

仅为1.2万t；2020年1～11月，中国进口再生浆约163.4万

t，同比增长约98.2%。如图4。

马来西亚是2020年1～11月中国进口再生浆数量最

大的来源地，约占进口总量的22.6%。马来西亚进口量

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大型纸厂在该地区再生浆产能

的扩张，包括玖龙纸业在2019年9月宣布收购的48万t/

年再生浆生产线，以及理文造纸在2020年3月投产的40

万t/年再生浆产能。未来，另有景兴纸业80万t/年再生

浆项目计划于2021年底投产。

老挝再生浆进口量排名第二，占比总量的19.9%。

太阳纸业2018年7月宣布在老挝建设年产120万t造纸项

目。其中，年产40万t再生浆生产线于2019年5月运行，该

项目主要以进口美废为生产原料，产品以浆板形式运回

国内作为生产箱板纸原材料，同年6月起中国自老挝进

口再生浆数量稳定增长。

台湾地区是在马来西亚和老挝之后，中国再生浆

进口量排名第三的地区，占比约16.6%。事实上，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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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湾地区曾是中国进口再生浆最大的来源

地。其供应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纸厂在台湾的母公司或姊

妹公司，产品自用为主。另有个别台湾纸厂利用剩余产

能生产再生浆产品出售给中国大陆的造纸企业。

除以上进口量排名前三的地区，2020年来自泰国

和缅甸的进口量增长较为突出，同时根据山鹰纸业目前

的产能规划，预计未来泰国进口量将有更大增长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地区，据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11月

起，中国新增缅甸再生浆进口量，该数量在2020年一季

度达到峰值，月均进口量约2.25万t，而后在同年6月份

归于0值。此前，理文造纸缅甸34万t/年再生浆生产线

于2019年10月份开机投产。据悉，该生产线以OCC为原

料，产品为含水量约50%的湿纸浆。2019年5月30日理文

造纸曾公告在该地区的68万t/年纸浆采购协议。截至

目前，理文造纸暂未公布关于缅甸再生浆项目的更新消

息。

3.2  项目投资

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中国纸厂已投产并正在运行

的再生浆项目合计约230万t，除此之外，在中国大陆以

外地区存在部分当地纸厂转产的再生浆生产线，利用

成品纸的剩余产能阶段性的运行来排产再生浆产品，供

应并不十分稳定。但从趋势上来看，2020年中国再生浆

市场活跃度在提升，市场上正在出现更多来源地、不同

原料配比以及多种形态的再生浆产品。

根据目前的产能规划，截至2021年底，全球再生浆

产能将至700万t左右，但规划中的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再生浆进口标准尚未公示。如何定义再生浆的产

品形态、适用关税、杂质含量等各方面指标，都将对再

生浆产品未来的投资方向和供需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投资所在地政策变化风险。2018年以来，随着大

量进口废纸涌入，台湾地区、印度、印尼等地陆续发布针

对废纸进口的限制政策，其他地区也在增加对进口废纸

的质量担忧和环境关注。

投资再生浆的品种在发生变化。2020年，干磨浆受

到市场人士的广泛关注。此前，再生浆多使用传统制浆

造纸工艺生产，经过碎浆-净化-打浆-压榨-干燥等流

程（湿浆无干燥流程），加工成为卷筒浆、平板浆、压缩

团浆、散浆等形态。

对比常规制浆工艺，干磨浆几乎省去了绝大部分生

产流程，仅将废纸原料简单处理粉碎制成，而后打包成

浆包。其最大优势是投资小，见效快，但其弊端也显而

易见。主要问题集中于，如何控制杂质含量、如何保持

纤维相对完整、避免细小纤维流失，以及能否符合未来

发布的进口标准。

干磨浆的生产由于缺少常规的碎浆去杂质等流

程，可能对原料的选择将十分苛刻，或仅可使用DLK，

或者对优质的OCC进行人工拣选以及切胶等操作。因

此，原料的供应量以及生产线的工作效率均可能成为

限制干磨浆供应的因素。

3.3  再生浆产品的经济性

根据市场价格调查显示，在贸易中，再生浆出口中

国CI F报盘价格与国废价格关联度极高。这意味着，对

于有海外自建生产线的中国造纸企业来说，当国外的废

纸纤维成本与中国国废纤维成本存在明显价差的时候

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优势，而对于其他购买再生浆产品的

中国纸厂来说，再生浆并不具备直接的成本优势，而主

要是作为纤维原料的补充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2018～2019年，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废纸纤维基

本保持着较低成本，但是在2020年这一差距有明显缩

小，全球疫情发展对海运运力及国外的废纸供应带来

较大冲击，同时近年来在欧美和亚洲等地陆续投产或转

产的再生浆、纸产能的增加，也在逐步推进全球范围内

再生纤维市场供需的再平衡。因此，即便是对于有自建

产能的中国纸厂，再生浆产品能否保持一定的经济性仍

值得商榷。

3.4  前景

中国自2021年起禁止废纸进口，再生浆产品将成

为未来几年内中国造纸原料重要的补足方式，也会成为

中国部分纸厂加强原料质量、优化产成品结构的重要

手段，在成品纸市场的竞争中扩大优势地位。但废纸二

次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加工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海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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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政策风险，或让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寻找其平衡

点，将产能投放限制在一定规模。

从需求上看，中国进口再生浆除了原料数量上的补

充，更大程度上是对美废高强度纤维的依赖，支撑对强

度有一定要求的箱板纸的生产。因此，利用2015～2020

年美废OCC纤维与箱板纸产量的比值粗略估算，2021

年中国箱板纸生产若保持目前的产成品结构，大约需要

约20%的美废纤维，或可转化为450万t的进口再生浆需

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再生浆进口量会达到该水平，

实际的市场规模会受到经济发展、海运运力、产能投放

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4  中国包装纸纤维原料趋于多样化

由于进口废纸数量的下降，本色浆正在更多的加

入挂面箱板纸的生产，来提升纸张的技术指标。根据

海关数据统计，2020年1～11月，中国本色浆进口量约至

95.5万t，同比增长约29.6%。据市场人士反馈，进口本

色浆增量主要由中国几家大型箱板纸生产商购买。

中国纸厂正在寻找更加适宜的原料配比方式。

2020年，各品类原生浆成为市场新的投资热点。太阳纸

业于8月份正式投产20万t/年本色浆；玖龙纸业公布在

湖北、辽宁、重庆等一系列木浆产能计划。除此之外，市

场上还有诸多半化学浆、秸秆浆等项目规划，用于匹配

原本以废纸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包装纸纸种。

中国包装纸纤维原料呈现多样化趋势，未来多种

原料结构或可匹配更多等级的成品纸，从而实现产品结

构的优化。

5  中国再生纤维市场供需持续调整中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利废纸种产能，短期内再生纤维

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最大一部分进口废纸纤维的

缺失是由产量的下降来抵消的。根据R IS I的统计，中国

箱板瓦楞纸产量在2018～2019年连续两年的下降之后，

于2020年继续减少约6.6%，同期废纸消费量下降。

而根据R I S I的预测，中国废纸消费量将在2021～

2022年保持相对稳定，需求的放缓正在为中国市场的

纤维再平衡提供一定的缓冲时间。未来中国废纸消费量

变化，将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更倾向于进口再生浆还

是进口成品纸。

6  亚洲其他地区

中国进口政策和需求的变化正在严重影响全球废

纸贸易格局，特别是其他亚洲地区的改变，这里定义

其他亚洲地区是指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

区。

近年来，其他亚洲地区已经代替中国成为进口废

纸最大的买家，该地区废纸净进口量自2016年的720万t

急速增加至2018年的1,410万t，2019年由于基本需求的

放缓和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废纸贸易政策限制，进口量放

缓。

废纸总消费量在2016～2019年保持增长，这得

益于不断增长的国内纸张需求和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废纸消费量在五年来首次

下降，降幅约4.3%。然而根据RISI的预测，2021年废纸

消费量将实现9.8%的增长，根据规划，2021年大量新

产能将在其他亚洲地区投放，废纸消费量的快速增加

将用于支撑该地区包装纸和再生浆的生产。如图5。

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以及其

他亚洲地区进口政策的变化都将对该地区的造纸产业

投资和全球废纸贸易构成重大风险。

图5  2016～2021年其他亚洲地区废纸消费量统计

数据来源：Fastmarkets 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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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3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管理技术中心公示了2020年第一批建议批准的限制进

口类申请明细表。到2020年10月19日，全年共审批了13

批次进口废物的许可，共审批进口废纸6,748,740t，同

比2019年减少了4,003,145t，下降了37.23%；企业数66

家，同比减少了13家。

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20年1～10月，我国累计进口

废纸509.81万t，同比2019年减少了42.45%。其中废旧

箱板纸累计进口量398.23万t，同比下降41.20%；脱墨

类废纸累计进口量19.48万t，同比下降33.32%；废旧报

纸及杂志92.11万t，同比下降48.66%。

1  批次

全 年 共审 批了1 3 批 次 进口废 纸，平均 每 批

次51 9,1 3 4 t，审批数量最多的一次是第一批，共

2,783,470t；最少的一次是第8批，共0t。全年共有66家

企业获得进口许可，审批企业数量最多的是第一批，共

39家。见表1、图1。

2  企业

2020年共有66家企业获得进口废纸的资格，玖龙

纸业有7家子公司，理文造纸有5家子公司，是获批最多

的两家集团。

单家企业数量最多的是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

司，共1,141,820 t，同比2019年减少了35.28%，是唯

一一家数量超过100万t的企业；数量最少的是德彦纸

业(厦门)有限公司，仅有50t。超过50万t的企业除了玖

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外，还有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和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见表2。

企业集中在12个省和直辖市，华东地区的山东、江

苏、浙江、福建和江西，华南地区的广东，华北地区的

河北和山西，东北的辽宁和西南的重庆。获批企业最多

图表分析2020年进口废纸分布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表1  全年审批的进口废纸批次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第八批

第九批

第十批

第十一批

第十二批

第十三批

合计

企业数

/个

39

23

2

1

37

4

8

0

28

4

16

33

11

数量

/t

2,783,470

407,410

22,750

510

1,171,500

124,080

55,810

0

1,123,120

56,650

197,840

710,850

94,750

6,748,740 图1  全年审批的进口废纸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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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是浙江省共有36家企业，占总数的39.4%。进口

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共有3,281,680t，占总量的

48.6%。福建省是进口量同比下降最多的省份，河北省

是2020年唯一一个进口量同比增长的省份。见表3、图

2。

3  企业集中度

在全部66家企业中，玖龙纸业、理文造纸和山鹰

国际三家集团化企业得到的许可量最多。其中，玖龙纸

业下属的7家企业共获得2,104,860t指标，同比2019年

减少了37.54%，占总量的31.19%；理文造纸的5家企业

获得992,810t指标，同比2019年减少了33.53%，占总量

的14.71%；山鹰国际的3家企业获得892,140t指标，同

比2019年减少了37.74%，占总量的13.22%。三家企业

合计占比59.12%，比2019年增加了0.56%，略有上升。

除以上三家外，华泰纸业、广州造纸的审批量也相对较

多。

2020年分布集中度可分为四档，玖龙纸业属于第

一档，理文造纸和山鹰纸业属于第二档，华泰纸业、广

州造纸和建晖纸业属于第三档，剩余其他企业同属于第

表2  获得废纸进口许可的企业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加工利用单位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山鹰华南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河北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河北）有限公司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泉州)有限公司

江门星辉造纸有限公司

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明星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

昌乐新迈纸业有限公司

江西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森叶(清新)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合计

1,141,820

550,000

547,040

457,470

445,470

360,000

316,820

269,120

258,830

222,610

204,860

175,840

159,210

150,000

138,220

115,270

114,250

83,370

77,870

74,750

71,880

64,110

63,190

60,000

49,060

47,490

40,760

40,650

34,210

31,030

30,350

29,300

27,320

序号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台州森林造纸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有限公司

杭州东大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司

浙江东大纸业有限公司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龙再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东纸业有限公司

山西强伟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高阳纸业有限公司

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

莱州鲁通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通达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上游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道勤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富星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三星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涌金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文丰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远大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蓝鸟纸业有限公司

漳州港兴纸品有限公司

兰溪市华圣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昇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牡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

德彦纸业(厦门)有限公司

加工利用单位

22,690

20,550

17,910

17,880

17,810

17,300

16,450

15,500

15,190

14,250

13,700

10,610

10,520

10,120

9,870

8,920

8,230

7,300

6,750

5,020

4,990

4,590

3,330

3,250

2,990

2,610

1,930

1,740

1,610

1,050

990

870

5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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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东南亚国家投产了废纸浆的生产线，景兴纸业、

新胜大、建晖纸业等企业也布局了相关产品的项目。

根据海关统计，2020年1～12月，我国废纸浆累计

进口量177.72万t，同比增长了92.93%；12月进口均价

295.11美元/t，同比下降了5.7%。见图4。

废纸浆主要由美废经过简单制浆工艺处理的产

品，与传统的木浆板不同，这种产品含水量高，储存时

间短。这意味着废纸浆可以以湿态运输，而不需要干

燥，就节省了额外的能源成本。相反，从美国运来的纸

浆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以免在长途旅行中因水分而发霉

或其他降解。这也是中国企业为什么选择东南亚作为废

纸浆生产地的原因。

总结来看，2020年进口废纸审批公示及进口情

况符合市场预期，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以及糟糕的

海运条件的限制，实际进口量将远远小于审批的数

量。随着2021年废纸等固体废物将被完全禁止进口，

废纸浆无疑将成为重要的替代产品，进口量将继续大

幅增长。

四档。见表4、图3。

4  进口废纸浆快速增长

随着中国“禁废”政策的实施，而东南亚部分国家

政策相对宽松，已成为美废的重要中转地，然后将其转

化为废纸浆至再出口至中国。东南亚国家毗邻中国，运

输方便，加之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废纸浆成本优势

明显。玖龙纸业、理文造纸、太阳纸业、山鹰国际等企业

图3  进口企业集中度

图2  获得废纸进口许可的企业区域分布

表3  获得废纸进口许可的企业区域分布

区域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福建

天津

河北

重庆

江西

辽宁

山西

进口量合计

/t

3,281,680

768,670

712,380

577,560

457,470

270,950

222,610

224,750

168,570

31,030

17,880

15,190

企业

数量

15

4

26

8

1

4

1

2

2

1

1

1

同比

/%

-26.24

-40.61

-50.89

-48.43

-35.21

-63.80

-40.13

2.32

-40.55

-41.45

-40.06

-41.34

表4  企业集中度

加工利用单位

玖龙纸业（7家）

理文造纸（5家）

山鹰国际（3家）

华泰纸业（3家）

广州造纸

东莞建晖纸业

合计/t

2,104,860

992,810

892,140

570,000

550,000

316,820

占比/%

31.19

14.71

13.22

8.45

8.15

4.69

图4  2020年1～10月废纸浆进口量及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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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措施助力国产废纸
高效利用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汇报人：梁 斌
二 零 二 零 年 十一 月

工程设计措施助力国产废纸高效利用
⊙ 梁斌

1  国家政策

1.1  机遇

2017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科技部发

布《三部委关于加快推进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将废纸等列为重点再生资源利用方向。

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进一步加

强塑料污染治理，健全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根据

该意见的规定，我国将逐步禁止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

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酒店用

梁斌 先生

1988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

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注册化工工程师，注

册项目管理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

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工业一院副院长。担任中国造纸协会环保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造纸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轻工

行业勘察设计大师。

□ 编者注：本刊记者根据梁斌同志在“2020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上的专家报告整理。

品、快递塑料包装等。未来被禁止使用的塑料袋和快递

塑料包装，将被纸制品包装替代。

这些政策都将极大地促进包装用纸和纸板产业的

发展，也势必会促进废纸原料的需求。

1.2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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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20年是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官之年。

2021年起中国对进口废纸的全面禁止导致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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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国外发展较早、较为完善的废纸回收体系

相比，中国的废纸回收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

（2）国外如日本、美国的废纸回收体系较为完善，

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结合。

（3）目前中国废纸回收市场主要的特点是：市场

变化极大、信息交流极为畅通、对政策与信息反应极为

敏感。

2.1.3  国内废纸行业缺乏远景规划、统一管理及政策约

束

（1）中国废纸目前的回收市场特点，决定了中国

废纸行业目前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景及行业规划。

（2）行业缺乏强有力的政策约束，加上废纸回收

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各自为战，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业规

划。

（3）废纸回收企业与造纸企业在长期的合作中并

没有上升为伙伴关系，这样在市场波动性比较大的情

况下，存在着对赌性强的风险。

2.2  转变及未来导向

（1）2014年以来国家工信部多次组织调研，政府

希望通过废纸行业标准以及废纸加工行业规范条件的

2000万t的废纸资源缺口，而这部分原料来源除了国内

废纸来填补之外，还带动了对其它纸浆的需求。

废纸进口限令，意味着国产废纸将承担原来全部

废纸原料的功能！

2  国产废纸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困境

2.1.1  国内废纸回收散、乱、差的特点与用废造纸企业

大、集中、规范形成鲜明对比

（1）国产废纸主要有三大回收主渠道，千家万户

产生的民间废纸、印刷包装厂产生的工业废纸和超市、

商场产生的商业废纸。

（2）2000年以后，由于取消了再生资源特业审

批，使我国废纸回收行业进入门槛为零，从业人员良莠

不齐，行业发展活跃，加工网点呈现出规模小、分布不

均、多为个体随意作坊式。

（3）中国造纸企业已经步入了规模化正规化轨

道，与废纸回收产业的凌乱化不匹配，企业原材料质量

及成本难以掌握。

2.1.2  国内废纸回收市场，市场化程度高

“2020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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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来引导中国废纸回收行业形成可持续、健康的回收

供应链。

（2）2017年以后，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以及两

网融合工作的不断推进，将一系列规范建设的垃圾分

类回收中心引入废纸回收行业的上游。

（3）2019年，随着上海及其他城市对城市垃圾

分类工作立法的完成，我国通过垃圾分类这个强制立

法手段，逐渐开始政府与市场行为并举这一方式的试

点。

（4）政府倡导垃圾分类回收、建设无废城市的各

项举措及政策配套支持，大型造纸企业向原料收购端

的延伸、废纸回收专业公司与专业化经营的垃圾分类中

心的共同推动下，相信未来的中国废纸回收行业将会向

着合理布局、规范经营的方向发展，也将为造纸行业输

出源源不断的高品质原料。

3  工程设计助力国产废纸高效利用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把挑战发

展成更多的机遇，或者将挑战性逐渐降低。从工程上

来讲，一个造纸厂由三部分组成，前面的制浆，后面的

造纸，再到后面的加工。我从工程技术角度谈一点自己

的思考。

3.1  废纸备料系统的优化

废纸原料首先经过散包、分拣、除尘除杂等操作

后再进入制浆车间碎解系统，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碎解

系统的负荷，提高成浆质量及生产效率，同时可以做到

废纸原料的充分综合利用。

要想提高使用效率，首先要进行废纸分级。外面废

纸的源头我们抓不住，只能从工厂里面进行处理，而成

本最低的、最有效的，就是对废纸进行预处理。现在大

家都认识到散包机的强大功能，确实对纸厂后期的生

产带来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其次是碎浆。目前碎解工段碎浆机的选型有两种

流派。一种是立式水力碎浆机，对物料属强制性疏解，

有较强的疏解能力，在对废纸疏解的同时，对杂质的破

坏也较大，增加了后续工段的除渣负荷。较适合疏解强

度高的废纸如进口废纸、OMG、商品浆板等。另一种是

转鼓碎浆机，对物料属温柔型疏解，主要是通过浸泡、

摔打使废纸疏解，对杂质的破坏小，使杂质与浆料易于

分离，降低后续处理负荷，节约能耗。较适合纤维强度

差、杂质含量高的国产废纸OCC等。对于湿强剂较多的

废纸（废钞票纸、牛卡、DI P等），可考虑采用立式高浓

碎浆机。

3.2  制浆工段重点关注的问题

3.2.1  粗筛选工序

推荐采用四段配置，系统兼顾拦截尺寸、杂质去

除、纸片疏解、通过量等功能的优化组合。其中第三段

选用疏解效果好、轻杂质分离更彻底的轻渣分离机（如

苹果筛），尾渣选用效果温和的转鼓筛，回收纤维的同

时避免杂质被破坏返回到系统中。

3.2.2  净化工序

可采用小尺寸除砂器、中低浓度运行的设计理念，

选择性去除较大重杂质，根据成纸质量特性选择性地

保留部分小颗粒，做到降低成本和保证浆料质量的统

筹兼顾。精筛转子选用正压值小、作用时间长的形式，

排渣率低，渣浆中纤维含量低，减少纤维流失。

3.2.3  根据原料纤维特性，充分发挥纤维的功能，将纤

维原料经过分级筛分级使用

（1）获得性能较好的长纤维（中纤维）。

（2）短纤维不再进行耗能较高的热分散和盘磨

打浆，节省设备投资和能源。

（3）对多层成型造纸技术，可使用不同长度的纤

维原料，提高成纸性能。

3.2.4  热分散技术

（1）胶粘物颗粒被分散成微小颗粒，不再表现为

灰尘或斑点。

（2）纸浆更容易与药剂结合，改善了纤维原料的

加工条件，提高质量。

（3）增加纤维强度、弹性及纤维之间的结合力。

3.2.5  高浓打浆技术

（1）国产废纸已经多次重复回用，纤维表面光滑、

角质化严重，轻刀打浆难以达到预打浆效果，能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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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重刀易切断纤维，造成纤维质量下降严重。

（2）高浓打浆主要作用是纤维与纤维之间的剧烈

摩擦，使纤维产生挤压、压溃、细胞壁破裂、分丝、起

毛、细纤维化等一系列的变化，而受磨齿直接作用引起

纤维形态变化的几率大为减弱，使纤维变得更加柔韧，

滤水性能较好。

3.2.6  原料分类使用

（1）纤维质量较好的废纸如ONP、OMG等进行脱

墨、漂白处理后，用于多层纸板的衬层、面层（部分）。

（2）纤维质量一般的废纸通过前述的纤维分级技

术处理后，用于多层纸板的芯层、衬层（部分）。

（3）纤维质量较差的废纸，用于多层纸板的芯

层、底层。

（4）浆渣等轻渣经处理后回用，可用于抄造纱管

纸等高定量、低要求的纸种。

3.3  造纸系统的优化

浆的质量好了之后，下一步就是造纸的优化。我院

在国内设计的最多的是幅宽5.6m、车速1000m/min左

右的纸机项目，投资总额不大，性价比高。这些项目的

共性优化如下：

（1）选择合适的成型技术（长网、叠网、夹网、圆

网及附件成型板、案辊、吸湿箱等）。根据产品特性及

车速等因素，确定网部的选型及辅助装置。

（2）选择合适的压榨技术（四辊三压、靴形压榨

等）。在保证脱水效果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纤维的压

溃。

（3）使用化学品来增加纤维的功能(浆内施胶、干

强剂、湿强剂、柔软剂、表面施胶等，其中功能和效果

最为明显的是表面施胶)。

（4）纸张表面处理——施胶。对于以废纸为主要

原料生产包装纸的行业来讲，较为普遍使用的表面施

胶剂是淀粉糊液，而其中应用较广泛的是酶转化淀粉，

技术成熟、环境友好。

3.4  表面施胶系统——酶转化淀粉制备

3.4.1  系统介绍

目前使用较多的表面施胶剂是用原淀粉自制的变

性淀粉，其中又以酶转化淀粉最为突出，其优势如下：

（1）成本低；（2）制备工艺成熟，质量易控制；（3）可

根据纸机实际情况和成纸要求对淀粉糊液指标进行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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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施胶流程需要人工来操作，又脏又累，劳

动强度大，效率还低下，而且现在已经很难招到年轻人

去做这些工作。由我们研发的全自动造纸表面施胶淀

粉连续制备系统以原生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为原料，

使用α-淀粉酶对长分子链天然淀粉降解，经降解后的

淀粉胶适用于造纸系统表面施胶。

该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系统自动化程度高，整

个系统除淀粉料仓需人工加料外，系统实现全自动连

续运行，有效降低劳动强度。（2）系统节能降耗显著，

与传统的间歇制备系统相比，采用连续制备可节电约

50%，节约蒸汽约20%。（3）系统全自动连续运行，生产

的胶料质量稳定性明显优于传统的间歇制备系统。（4）

系统全自动连续运行，操作环境及生产安全得到大幅

度改善。（5）节约占地，节省人工成本。

3.4.2  技术指标

使用该系统可实现的技术指标包括：

（1）生产能力：目前已成功运行的系统规模30-

100t/d；

（2）成品淀粉黏度：10-50mPa·s；

（3）黏度波动范围：±4mPa·s；

（4）成品淀粉浓度：12%-15%；

（5）浓度波动范围：±0.5%以内；

（6）电耗：≤9.0kW·h/t；

（7）汽耗：≤0.8t/t施胶。

3.4.3  效益分析

（1）节约人工成本。整个系统除料仓倒料外全自

动化运行，无需专职工人看守，节省人工7人（四班三运

转制），按人均工资福利5000元计，年节省人工成本42

万元。

（2）节约化工品成本。采用连续酶转化淀粉制

备工艺用酶量为80-120g/t淀粉，成本约为5-8元；间

歇制备采用过硫酸铵用量为3-5k g/t淀粉，成本约为

15-25元；t淀粉节约成本7-20元。

（3）节约用电。根据现有项目调查分析，采用连

续酶转化制备系统，吨淀粉耗电量约为9kW·h，仅为

间歇制备系统耗电量的50%。

（4）节约蒸汽。根据客户实际运行情况分析，采

用连续酶转化制备系统，吨淀粉蒸汽消耗量约为0.7-

0.8t，比间歇制备节约20%。

3.5  废渣的处理及综合利用

废渣的处理一直是废纸造纸企业的难题，现在既

不让填埋，也不让焚烧，所以我们要通过整个系统实现

价值的最大化。散包系统可以分拣出塑料、玻璃、金属

等；制浆系统产生绞绳、浆渣、污泥等；造纸系统产生

轻渣、纤维结块等。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1）塑料瓶、金属、玻璃等可回收固体废弃物，集

中收集交由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统一收购并处理。

（2）浆渣、纤维结块等轻渣可通过纤维分离技术

回收其中的纤维。其余无回收利用价值的渣滓可经破

碎、筛选后送入生物质锅炉焚烧回收热能。

（3）绞绳、塑料片等将其切断破碎后送往锅炉燃

烧转化为热能，降低固废的排放。

（4）污泥主要是指脱墨浆生产线产生的脱墨污

泥，可经气浮等装置回收其中的纤维后，压干并与污水

处理系统污泥一起送往锅炉燃烧以回收热能。

目前造纸厂较常用固废处理方式除了生物质焚烧

之外，还有热解、湿氧化、超临界水氧化、气化法、堆肥

等方法供大家探讨。

4  总结

（1）正确面对国家不断颁布的政策法规，在应对

挑战的同时抓住机遇，促进行业的大发展。

（2）针对国产废纸面临的问题，学会“多条腿走

路”，积极改善国废原料带来的缺憾，拓宽原料输入途

径及开发新的原料进行部分取代。

（3）设计单位作为各个系统的集大成者，更应该

拓展思路、积极优化，为企业面临的困境及技术瓶颈出

谋划策，加强技术、资源及行业各方面的整合。

（4）在满足国家产业政策的同时，加强环保意

识，增产不增污，走循环可持续经济发展路线，才能让

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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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干法再生、湿浆、半干浆、干浆处理方法
⊙ 张永龙

张永龙 先生

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工艺组负责

人，高级工程师；负责工艺及管道工程。

随着废纸禁止进口大限将至，进口量持续大幅减

少，加之大量造纸新产能投放市场，原料短缺问题日

益严重，解决废纸原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解决废纸原料短缺问题，目前主要有两大类方

案。第一，扩大原料来源，增加国内非木材纤维（竹

子、麦秸秆、蔗渣、芦苇、龙须草等）的化机浆和生物

机械浆制备；第二，国外建再生浆厂，进口再生浆。

对于非木材纤维原料，主要有两类问题：（1）原

料有季节性问题，很多公司想在原料收获季节加大生

产，储存起来，等到价格高时再卖出获取高利润；（2）

原料有区域性问题，在国内非木材纤维主要集中在几

大区域，在原料区生产好产品，要销售到远距离的造

纸企业时，需要考虑运输成本。综合以上两点，浆厂

企业也应该考虑干度提升来解决运输及储存的问题，

可以采用福建轻机的双网湿浆机+热风穿透干燥浆板

机或双网湿浆机+闪急干燥制作成半干浆板或半干浆

块、干浆板或干浆块。

当然我们想着重介绍的是国外再生纤维浆的处理

□ 编者注：本刊记者根据张永龙同志在“2020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上的专家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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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块。

路线二商品2：废纸原料经过水解湿法处理，制成

浆板。首先废纸原料进行备浆处理，通过水力碎解、除

砂、筛选成为合格的纸浆纤维，再通过多盘浓缩机浓

缩至4%～5%浓度浆料，为后续工序做准备。准备好的

浆料通过泵送去双网湿浆机挤压脱水至45%～50%干

度，称之为湿浆板。

路线二商品3、商品4：在商品2的基础上，湿浆板

通过纵横向分切，经热风穿透式干燥箱的作用，根据

干燥的浆板干度及结合储存时间的情况，定义商品3为

70%～75%干度半干浆板，定义商品4为≥85%干度干

浆板。

路线三商品5、商品6：在商品2的基础上，湿浆板

通过破碎螺旋和纤维绒毛化疏解机作用，使浆板变成

方法。处理路线可分为3条路线6种产品。如图1。

1  废纸干法再生、湿浆、半干浆、干浆处理方法

路线一商品1：针对边角料、12#、13#美废等干净

原料，采用纤维干法撕碎搓丝处理。对于普通废纸，

不建议使用。因为废纸表面覆膜会被破碎成细小状，

在机械能转化热能作用下，塑料膜会产生卷曲，导致无

法将纤维与覆膜分离。无论是采取比重还是规格大小

的形式都无法分离，而且对后续制浆造纸筛选处理造

成很大麻烦。换句话说，再生干法是将好废纸换个物

理形态作为再生纤维商品使用，产品为干法再生纤维

图1　再生纤维浆的处理路线

图2　两种浆板断面比较

图3　链板输送机

图4　D型水力碎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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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根纤维状，从而保证闪急干燥段热干燥空气和纤维

之间最大的接触面积。根据闪急干燥段对纤维产生的

干度不同， 定义商品5为70%～75%干度半闪干浆块，

定义商品6为≥85%干度全闪干浆块。 

双网湿浆成型+热风穿透干燥组合浆板机与传统

浆板机比较：进浆箱进浆浓度高，上浆流量低，进浆压

力小，浆泵功率配置低，能耗省；成型浆板松厚度高，

脱水效率高，干燥热风穿透速度快；车速慢，相同长度

干燥时间长；先纵向分切再干燥，接触面多，干燥面积

大。

图5　杂质分离机

图6　圆筒筛

图7　高浓除砂器

图8　压力粗筛选机

图9　浆料浓缩机

图10　湿浆板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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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进行再次筛选，回收纤维（如图6）；轻重渣分离后，

轻渣进行挤压回收处理，也可去再生塑料造粒；高浓

除砂器将细小砂粒去除（如图7）；压力粗筛选机使纸

浆达到合格要求（如图8）；浆料浓缩机将合格的纸浆

浓缩，为后续工序做准备（如图9）。

两种浆板断面比较如图2。

1.1 废纸备浆处理系统

链板输送机将废纸送入碎浆机（如图3）；D型水

力碎浆机将废纸水力疏解（如图4）；杂质分离机对未

疏解开的废纸，进行再次碎解（如图5）；圆筒筛对轻

图11　双网湿浆机

图12　横幅分切

图13　堆叠

图14　浆包堆叠存储

图15　闪急干燥工艺流程

图16　闪干段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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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湿浆板处理系统

纸浆经过双网压滤机挤压脱水，产生含水率小于

55%的湿浆板，然后进行分切打包（如图10）。双网湿

浆机将纸浆从3%～5%浓度，脱水压榨后出浆干度达到

45%～50%；双网湿浆机采用六对高线压压榨辊，确保

出浆干度达到工艺需求（如图11）；湿浆板因横幅宽，

需进行分切处理（如图12）；湿浆板分切后，需进行堆

叠（如图13），便于后续捆扎打包；浆包堆叠存储（如

图14）。

2  闪急干燥工艺流程及处理系统

2.1 闪急干燥工艺流程（图15）

2.2 闪干段

闪干段：三段干燥+一段冷却（如图16）；闪急干

燥段流程如图17。

2.3 闪干原理

在风机的作用下，经纤维绒毛化疏解机分散的浆

料和热空气均匀混合，进入高温干燥段。在强烈的脉

动下及高温差和高湿差作用，对纤维所含水分进行强

烈蒸发，所以叫“闪急干燥”。我们称之为：纤维在奔

跑中干燥；最大表面积接触式干燥。

高温热风（热风产生：由锅炉提供蒸汽，蒸汽温

度中压220℃、低压165℃）把纤维化的浆吹起通过整

个干燥塔，在浆上升的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蒸发

出来的湿空气和浆进入旋风分离器，浆和湿空气被分

离，湿空气中含有浆纤维和其他杂质，湿空气中浆纤

维的含量随着干度的升高而升高。湿空气需要经过涤

气塔的处理后才能排到大气中。

闪急干燥工艺的优点：单位能耗低；操作简单、

运行成本低；转动设备少，维护费用低；后期运营不需

要专业人员，普通员工即可操作。缺点是投资大。

2.4 闪干浆打包线基本流程（图18）

2.5 闪干浆打包产品

每大包含8小包，重量为1.76a d t，捆扎完成后送

到成品仓库储存。

3  总结

（1）好废纸：建议采用纤维干法再生。（2）普通

废纸：建议考虑湿浆、半干浆、干浆方式；至于想做成

湿浆、半干浆或干浆、浆板或浆块，可根据自身特点、

商业及环境角度去决定。（3）单线产量600t/d以下，

从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来讲，福建轻机的解决方案将

是您最好的选择。（4）从中长远计划来定，建议采用

闪急干燥。无论从对运营及维护人员的能力要求，还

是前期投入及单位能耗成本，闪急干燥都比浆板机低。

（5）对于国内非木纤维（竹子、蔗渣、麦秸秆等）原料

有季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也可采用半干浆及干浆处

理系统来解决储存及运输的问题。

图17　闪急干燥段流程

图18　闪干浆打包线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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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木材消耗和加工大国，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进口，2014年以来我国木材进口

对外依存度持续超过50%。随着全球森林资源减少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大，国际木材贸易形

势严峻，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国际外交等重大国家建设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为进

一步改善我国的木材培育利用环境、缓解国内木材供需矛盾，行业高层管理部门开展相关银行金

融贷款、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建设国家储备林，为国内木材资源培育和利用注入了急需的市场资

金动力，为国家木材产业发展、生态安全、新农村建设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木材市场供给现状分析与未来发展建议
⊙ 宋经纬  徐子然  陈家鑫  徐庆华 

□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课题专项（LY2020-144）。

宋经纬 先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工程师，硕士，从事林业经济管理方面的

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木材消耗量

以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国内木材供给量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进口。据估

算，2020年我国的木材消耗量约在5亿m3，而国内木材

产量仅在1亿m3左右，木材市场需求缺口巨大。目前我

国是全球木材进口量最大的国家，约占全球木材进口贸

易总额的四分之一[1-3]。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以绿色资

源消耗为借口，对我国施加不正当的国际政治压力，对

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际贸易、政治外交等工作开展都造

成了巨大负面影响。随着世界森林资源减少和各国对本

国木材资源的严控，国际木材原料呈现出数量短缺、结

构性短缺、区域性短缺的趋势。如何利用我国的自然环

境条件和政策措施，加大我国的木材培育和利用力度，

缓解国内木材市场发展的供需矛盾，成为新时代我国木

材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1  国内木材供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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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内木材年供给变化

由表1可知，自2011年以来木材年产量总体上保持

上升的趋势。2011年我国的木材年产量约为8,145.92

万m3，2015年木材产量为7,218.21万m3，稍有下降；

2015年以后，我国的木材年生产量持续增加，2019年

总产量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约为9,028万m3。我国的

锯材年产量自2011年至2017年持续增加，2017年达到

近年来的最高值，为8,602.37万m3，2018年比2017年

稍有降低，2019年年产量为8,567.98万m3。自2011年以

来人造板年产量总体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2011年产

量为20,919.29万m3，2019年达到近年来的最大值，约

为30,859万m3。竹材年产量自2011年以来持续保持增

加的趋势，2011年为153,929万根，2019年达到最多的

335,988万根，竹材的开发和利用为我国的乔木林培育

和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4-5]。

1.2 木材供给主要省区分布

据中国林业和草原年度发展报告统计[4-5]，广西木

材年产量连续几年稳居全国第一位，约占全国木材年总

产量的三分之一。由表2可知，2018年广西木材产量约为

3,174.82万m3，其它各省区木材产量都与广西存在较

大差异；广东木材产量以859.91万m3列第二位，福建以

580.22万m3排名第三位，云南以551.71万m3列第四位，

其它各省区木材产量均在500万m3以下。据统计广西的

桉树木材年产量约占全区的70%，仅桉树木材年产量就

约占全国年木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内蒙古是我国2018

年锯材加工量最多的省区，约1,260.18 m3，福建省是

2018年产竹材最多的省区，年产竹材91,928万根。总体

上，广西是我国木材、锯材和竹材产量均相对较多的省

区之一。

1.3 木材加工主要省区分布

根据2018年我国木材加工产业数据统计（表3），

山东是人造板产量第一大省，产量达到7,488万m3，山

东、江苏和广西分别为我国人造板产量前三位的省区；

江苏省的木竹地板产量最高，达到34,724万m3，江苏、

浙江和安徽分别为木竹地板产量前三位的省区；广西为

我国林产化工产品第一大省区，产量达到712,576万t，

广西、广东和云南分别为我国林产化工产品产量前三位

的省区[4-5]。

表1  近年来我国木材资源供应总量数据统计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锯材/

万m3

4,460.25

5,568.19

6,297.60

6,836.98

7,430.38

7,716.14

8,602.37

8,361.83

8,567.98

木材/

万m3

8,145.92

8,174.87

8,438.50

8,233.30

7,218.21

7,775.87

8,398.17

8,810.86

9,028.00

人造板/

万m3

20,919.29

22,335.79

25,559.91

27,371.79

28,679.52

30,042.22

29,485.87

29,909.29

30,859.00

竹材/

万根

153,929

164,412

187,685

222,440

235,466

250,630

272,013

315,517

335,988

表2  木材资源2018年指标统计前十名排列省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木材产量/

万m3

3,174.82

859.91

580.22

551.71

474.26

450.50

286.07

278.25

258.36

257.00

省份

广西

广东

福建

云南

山东

安徽

湖南

贵州

河南

江西

省份

内蒙古

广西

山东

安徽

湖南

黑龙江

浙江

江苏

福建

河南

锯材产量/

万m3

1,260.18

1,242.04

1,197.75

553.39

471.61

434.64

363.29

350.96

333.48

271.10

省份

福建

广西

广东

江西

浙江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安徽

竹材产量/

万根

91,928

63,610

22,264

21,366

20,246

19,802

18,426

17,750

16,772

15,632

表3  木材产业生产2018年指标统计前十名排列省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人造板/

万m3

7,488

5,743

4,458

2,513

1,642

1,588

1,011

996

830

565

省份

山东

江苏

广西

安徽

河南

河北

广东

福建

湖北

四川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江西

吉林

湖北

福建

辽宁

湖南

木竹地板/

万m3

34,724

10,584

8,809

4,284

3,722

3,387

3,326

2,284

2,270

1,410

省份

广西

广东

云南

江西

福建

湖南

浙江

湖北

贵州

江苏

林产化工/

万t

712,576

150,573

142,231

140,190

119,944

89,326

18,000

16,219

15,863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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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材进出口贸易状况

2.1 木材进口贸易变化

表4为我国自2011年以来木材及相关产品进口贸易

变化数据统计[4-5]。总体上自2011年以来，木材进口量呈

现增加的趋势，原木和锯材进口量都呈现增加的趋势。

2019年木材、原木和锯材进口量均达到最大值，木材为

12,873万m3，原木为5,980.6万m3，锯材为3,808.36万

m3。与木材进口状况相比，人造板年进口量及贸易金额

相对较少，2011年进口量为104.16万m3，2019年进口量

为150.43万m3，人造板年进口贸易额均在10亿美元以

下。

2.2 木材出口贸易变化

由表5可知，与进口相比，我国的原木和锯材年出口

量较少，出口贸易金额也相对较少。自2011年以来，我国

的原木出口量年均在10万m3以下；自2012年以来，锯材

出口量均在50万m3以下。与进口贸易相比，我国的人造

板年出口量和出口金额相对较多。自2011年以来，人造

板出口量均在1,200万m3以上，出口金额均在55亿美元

以上，这说明我国是世界人造板加工大国之一[4-5]。 

2.3 木材进口对外依存度变化

对外依存度表示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程度，对外依存度指数值越大，表示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性越强。一般来说，对外

依存度指数保持在40%以下，

表示该国的产业发展相对比较

稳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不

大[6]。通过对我国木材的年生

产量和进口量数据计算分析，

由图1可知，自2011年至2013年

我国木材进口对外依存度均

保持在50%以下，自2014年以

后均超过了50%，2019年达到

58.78%，这说明我国木材产业

发展对国际木材进口依赖性很

高，国内木材供给形势非常严

峻。

3  存在的问题

3.1 国内木材供给量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的过度采伐，引发了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

施，国内木材产量进一步减少，供需矛盾更为尖锐，迫

切需要我国加快发展林木资源培育和利用基地建设[7]。

据我国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虽然我国森林资源实现

面积和蓄积量保持30年的“双增长”，但我国依然是一

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30.7%平均水

平，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人均的1/3，人均森林蓄积

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6。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

图1  我国木材进口对外依存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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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然存在，木材年产量有限，木

材市场“需大于供”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由于受

我国自然条件的限制，适合乔木林生长范围只占国土面

积的50%左右。在适宜乔木林生长的地区已经基本完成

栽植培育，但大多数森林质量偏低，单位面积森林蓄积

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左右[4-5]。

3.2 国际木材资源短缺形势日趋严峻

201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合作编制《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

的30年，世界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有近4.2亿h m2森林

面积被破坏转换用途。虽然自2010年以来森林资源面

积破坏速度有所放缓，但是仍然每年有1,000万hm2森

林面积被开垦农田或转换它用。

随着全球森林资源逐渐减少，木材主要出口国开

始对本国的木材资源进行严控，国际木材市场价格逐年

攀升。2020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自2022年起俄

罗斯禁止出口针叶原木和珍贵硬木木材。俄罗斯大约每

年木材出口量的70%销往中国，而我国每年木材进口总

量的30%来自俄罗斯。另外，2020年非洲一些国家也开

始出台木材出口禁令，这无疑令国际木材供应数量短缺

的市场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大。

4  展望与建议

我国需要抓紧建设适合本土的木材生产培育供给

体系，降低国内木材市场需求对进口的依赖。2013年中

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我国的木材国家储备林，即利

用银行贷款、政策扶持、社会资金合

作等多种措施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

建立起我国木材生产集约化、标准

化、规模化、基地化的多种经营工程，

大力营造长、中、短期的木材林、珍稀

及大径级用材林，为国家木材资源安

全和生态修复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有关银

行开展战略合作，利用银行金融贷

款、国家及省级财政补贴、绿色产业

资金、自筹资金、企业投资，以林权抵

押、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式

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通过人工林集

约栽培、现有林分改培、抚育及补植

造林等措施，营造和培育的工业原料

林、乡土树种、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

材林等多功能森林工程，即国家储备

林工程，为国家木材产业发展注入了

急需的市场资金动力[8-10]。其根本任

务是提升我国的木材综合供给能力，

提高国内木材原料的供给数量和质

量。

广西桉树产业是国家储备林工

行 业 DEVElopMENT

表4  近年来我国木材进口量和进口金额数据统计

排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原木

进口量/

万m3

4,232.58

3,789.27

4,515.94

5,119.48

4,456.90

4,872.47

5,539.83

5,968.54

5,980.60

木材

进口量/

万m3

7,211

6,709

7,915

8,766

8,231

9,347

10,850

11,194

12,873

原木

进口额/

亿美元

82.73

72.51

93.17

117.82

80.60

80.85

99.20

109.84

95.85

锯材

进口量/

万m3

2,160.06

2,066.96

2,404.29

2,573.91

2,659.76

3,152.63

3,740.21

3,664.28

3,808.36

锯材

进口额/

亿美元

57.21

55.24

68.30

80.89

75.06

81.38

100.67

101.32

85.91

人造板

进口量/

万m3

104.16

93.11

96.76

99.43

102.53

134.02

150.89

153.59

150.43

3.49

3.30

3.31

3.83

3.70

4.48

5.26

5.39

4.93

人造板

进口额/

亿美元

表5  近年来我国木材出口数量及金额统计

排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原木

出口量/

万m3

1.43

0.35

1.31

1.17

1.2

9.45

9.25

7.23

6.92

0.06

0.02

0.06

0.08

0.04

0.29

0.3

0.23

0.22

原木

进口额/

亿美元

54.42

47.98

45.82

40.89

28.82

26.21

28.56

25.56

23.82

锯材

出口量/

万m3

3.6  

3.31

3.25

2.98

2.06

1.94

2.04

1.8

1.79

锯材

出口额/

亿美元

人造板

出口量/

万m3

1,295.03

1,385.79

1,360.33

1,521.13

1,403.61

1,411.03

1,382.89

1,383.04

1,215.22

58.32

64.75

66.5

75.81

70.27

66.25

63.41

66.51

55.24

人造板

出口额/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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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第一批收益的发展项目

之一。2014年广西利用国开行贷

款开展国家储备林工程建设项

目总投资250亿元，国开行提供

贷款200亿元，建设规模约80万

hm2，项目贷款期27年，建设期8

年。项目涉及全区14个市区72个

区县，造林主体涵盖国有林场、

林农、造林企业等多种经济实

体，主要通过林地地租、投工投

劳、产业带动、林区周边水电路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进用材

林建设。广西桉树林面积大，林

地交通相对比较好，成为发展林

草、林药、林畜、林禽等林下经济

的重要部分，为国有林场职工和

农民提供新的收入增长点。目前全区在桉树林下发展

种养业面积超过20万hm2，年产值超过50亿元。广西桉

树产业已经形成了包括种苗繁育、专用肥料、培育采伐、

林下种养、木材加工、制浆造纸等在内的完整产业体

系，总产值超过4,000亿元[9]。广西的国家储备林建设

直接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区域经济效益

和生态建设双赢的局面。

截至2020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国家储备林

等全国林业生态重点项目合同贷款1,630亿元，累计发

放贷款415亿元。截止2019年底国家储备林建设已辐射

全国26个省市区、4个森工集团，累计建设国家储备林

513万hm2，工程建设极大的加快了我国木材资源培育

和利用规模[8-10]。未来进一步稳定推进国家储备林建

设，将对缓解我国生态安全建设与木材需求之间的矛

盾、助推美丽新农村建设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国家战略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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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造纸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箱板瓦楞纸作为包装的重要材料，形

势更加复杂，供应、需求、成本、利润等方面表现各有不同。而国内产能的过剩、进口纸的大量涌

入、原料端的限制，众多因素都将推动箱板瓦楞纸行业格局上的重大改变。

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箱板瓦楞纸市场探析及展望
⊙ 陈春杰

□ 作者简介：陈春杰女士，1985年生，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制浆造纸专业,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在读。2011年加入Fa s t m a r k e t s 

R I S I，现为纸业联讯高级包装纸分析师。熟知箱板纸、瓦楞纸等包装用纸特性与应用，长期跟踪包装纸市场主流品牌行情，关注上下游产

业发展，对包装纸市场有深刻了解。并参与《中国浆纸行业全景报告》、《中国箱板瓦楞纸报告》等多项市场研究报告的撰写。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

击的同时，对箱板瓦楞纸市场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箱板瓦楞纸行业供需、利润、成本、库存等多方面

均发生大幅波动。

1  2020年，疫情影响下箱板瓦楞纸行业表现

1.1 需求

2020年1～2月，受疫情影响，PMI、社会零售增速、

工业增加值增速、出口和固定资产增速均大幅下降。随

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各行业复工复产进程加

快，居民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叠加中央和地方以及企业

多重活跃市场、拉动消费的刺激政策，自3月份以来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渐回温，同比增速稳步提高。

箱板瓦楞纸主要用于产品外包装，涉及终端范围

广，主要包括家电电子、食品饮料、快递、服装鞋帽等。

在疫情影响下，需求端各类产品表现不一。家电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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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对低位。

从进口产品来源地来看，进口牛皮箱板纸主要来

源于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而再生类产品（再生箱

板纸和瓦楞纸）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如：印尼、越南、

韩国、印度、中国台湾、泰国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企业进口箱板瓦楞纸的来源地在不断扩大，自2019年

四季度起，从欧洲地区进口的箱板瓦楞纸数量逐渐增

加。

1.2.3 利润

虽然2020年箱板瓦楞纸整体行情较为坎坷，受疫

情影响，供需端变化较大，导致箱板瓦楞纸价格波动剧

烈。但全年来看，箱板瓦楞纸多数企业利润同比增加。

例如玖龙纸业发布业绩预告，若不计入经营和融资活动

的汇兑收益（扣除税项），预计2020年6～12月公司权益

持有人应占利润增幅同比不低于60%。

品产量稳中小幅走高；饮料、冷冻加工产品产量明显下

降；而快递业务表现突出。疫情影响下，网购进一步被

消费者所青睐。2020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833.6亿件，同比增长31.2%。快递业务的快速发展

对于箱板瓦楞纸需求起到积极的拉动。

2020年全年来看，箱板瓦楞纸需求虽然在年初大

幅降低，但在下半年需求强劲的拉动下，全年需求同比

小幅增长。

1.2 产量

1.2.1 国内产量

2020年全年，中国箱板瓦楞纸产量走低。受2月份

疫情导致的低开工率所拖累，2020年一季度中国箱板瓦

楞纸产量同比下降20%左右。二季度起，市场情况逐渐

好转，产量同比由负转正。如图1。

其实箱板瓦楞纸产量下降的趋势早在疫情发生

之前已经有所显现，只是下降幅度相对较小。2018年开

始，中国箱板瓦楞纸的产量出现负增长，开工率明显下

降。产量下降的原因主要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宏观因素的制约。2018年开始国内经济增速

放缓，终端需求增速放缓，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造

成一定影响；

第二，行业内需求变化。2017年中国的箱板瓦楞纸

价格非常高，高纸价直接导致了一些需求的减少，部分

终端为降低成本选择替换包装或精细化设计来降低成

本。

第三，进口纸。2017年起大量的进口纸涌入中国市

场，进口量增长明显。

1.2.2 进口纸冲击

2020年中国箱板瓦楞纸进口量累计高达716万t，

累计同比增长127%，如图2。其中牛皮箱板纸进口量同

比增加41%，再生箱板纸进口量同比增加207%，瓦楞纸

进口量同比增加150%。随着进口纸的急剧增多，进口纸

占中国箱板瓦楞纸消费量的比例逐渐增加，进口纸对中

国市场的影响逐渐加大。箱板瓦楞纸进口量的增加，主

要是因为进口废纸受限后，中国箱板瓦楞纸生产成本

增加，目前中国箱板瓦楞纸生产成本在全球居于高位。

因此在成本优势下，国外箱板瓦楞纸不断进入中国市

场。中国箱板瓦楞纸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纤维成本的高

位，而人工、能源、化学品等其他成本在全球范围来看，

图1　中国箱板瓦楞纸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纸业联讯

图2　中国箱板瓦楞纸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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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市展望

2.1 国内产量、消费量

据统计，2020年箱板瓦楞纸新增产能485万t，随着

大量的新产能投入市场，箱板瓦楞纸产能增加。但在疫

情影响下，上半年纸厂开工不佳，这直接影响了箱板瓦

楞纸的产量，因此2020年中国箱板瓦楞纸产量多将呈

现负增长。全年需求先抑后扬，同时考虑到进口纸的补

充，消费量最终实现正增长。

对于2021年，全年箱板瓦楞纸计划投产新产能365

万t左右，计划投产项目以中小纸厂项目为主，考虑到近

两年新产能推迟情况较为常见，因此预计全年最终投产

产能在200万t左右。在国内疫情逐渐可控的大环境下，

疫情对2021年市场的影响将有所减少，因此箱板纸和瓦

楞纸产量以及消费量均有望实现正增长。如图3。

2.2 进口纸走势

2021年，预计进口纸全年进口量依然将呈现增加

趋势。箱板纸和瓦楞纸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以

亚洲地区为例分析，2020～2022年，中国之外亚洲地

区计划有730万t的新产能投放市场，其中200万t已在

2020年投产，那么2021～2022年将有530万t的新产能

继续在中国之外亚洲市场释放，预计此部分产能多将

运回中国国内消费。因此进口纸继续增加的空间依然存

在。

另外，730万t的新产能中，其中360万t为中国企业

在东南亚的投资，投资地点以马来西亚和老挝为主，截

至目前此部分产能已有110万t投产，包括太阳在老挝的

80万t箱板瓦楞纸项目和理文在马来西亚的30万t项目，

听闻部分成品纸已销售至中国。再有，自2020年12月1日

开始，中国针对老挝进口箱板瓦楞纸将给予零关税优

惠，因此太阳老挝地区投产的80万t箱板瓦楞纸产品与

国内同档产品来说，在成本上将存在一定优势。

2.3 格局变化

2.3.1 行业集中度

截至目前箱板纸前五占比67%，而瓦楞纸前五占比 

34%，箱板纸集中度大于瓦楞纸。虽然中国箱板瓦楞纸

集中度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高，但与三年前相比，已有所

提升。当然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箱板瓦楞纸集中度依

然较低。与芬兰、日本、北美、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

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箱板瓦楞纸集中度仍然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预计接下来几年行业将面临新一轮洗

牌。

那么在箱板瓦楞纸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行业

内的淘汰最终将难以避免。从国内不同规模企业的成

本情况分析，首先，规模越大的企业，在成本上多数更

具有优势。其次，50万t以上甚至100万t以上规模的企

业，成本差异不大。最后，年产能20万t以下的企业，成

本明显高于其他企业。那么20万t以下的企业到底有多

少呢？箱板纸来说，20万t以下的企业仅占中国箱板纸

总产能的10%左右；瓦楞纸来说，20万t以下企业占比较

大，占中国瓦楞纸产能的30%以上。因此，单纯从成本

上来看，规模在20万t以下的箱板纸和瓦楞纸企业，在

后期的竞争中，更容易被市场所淘汰。而最终中国箱板

纸和瓦楞纸的集中度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3.2 企业布局

箱板瓦楞纸企业布局方面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向海外市场的扩张。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国

外的投资越来越多，新产能逐渐向国外扩散，目前以亚

洲、北美和欧洲为主。截至目前，走出去的纸厂仍然以

行业内龙头企业为主，其中包括玖龙纸业、理文造纸、

山鹰纸业、太阳纸业、景兴纸业等。

另一方面，向上下游的延伸。2021年在严禁废纸

进口的政策下，原料端对于纸厂来说至关重要。众多大

型企业积极布局原料市场，在国外建设再生浆项目，以

尽量弥补原料方面的缺失。并且近两年来看，除再生浆

外，部分中国企业计划布局木浆、半化学浆、秸秆浆、木

纤维热磨浆等来对原料进行补充。除原料端的布局外，

纸厂还积极向下游发展，以完善产业链的布局。例如：图3  中国箱板瓦楞纸产量和消费量预测

数据来源：Fastmarkets 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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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收购多家包装厂，并且投建多条纸板线；世纪

阳光纸业在前几年推广的预印等。

2.3.3 原料结构

在2021年严禁废纸进口的大环境下，进口废纸将

不再成为箱板瓦楞纸的原料。纸厂为保证产品质量，不

得不添加高质量的纤维，以补充单纯国废在强度上的

不足，那么本色浆、再生浆将成为最直接的选择。因此

2021年中国箱板瓦楞纸原料中本色浆和再生浆的使用

比例多将有所增加。当然除再生浆和本色浆外，其他浆

种（半化学浆、秸秆浆、木纤维热磨浆等）也将在数量

上对于原料端进行补充。而对于国废方面，考虑近两年

国家逐渐推进的垃圾分类政策，国废回收率有望进一

步提升，但考虑目前国废黄板纸回收率已处于较高水

平，继续提升的空间不大，因为国废回收量的增长同样

不大。

3  总结

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中国箱板瓦楞纸产量走低，进

口纸增加，国内需求同比增加，纸厂利润表现较好。2021

年，考虑疫情对市场的影响将逐渐减少，预计箱板瓦楞纸

产量、开工率、消费量均将实现正增长。而来自于原料端的

变化和进口纸对于国内行业的影响也将推动中国箱板瓦

楞纸企业不断拓宽市场，改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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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资讯观察：

2021春节后纸浆系商品市场行情盘点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1  纸浆期货带动，现货市场单日报价提涨250～600元/ｔ

2月份正值春节，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一改往日，价格持续攀升。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

月份针叶浆均价6603元/t，同比上涨46.55%，环比上涨7.47%；阔叶浆均价5205元/t，同比上涨

39.33%，环比上涨10.85%。如表1、表2。

春节之后首周，纸浆期货价格持续攀升，最高价达到6960元/t，较2月10日收盘价上涨

1.81%，带动现货市场报盘上扬，针叶浆、阔叶浆累计上涨250～600元/t。由于纸厂消耗自身原料

表1　2021年春节前后进口针叶浆现货价格对比

地区

东北

华北

华中

华东

华南

规格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省份

黑龙江/辽宁

河北

河南

山东

江浙沪

广东

2021年2月10日

6150

6450～6500

6450～6500

6450～6800

6450～6800

6450～6700

2021年2月19日

6700～6800

6800～6850

6800～6850

6700～7050

6700～7050

6900～7100

仓库自提

仓库自提

仓库自提

港口自提

港口自提

港口自提

付款

方式

600

350

350

250

250

425

涨跌

价格/元.t-1

表2　2021年春节前后进口阔叶浆现货价格对比

地区

东北

华北

华中

华东

华南

规格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省份

黑龙江/辽宁

河北

河南

山东

江浙沪

广东

仓库自提

仓库自提

仓库自提

港口自提

港口自提

港口自提

付款

方式

4900

5200～5250

5200

5100～5300

5150～5300

5000～5200

5500

5650

5500～5550

5500～5650

5500～5650

5300～5400

600

425

325

375

350

250

2021年2月10日 2021年2月19日 涨跌

价格/元.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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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1年春节前后纸浆系原纸消耗量对比

消耗量

铜版纸

双胶纸

白卡纸

生活用纸

环比/%

-9.30

-4.47

-2.06

-0.55

图1　中国主要港口及地区纸浆库存统计对比

库存为主，市场成交仍显清淡。

2  进口木浆外盘上调、下游原纸涨价函陆续发布，成为浆市报盘上扬的助力

根据卓创资讯了解，依利姆（I l i m）3月木浆外盘报价公布，其中针叶浆报900美元/t，较上

轮提涨90美元/t；阔叶浆报750美元/t，较上轮提涨120美元/t；本色浆报620美元/t，较上轮提

涨50美元/t。

纸浆期现联动性增强，同时除中国市场美金报盘上涨以外，国外其他市场涨价函陆续公

布，全球基本形成共振。美国Domt a r公司宣布于3月起提高北美市场北方漂白针叶浆（NBSK）

面价120美元/t；瑞典 Ro t t n e r o s（玫瑰河）公司宣布2月10日起调涨出口东南亚市场化机浆

（BCTMP）价格75美元/t；同时国外原纸生产企业亦有涨价意向。

下游部分生活用纸企业发布涨价函，提涨原纸价格300～400元/t，执行时间在2月19日及之

后。文化用纸企业曾发布涨价函，提涨3月份原纸价格300～500元/t，白卡纸年前亦有涨价函发

布。

卓创资讯分析，进口木浆外盘、下游纸企原纸涨价函接踵而至，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3  浆市基本面改观不大，纸浆港存、消耗量皆如预期

2021年春节期间，多数浆厂维持正常排产，样本企业行业总开工负荷率维持75%以上，纸浆

消耗量及下游原纸企业开工负荷窄幅下探，港口纸浆库存窄幅累库。由于仅窄幅累库，叠加纸厂

开工负荷下降有限，因此基本面的窄幅波动并未能影响纸浆期货强势运行，且持续带动现货报

盘上扬。

据卓创资讯监测样本企业情况统计数据显示，纸浆系原纸春节期间开工负荷较上周下降

0.22～7.83个百分点不等，受此影响，纸浆消耗

量总体下降1.54万t，符合卓创资讯预期。如表

3。

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国内主要港口

及地区纸浆库存春节后首周较节前有不同幅度

变化，如图1。其中青岛港、常熟港、高栏港、保定

地区较上周增加4.84%～114.29%，天津港则因

前期到货相对较少，库存窄幅下降。总体库存来

看，周度库存较节前增加16.94%，符合卓创资讯

预期。

4  后市影响因素分析

4.1 利空因素

成本面分析来看，3月份依利姆针叶浆外盘

面价900美元/t，粗略估算针叶浆到港成本在

6600元/t以上，但距纸浆期货价格略低300元/

t以内，而且由于纸厂对高价接受度偏低，目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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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成交价格仍贴水盘面，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价格上行阻力仍存。

不确定性因素来看，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会影响供需。从出口来看，2020年除生活用纸以

外，其余纸种均有不同幅度下滑，因此建议关注2021年1月份海关数据；从进口来看，整体影响不

大，2020年中国木浆进口量2547.43万t，同比增长10.27%，其中进口阔叶浆稳定供应中国市场，

同比增加16.67%。I b a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巴西国内生产纸浆比2019年增长6.4%，是历史上

第二高水平，而巴西出口到中国的阔叶浆量占其总阔叶浆量的46%，叠加巴西280万t阔叶浆产能

后期的释放，长期来看，巴西将持续稳定供应中国市场。

纸厂原料库存方面，由于2020年四季度纸浆价格的持续上涨，纸厂积极补库，规模纸厂原料

库存在3～6个月，原料供应相对稳定，纸厂对高价接受度相对偏低。

4.2 利好因素

从供应方面来看，1月份巴西、智利出口到中国阔叶浆量环比分别下降39.17%、7.35%，对应

中国3月份到货相对减少，一定程度上缓解浆市供应压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规模纸厂原料安全库存较为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强。下游原纸涨价函的

陆续发布，叠加2021年宏观利好、党建、节后补库、秋季教辅教材等因素支撑，纸厂对后市预期良

好，或共同助推浆价提涨。

此次提涨，为大宗商品的共同上涨，在此轮周期内，浆价获助力。

4.3 卓创资讯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针叶浆在外盘成本面、期货金融属性、下游原纸涨价函、业者预期等多方因

素影响下，针叶浆报盘延续偏强走势。阔叶浆虽有新增产能释放，但投放时间集中在下半年，整

体来看，短期阔叶浆或跟随针叶浆价格持续调涨。

值得注意的是，浆、纸价格拉涨幅度不断扩大，实际终端落地情况及内需外贸情况亦需关

注，目前纸浆期货受资金面影响较大，若后期基本面支撑难以有效跟进，恐有回归基本面风险。

长期来看，伴随着纸浆新增产能的不断释放，浆纸一体化进程加快，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或

带来行业利润的有效改善，叠加宏观转好预期及纸浆期货服务实体功能作用的逐步显现，造纸

行业或开启新一轮周期。

以上仅是基于基本面的分析，目前纸浆期货与基本面运行态势仍有一定差距，短期建议关注

纸浆期货动向、业者预期、龙头企业动向、资金走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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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涨，春节后非木浆市场走势分析
⊙ 卓创资讯分析师  耿赛

表1  现货价格对比

浆种

竹浆

甘蔗浆

苇浆

2月19日价格／

元．t－１

5500～5700

3950～4150

4500

2月10日价格／

元．t－１

5200～5700

3950～4150

4500

差幅

150

0

0

2021年春节假期结束后，随着俄罗斯针叶浆外盘报涨和上期所纸浆主力合约高价突破

7000元/t，进口木浆现货报盘跟涨200～600元/t，生活用纸企业发布300～500元/t涨价函。非

木浆市场在经过春节假期短暂停歇后，又将进入上行通道。

2月份非木浆价格呈现上涨后趋稳态势。2月竹浆板均价5515元/t，环比上涨6%，同比上涨

36%；甘蔗浆湿浆均价4000元/t，环比上涨6%，同比上涨23%；苇浆板均价4500元/t，环比上涨

9%，同比上涨18%。

如表1，从春节前后价格对比来看，竹浆价格上调300元/t，甘蔗浆和苇浆价格平稳。非木浆

价格区间整理主要原因：一是春节期间浆市休市气氛浓郁，实单成交量有限，浆厂调整意向不

强；二是甘蔗浆厂家春节期间检修情况较多，行业开工负荷下降到20%以下，节后尚未完全恢复

生产，新价暂未公布；三是进口木浆春节前后变化幅度较大，且有继续上涨势头，非木浆业者观

望市场。

目前情况来看，2月下旬开始非木浆厂家陆续公布涨价计划，浆市呈现上涨态势，主要原因

有：

1  进口木浆价格持续走高，非木

浆厂家调价空间增加

如图1所示，非木浆和进口针叶浆

月均价走势基本相同。通过做相关性

图1  2020～2021年进口针叶浆和非木浆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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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看到，苇浆和进口针叶浆相关系数84%，竹浆和针叶浆相关系数92%，甘蔗浆和针叶浆相关

系数97%，非木浆和针叶浆价格有较强相关性。且从图上看到2020年11月针叶浆涨势率先启动，

随后非木浆各浆种跟进。而春节后俄罗斯依利姆针叶浆外盘报涨90美元/t，上期所漂针浆期货

主力合约上市以来受此突破7000元/t，针叶浆上涨势头再次启动。伴随着针叶浆价格冲高，下游

纸厂成本压力增加，非木浆对木浆具有一定替代性，势必增加下游纸厂采买非木浆积极性，从而

带动非木浆市场需求增加，提振非木浆业者涨价积极性。

2  下游原纸厂家频发涨价函叠加供应量减少，支撑非木浆价格上涨

随着进口木浆价格持续报涨，叠加节后商超采购生活用纸库存，节后生活用纸企业陆续发

布涨价函，涨幅300～500元/t，计划调涨开始时间2月下旬至3月初。生活用纸作为非木浆市场最

主要下游产品，纸厂连续发布涨价函，在缓解纸厂成本压力同时，利好于非木浆厂家上调浆价。

2月，竹浆下游生活用纸有6万t新增产能投产，竹浆市场开工负荷变化不大，部分浆厂外销量

或下降，市场流通量减少，支撑竹浆价格。春节期间甘蔗浆开工负荷下降至20%以下，浆厂库存压

力缓解，且随着下游纸厂开工，备货期开始，甘蔗浆市场交投逐步放量。

综合来看，下游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交投恢复后，非木浆厂家涨价意向强烈。

3  卓创资讯观点

进口木浆外盘陆续公布，结合市场气氛来看，预计新一轮外盘皆延续报涨态势，且俄针外盘

报涨幅度较大，亦给非木浆企业充足的调价空间。

基本面方面，春节期间竹浆和苇浆厂家开工负荷变化不大，供应量稳定；甘蔗浆厂家开工负

荷下降幅度较大，浆厂库存压力不大。需求端春节期间物流运输放缓，下游纸厂主要消耗原料库

存，节后备货积极性提升，结合3月是文化用纸传统旺季，短期需求对浆价上涨支撑较好。

综合来看，进口木浆和下游原纸市场涨势同时支撑，非木浆市场具备继续上涨动能，预计3

月非木浆价格呈现上涨趋势。

《中华纸业》作为我国造纸行业的主流媒体，对收稿、审核、编辑、出版等工作程

序一直有严格的规定，创刊40多年来在投稿收稿方面，从未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代办。近

期，发现部分作者通过中介网站（百度中输入“中华纸业”后的网页前面几条）向我社投

稿，并被中介机构收取了一定数额的费用。在此，提醒广大作者，投稿时请直接投向我社

采编部邮箱：cbb@cppi.cn（设有自动回复）。

我社官方网站为：www.cppi.cn和www.cppinet.com。

采编部联系电话：0531-88935343。

公

告
中华纸业杂志社

 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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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群来自中国山东太阳纸业的“太阳人”来到了近乎原始生态的老

挝沙湾拿吉省色本县林区。2010年8月，太阳纸业老挝有限公司成立，“走出去”

的国际化战略正式实施。

2020年，太阳纸业老挝公司终于从蹒跚学步发展到健步如飞。而今，这里有

孕育生机的先进苗圃，有一望无际的参天原料林，有满负荷运转的纸浆厂，有适应

市场需求的箱板纸生产线，更有朝气蓬勃、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太阳人。

十二年的艰辛创业，十二年的探索创新，太阳人成就了今天的太阳纸业控股

老挝公司，让我们在太阳纸业耕耘老挝十二周年之际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 本刊特约撰稿人  宋伟华

上

太阳纸业扎根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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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的吸引力

（1）自然条件优越。老挝地属

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5月至10月为

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年平均

气温约26℃。全境雨量充沛、热量充

足，境内80%为山地和高原，且多被

森林覆盖，适合林业发展。

（2）社会环境良好。老挝政局

稳定，社会环境较好，且老挝和中国

云南相邻，民风民俗、文化背景方面

有一定的相近性。老挝经济以农业

为主，工业基础薄弱，老挝政府调整

经济结构，即农林业、工业和服务业

相结合，优先发展农林业。近年来，

老挝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

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

家之一，也是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新

兴市场之一。

（3）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廉。

老挝的土地可以通过签订租赁特许

协议的方式承租，且价格相对低廉。

同时，老挝的劳动力价格在全亚洲

也处于较低水平。

（4）地缘优势独特。老挝是一

个与五国接壤的内陆国。近年来，

老挝政府提出变“陆锁国”为“陆联

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建

设中老铁路。另，老挝水运、陆运相

对便利，且周围国家林木资源普遍丰

富，有利于原材物料和产成品的进出

口。

太阳人在老挝

2009年11月太阳纸业与老挝政

府签订《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发展合

同》，在沙湾拿吉省色本县投资建设

“林浆纸一体化”项目。项目契合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

倡议，开启了太阳纸业与老挝人民打

造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幸福

未来的新篇章。

公司得到了老挝党和政府的关

心和支持，老挝国家主席本杨、总理

通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老挝公

司视察指导，对项目给予高度评价

和赞赏。

公司已经投资4.3亿美元建设了

世界一流的制浆生产线，年产能30

万t，2018年5月正式投产。目前生产

稳定，效益超出预期。

浆厂投产后，公司再投资6.36

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t再生纤维浆

板生产线和年产80万t高档包装纸板

生产线。如今，40万t再生纤维浆板

创业初期，老挝公司厂区的外围墙及周边实景 今天的老挝太阳纸业，已成为现代化的绿色制浆造纸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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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年产80万t高

档包装纸板生产线中的第一台纸机

PM1于2020年12月11日成功出纸，比

原定计划提前17天！

项目可为老挝当地提供充分的

工作岗位，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注

入新动力。项目有助于完善老挝的产

业结构，使之更优化、更合理、更绿

色，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

展和企业发展相统一。

项目建设了先进的浆纸生产

线，保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外，也建设了功能齐全的生产附属设

施、便捷舒适的生活设施、宽敞明亮

的宿舍、整洁舒适温馨的餐厅、轻便

快捷的小黄车……

领路太阳人

老挝是一个充满机遇、充满希

望的国都。老挝公司依托高标准、现

代化、年生产能力2000万株的育苗

基地，应用先进的组织培养技术，始

终保证苗木的优良性。在沙湾拿吉

省及周边地区实施“3+2”“4+1”模

式，与群众合作造林。在合作中切实

让老挝群众看到诚意、见到实惠，带

动他们脱贫致富，实现企业自身和当

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步

提升。

目前，每公顷木材产量可观，将

极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土

地利用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有效

降低自然灾害。公司使用当地劳动力

开展造林和工厂建设、生产工作，增

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让他们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尽快脱贫致富。

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

焰高。太阳纸业追求可持续发展，保

障公司员工拥有更好的全面发展，让

绿水青山与生活社区和谐共存。

绿色太阳人

太阳纸业本身就坚定地走绿色

发展道路，制订并坚持绿色发展思

路，在老挝更加彰显了建设生态企

业的本色，让林木资源永葆生机活

力，成为当地生态绿色发展的先行

者和领导者，让绿色成为企业一张

亮丽的名片。

现在，太阳纸业已经可以自己

培育出适宜老挝本地生长、品系优

良、综合效益较高的桉树、相思树及

当地速生树种为主的种苗，大大降

低育苗的成本费用，充分发挥优树选

育、组培快繁的优势，有效保障造林

用苗，为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

老挝公司在苗木的培育上取得

了重要技术突破，5年速生林地每公

顷出材量比预计的要高出180m3以

上，比预计超出了80%。原料林基地

的建设，所带来的效益不局限于有

效解决了企业的原料问题，它对气

候、生态的影响也是很可观的。据了

年产40万t高档包装纸板生产线PM1成功出纸

董事长李洪信（左）视察老挝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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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森林每生产1m3的木材蓄积量，

能吸收1.83t二氧化碳，释放1.62t氧

气。按照2019年北京碳汇交易价格

在30元人民币左右每t计算，仅老挝

10万h m2的人造林每年所带来的碳

汇效益至少达到近5亿元人民币。后

续，太阳纸业老挝公司将继续推进

老挝原料林建设，加大百姓合作林

的投入，扩大原料基地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上，老挝公司突出生

态文明理念，全部高标准设计、高水

准施工、高质量运营，采用世界一流

设备、一流工艺，各项排放指标全

部达到或优于欧盟排放标准，也让

老挝当地迎来了经济腾飞发展的契

机。

贡献太阳人

老挝公司以高度责任感建设项

目的同时，并投身当地社会发展、慈

善活动，与当地政府和人民建立和

谐共融关系，并获得了老挝政府和

群众及当地媒体的一致高度赞许，为

更多的老挝群众带来美好未来。

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累计

投入186万美元帮扶资金，用于周边

群众修桥铺路、打井架电、挖鱼塘、

建学校等各种捐资捐助。公司计划

每年选拔30名优秀困难学生,进行资

助,毕业后进入公司工作。2018年7月

阿苏坡溃坝，公司和全体员工捐款

1.19亿基普和部分食品衣物等。同年

12月，向沙湾拿吉省政府捐献价值6

万美元的救护车2台。2020年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以来，老挝公司采取各

项严格管理、防控举措，保障老挝子

公司全体员工健康安全的同时，结合

当地实际需求，伸出援手精准捐赠、

援建，陆续向当地政府捐款捐物累

计达12.2万美元，向沙湾拿吉省政

府捐赠20万只防护口罩，向沙湾拿吉

省卫生厅捐赠84消毒液5000k g和

部分消毒工具，援建沙湾拿吉省境

内的两个国际口岸安装全自动高压

喷淋消毒龙门。还分别向沙湾拿吉

省色奔县、帕兰县、孟品县等7个县

捐款捐物，为老挝疫情防控助力加

油。

员工本土化建设。根据企业的

工作需求，招聘老挝籍员工，按需有

序地开展在职培训，通过完善的培

训计划和专人管理，让他们对设备的

原理和性能进行深入了解，力求在短

时间内达到培训效果最大化。并在

合同、薪资、考评等方面建立严格机

制，通过企业文化增强他们的责任

感、荣誉感。目前，员工队伍本土化

率的显著提高，有效地缓解了人力状

况，为老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奋进太阳人

我们致力于让项目造福当地，

树立起诚信、负责、值得信赖的中国

企业良好形象，打造可持续发展、受创业初期崎岖泥泞的造林之路，已经建设成为长势喜人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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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

老挝公司计划投资190 0万美

元，打造一个集现代农业示范区、农

耕采摘体验区、生态保育林区、农耕

文化区于一体的800公顷生态高效

产业园区，形成三产融合、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局面，努力打造

美丽富裕老挝第一村。带动周边更

加深入地开展“3+2”“4+1”合作模

式，增加群众收入，建设一个个美丽

富饶的新农村。

生态高效产业园项目占地800公

顷，按照“循环经济、三产融合、可持

续发展”的规划理念，综合利用工厂

处理后的再生水资源，解决旱季期

间农业生产缺水问题，发展现代化农

业基础设施条件，规划建设现代农业

示范区、农耕采摘体验区、生态保育

林区、农耕文化区。项目建成当地农

业综合开发示范园，为当地农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推动周边农业现代化、

科学化发展新进程，打开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新局，为老挝的社会快速发

展、经济繁荣，为老挝人民的幸福生

活注入充足的发展动力。

后记

老挝太阳人是老挝公司孕育、

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

者。12年来，在董事长李洪信的带领

下，太阳人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闯劲，凭着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

走出中国民营纸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的创新发展之路。

站上新起点，步入新时代。太阳

纸业将扎根老挝，耕耘老挝，在企业

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自信，在“走出

去”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在“一带

一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三人都是老挝籍员工，分别在化验室、造纸车间、成品车间工作，从对造纸知识的“一

无所知”，到成为造纸不同工段的“行家里手”，太阳是他们成长的沃土，他们的付出得

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和中国籍同事一样，都是“太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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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机器人（肖凝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通过机械手在生产中的运

用，展现出当今造纸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作

品主题突出，较好地记录和反映造纸工业

发展的里程。不足的是未能善用构图、慢门

等技巧，画面平淡。

铜奖│列阵（李明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反映了当今纸成品仓储，出入库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

先进管理。作品构图讲究，视觉效果良好。不足的是组图未能完整，储运

过程的自动及智能表现欠奉。

金奖

“环龙杯”第五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登（三）

纵 横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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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协作（焦翠武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反映设备检修现场人员交

流，分享经验的情景。作品利用设备作前景，形

成孔框构图，集中表现主体。现场自然光与背景

色溶合，丰富画面色彩。如能抓住主体中背向身

影侧转一瞬，效果更好。

金奖

铜奖│蓝色倒影（李亚彬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专家点评：以蓝色厌氧塔在处理过的水中的倒

影为拍摄主体，以碧水蓝天为色调，表现了造纸

企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社会担当。

金奖

铜奖│抗疫有银鸽（梁喜英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紧扣时代特点，表现了疫情下造纸人勇担社会责任，为

疫情防控献力。作品能抓住重点，反映特点，较具新闻性和历史性价值。

金奖

纵 横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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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岳阳林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克服物流运输、生产供料等环节的困

难，加大马力确保纸张生产。2020年1月，岳阳林纸超预算产量3140t；2月纸产量7.76万t，其中8号、9号、10号三

大主力机台产量5.53万t，同比超产0.43万t，“赢”来首季开门红，确保下游印刷用纸。图为春节奋战在岗位的

员工们。

该组图获2020“环龙杯”第五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暨第二届纸业手机微摄影大赛铜奖。（作者：冯

冰辉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春节 我们奋战在岗位

纵 横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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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牛皮纸和纸袋行业碳足迹明显改善
欧洲牛皮纸和纸袋行业为改善其碳足迹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瑞典研究所（RISE）代表欧洲

纸袋研究小组（ESG）对欧洲纸袋进行的最新碳足迹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示，在2015年至2018年仅

三年时间里，欧洲单个纸袋的碳排放强度(carbon intensity)降低了8％。

经过分析，纸袋碳足迹改善部分由于纸袋纸材料的改善和纸袋中其他材料（例如塑料薄

膜）份额减少的轻量化效果。每吨袋式牛皮纸的碳影响已经从2015年的458kg CO2e降为2018年

的455kg CO2e。牛皮纸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碳排放占每个纸袋总碳足迹的66％。

从更长期的数据来看，欧洲该行业的碳影响从起步以来便一直呈下降趋势，甚至赶超了欧盟

气候行动计划（EU climate action plan）设定的在1990年至2020年之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

少20％的目标。仅在11年内（从2007年到2018年），每吨纸袋牛皮

纸的化石碳影响便降低了20％（从570kg CO2e到455kg CO2e）。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欧洲牛皮纸和纸袋行业为不断改善其环

境影响所做的努力将同样重要。纸袋是一种低碳、可回收且基于

生物的包装解决方案，未来的碳足迹还将继续改善。

目前，影响纸袋行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气候友好型生产，如

今纸袋牛皮纸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所

有能源需求（热和电）的77％可以现场生产。此外，生产过程中使

用了高度可再生能源，89％的燃料是可再生的，用于产生热、蒸汽

和电能，其中81％的燃料是作为纸浆和造纸过程的副产品而生产

的。

俄罗斯浆纸产品出口有望逐渐恢复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Russian Federal Customs Service）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

年俄罗斯纸浆出口量为231.6万t，与2019年相比，出口额增长了12.9％。

但纸张出口情形却不尽相同，例如2020年，新闻纸出口量减少了14.8％，为106.2万t，出口额

下降了34.9％，为3.609亿美元。而牛皮纸和牛皮纸板（kraft paper & cardboard）出口增长了

近40％，再生纸板（reclaimed cardboard）的供应量相比2019年增长了1.5倍以上。

当地分析师预计，由于疫情的影响逐渐降低，国内需求弥补了出口的不足，因此俄罗斯的国

民经济正在持续复苏，今年俄罗斯的纸浆和造纸产量以及出口量预计都将有明显增长。

Hayat Kimya推动土耳其和俄罗斯优质生活用纸生产
非洲、中东和东欧领先的生活用纸制造商Hayat Kimya正通过安装多条由柯尔柏（Kӧrber）

生活用纸业务部提供的百利怡Constellation™ S8生产线来扩大其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生产。

除了在土耳其的生产线，柯尔柏还给Hayat Kimya位于俄罗斯莫斯科郊外卡鲁加（Kaluga, 

Russia）的一座拥有21万t产能的新工厂提供了百利怡S8线的安装，这台百利怡Constellation™ 

S8将于2021年秋天完成安装投产。Hayat Kimya对这一新生产线的投资还包括包装设备、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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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压花设备，这一举动将使该公司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生活用纸制造商，并有助于满足俄罗斯

市场对优质生活用纸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百利怡Constellation™ S8生产线的优势包括提高产品质量、简化生产线操作和提高运营

效率。这些优点使它们成为Hayat Kimya的不二选择，并带动了100多条百利怡Constellation™ 

S8的销售。过去五年，S8生产线遍布全球。百利怡Constellation™ S8解决方案提供所有速度

下最均匀的复卷，以及从第一张纸到最后一张纸的完美质量体验。客户对产品质量的满意度接

近100%，超过85%的全球客户提到，他们的运营效率至少提高了10%。  

Hayat Kimya A.S.是Hayat集团的一部分。Hayat集团主要经营家用护理、卫生和生活用纸

类消费品行业。Hayat自进入生活用纸品类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今，该集团以49万t/

a的生产能力成为“非洲、中东和东欧最大的生活用纸制造商”。

意大利纸企Lucart收购英国生活用纸企业ESP
总部位于意大利卢卡的纸企Lucart SpA宣布收购英国ESP Ltd（Essential Supply 

Products Ltd.）100％股本，ESP是英国领先的生活用纸制造商，这项收购自2021年3月1日起正

式生效。

E S P成立于1 9 9 0 年，总部和生产工厂位于英国伍斯特郡的马尔文（M a l v e r n , 

Worcestershire）。如今，该公司的年营业额约为3,000万欧元，厂区占地77,000m2，拥有5条不同

的生产线。对ESP的收购完全符合Lucart的发展和国际化计划，为巩

固其在欧洲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的市场地位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Lucart首席执行官Massimo Pasquini表示：“该业务对整个集

团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巩固在英国的市场地位，而英国

是欧洲第二大生活用纸产品市场。”

总部位于意大利的Lucart公司是一个家族经营的跨国集团，

已经运营了68年，主要生产MG纸、薄纸产品（包括日常用纸制品，如

厕纸、厨房用纸、餐巾纸、桌布和手帕）和气流成网产品（airlaid 

product）等。

英国纸企Mondi有望收购DS Smith
据Euwid报道，英国纸企Mondi正在考虑收购其竞争对手DS Smith，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

该收购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根据最新的财报，如果Mondi和DS Smith合并，二者年销售额将超过130亿欧元，拥有近

56,000名员工，巩固二者在欧洲造纸行业的地位。

欧洲纸企宣布多个纸种涨价  
SCA宣布欧洲区域白色和棕色牛皮纸价格提高50欧元/吨，新价格自2021年4月1日起生效。

SCA销售和营销Containerboard副总裁MikaelFrölander表示，此次涨价是受到需求强劲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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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目前欧洲牛皮纸市场持续强劲且稳定，库存不足，因此对牛皮纸进行提价。

此外，Sappi Europe宣布将其所有包装纸和特种纸价格提高7%-11％，自2021年4月1日起

生效。对此，Sappi表示，投入成本的急剧上升，特别是与纸浆和能源相关的成本，再加上由于

全球物流限制而导致的高运费，使得价格上涨不可避免。

北美纸企Domtar出售个人护理业务 
Domtar Corporation最近宣布，已完成先前披露的以9.20亿美元将其个人护理业务出售

给American Industrial Partners分支机构的交易。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威廉姆斯（John 

D. Williams）表示：“出售个人护理业务有利

于战略性地优化投资组合，这使我们能够优化

资产负债，提高流动性和回购股票。”

交易完成后，Domtar个人护理业务部门总

裁Michael Fagan将继续领导该部门业务并离

开Domtar。业务剥离完成后，公司计划将所得

款项中的6亿美元用于减少债务，3亿美元用于

回购股票。

Domtar是北美纤维产品领域的领先供应

商，主要生产文化纸、特种纸、包装纸以及商品浆等。

国际纸业出售波兰Kwidzyn纸厂
2021年2月，国际纸业宣布已经达成协议，以6.7亿欧元（约合8.12亿美元）的现金价格将位

于波兰的Kwidzyn纸浆和造纸厂及其支持业务出售给Mayr-Melnhof Karton AG。

Kwidzyn工厂拥有约2,300名员工，拥有4台纸机，主要生产折叠式硬纸板、未涂布化学浆

纸、特种牛皮纸，年产能为740,000t。

早在2020年12月，国际纸业就曾宣布打算将其印刷纸业务分拆为一家独立的公开交易公司，

以专注于其瓦楞纸包装和吸收性纤维业务。此次出售Kwidzyn工厂为国际纸业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实现溢价和可观的现金收益，但不会改变其拟议分拆计划。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完成，具体情形还要视惯例成交条件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而

定。

北美纸企Navigator宣布文化纸涨价
北美纸企Navigator宣布，将把所有在美销售的纸张价格提高6%-8％，该措施涉及所有办公

用纸品牌，包括Navigator、Pioneer和Discovery，以及Navigator Premium喷墨和Soporset 

Premium不透明胶版印刷纸（文本、封面和数码）、Navigator Copier和Express Offset卷筒

纸等。

此涨价将自3月22日起对所有发货产品生效，此次涨价主要是行业盈利水平不足，以及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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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纸浆和物流成本上涨。

Navigator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往全球五大洲的130个国家/地区，其纸质品牌主要有

Navigator、Pioneer、Inacopia、Discovery、Soporset、Target和Inaset等。

日本纸企Rengo集团收购Kinyosha Printing，继续提

高本国市场份额
日本纸企Rengo宣布其董事会已决定收购日本印刷纸企Kinyosha Printing发行的50％股

份，从而使Kinyosha Printing成为Rengo的子公司。此外，Rengo的全资子公司Howa Sangyo 

Co.，Ltd.也将收购Kinyosha Printing发行的20％股份，从而使Rengo集团的总投资比例达到

70％。据悉，Rengo对Kinyosha Printing的股票收购计划于2021年3月完成。

Kinyosha Printing在日本设有胶印和数字印刷的媒体包装产品印刷和制造基地，在日本

国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共拥有3家工厂，资产1亿日元，净销售额约80亿日元，拥有288

名员工。此外，还从事使用环保的水性柔版印刷来生产和销售诸如食品包装和饮料标签之类的

软包装产品。

王子制纸将在马来西亚新建纸箱工厂
近日，王子控股株式会社（Oji）发布公告，将在马来西亚中部雪兰莪州建立新的纸箱工厂。

这将是王子在东南亚、印度、大洋洲地区的第35处纸箱生产工厂。

王子在马来西亚拥有8家纸箱工厂，目前南部地区还有3处纸箱工厂正在建设中。本次将要建

设的第4家新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中部地区，该地区是马来西亚的经济中心，未来需求的增长备受

期待。

目前王子在马来西亚增设原纸生产线，此次纸箱新工厂的建设也是王子进一步加强原纸、

加工一体化战略投资的重要一环。

新工厂占地面积约77,000平方米，纸箱产能约1,000万平方米/月,总投资约50亿日元,预计将

于2022年6月投产。

阿塞拜疆将在未来几年内提高造纸产量
据阿塞拜疆当地媒体消息，由于该国国民经济正在从疫情影响中逐渐恢复，以及该国国内

纸张消费需求的增长，阿塞拜疆的造纸产量正在平稳提升。

根据该国官方统计，与2019年相比，该国2020年的纸张产量增长了近35％，目前仍在增长。

原因之一是疫情形势的缓解，以及该国最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Nagorno-Karabakh）

军事行动的成功促进了阿塞拜疆的经济迅速复苏。

当地分析家预计，尽管造纸产业从未成为该国工业生产的支柱产业，但该国碳氢化合物储

量丰富，为发展造纸及有关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原料基础，有利于使其在未来几年内实现造纸和

纸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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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机台和今年1月6日投产的T M13均由安德里茨

提供。纸机净纸幅宽5600 mm，设计车速2000 m/min，

使用竹、木浆混合原料抄造12-42 g/m2高档生活用

纸，年产能6万t。T M15机台的成功投产，使得该基地

的生活用纸原纸产能达到12万t/a，标志着宿州泰盛

一期项目完美收官。

泰盛（宿州）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7

年7月，注册地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宿马园区。该基地计

划总投资26.8亿元，占地820亩，建设年产36万t生活

用纸原纸和10万t后加工纸制品。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建设年产12万t生活用纸原纸和5万t后加工纸制

品；二期建设24万t生活用纸原纸和5万t后加工纸制

品，同时配套建设燃煤热电联产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65MW。

国一制纸年产10万t特种纸项目顺利
投产

本刊讯（鞠华 报道) 2月26日，国一制纸（张家

港）有限公司年产10万t特种纸项目顺利开机出纸，这

一项目的顺利投产，将为客户持续提供高附加值的优

质特种纸，使公司迈向了全新的高度和领域。

据悉，此次开机投产是公司的三期项目，该项目

于2019年8月开建。纸机生产线关键部位采用进口设

备，净纸幅宽3520 m m，设计车速700 m/m i n；浆料制

备生产线设备、流送系统、损纸处理和纤维回收系统

设备由安德里茨提供。该机台的原料主要以商品木浆

为主，生产40-180 g/m2食品包装纸、照片纸和特种印

刷纸，年产能10万t。

本次开机投产的三期项目总投资4700万美元，由

常州同创设计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天津南阳建筑公司

负责承建，水发设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负责监理。

新项目的成功投产，使得公司的特种纸年总产能达到

17万t。

江苏洪泽湖纸业首台生活用纸机投入
运行

本刊讯（宝拓 消息) 2月4日，江苏洪泽湖纸业

荣晟环保8号机技改项目完成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荣晟环保近日发布公告，

公司8号纸机于2020年10月21日停机技改，期间公司

对8号纸机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和优化布局，通过引

进靴式压榨脱水系统、膜转移施胶机、低能耗真空系

统、智能传动控制系统等先进设备对现有造纸生产线

和配套固废处理设施实施节能及智能化升级改造，以

提升自动化程度和机械性能，降低能源消耗及污染

物排放，节约生化污泥、纸渣无害化处理成本，提高

产品质量。

2021年2月1日8号纸机绿色节能升级改造项目技

改完成并复产，目前8号纸机生产线已运行稳定进入

正常生产状态。荣晟环保8号纸机于2007年正式投产，

该条生产线年产能15万t，幅宽4500 m m，车速500 m/

min，主要生产高强度低克重牛皮箱板纸。

泰盛（宿州）生活用品一期项目第二台
生活用纸机开机出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月4日，泰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宿州生活用纸生产基地一期年产12

万 t生活用纸项目第二台纸机T M15成功开机出纸。据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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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首台高速生活用纸机顺利开机出纸。据了

解，该机台是洪泽湖纸业年产5万t生活用纸项目的第

一条生产线，洪泽湖纸业同宝拓造纸机械于2019年4

月份签约该项目，纸机型号为BT C1400-2850，设计车

速1400 m/min，净纸幅宽2850 mm，设计产能60 t/d，

单机年产能超过2万t。

据悉，该公司的第二条宝拓纸机项目也已宣布启

动，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新项目的成功投产，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的产量和质量，也为公司的良性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保定市顺通纸业真空圆网纸机改造
成新月型卫生纸机

本刊讯（维拓 消息) 2月24日，保定市维拓造纸

机械有限公司向顺通纸业交付改造的一台原纸幅宽

3.55m的高速卫生纸机顺利开机。顺通纸业是维拓机

械高度重视与关注的合作伙伴之一，双方已在生活用

纸领域展开了多次深度合作。

该项目为真空圆网纸机改造成新月型卫生纸机，

其中包括毛毯洗涤部、成形部、呼吸气罩、换热通风

系统、蒸汽冷凝水系统、网前流送系统等关键技术。

维拓机械提供完整的服务，包括工程设计、指导安

装、纸机调试、培训和开机支持等。

黄冈晨鸣纸业举行二期项目开工仪式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2月28日，黄冈晨鸣纸业

隆重举行二期项目开工仪式。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委书记刘雪荣出席活动并宣布项目开工，市委

副书记、市长邱丽新，晨鸣集团董事长陈洪国分别致

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易先荣主持仪式，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李初敏，晨鸣集团副总裁彭志伟出席

开工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邱丽新在致辞中指出，长期以

来，市委、市政府把黄冈晨鸣项目作为市区重点工业

项目，竭尽全力服务项目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晨鸣集团旗下重点产业基地，必将有力

促进黄冈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她表示，黄冈市委、市

政府将竭尽所能为企业提供一流的服务，营造一流

的投资环境，相关部门要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

“店小二”，为项目提供更高效、更优质和更便捷的服

务，加快项目建设投产。同时，邱丽新希望晨鸣集团坚

定信心、快马加鞭推进二期项目建设，项目承建单位

要精心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工程建

设，为黄冈“十四五”开局起势、实现“两个更大”发

展追求贡献力量。

陈洪国董事长在致辞中介绍，黄冈晨鸣二期项目

本着打造世界一流的制浆造纸企业为目标，采用当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着眼市场前景广阔的品种结

构，具有相当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陈洪国表示，

当前晨鸣集团形势大好，上下游全产业链优势得到充

分体现，效益大幅提升。黄冈晨鸣二期项目选择国内

有实力的合作方中冶集团承建，并选择最好的设计

单位，确保将该项目打造成为绿色环保、优质高效、

花园式世界级工厂，为黄冈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

献。

开工仪式上，中冶福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兵表示，将迅速组建项目实施团队，抓紧前期准备

工作，努力实现高起点开局、高效率推进。把工程质

量和施工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全力将项目建设成为

优质工程、精品工程。积极贯彻绿色施工的新发展理

念，着力打造“智慧工地”、“环保工地”和“绿色工

地”。

据介绍，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开工，是黄冈市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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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举行的首个高规格单体项目开工活动，也是全市最

大的工业项目开工活动，充分体现了黄冈市委、市政

府抓项目、促投资、强产业的发展理念，是实现“两个

更大”发展追求的具体行动，必将有力促进黄冈“一

极两区三城”战略定位的实施。

浙江森林联合纸业年产60万t数码喷
墨纸项目开始基础施工

本刊讯（鞠华 报道) 2月24日，浙江森林联合纸

业有限公司年产60万t数码喷墨纸产业升级项目正式

开工！该项目的实施，将丰富森林包装集团的产品种

类，填补工业用途数码喷墨纸的市场空白。

该项目位于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园区北片，用地

面积约200亩，其中一期用地约50亩。森林包装集团

牵头开展台州市域范围内3家造纸企业产业升级改造

和产能整合，计划新建2条年产30万t多叠网数码喷墨

纸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20亿元，建设期为2021年至2025年，

2021年计划投资5000万元，开展基础施工。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产60万t数码喷墨纸，年营业收入36亿

元，税收1.92亿元。

江苏博汇拟投资38.33亿元建设三期
年产100万t高档包装纸板项目

本刊讯（博汇纸业 消息) 博汇纸业近日公告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江

苏博汇”)拟投资建设三期年产100万t高档包装纸板

及其配套项目，投资金额38.33亿元。项目建设周期

预定为2年。

公告显示，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响应国家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关于全面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等产业政策，本

着坚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自动化精益管理、绿色可

持续发展等企业愿景，充分利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港

区设施条件和区位优势，提升规模效益、优化产品结

构，江苏博汇拟投建三期年产100万t高档包装纸板及

其配套项目。

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关键设备，包括纸板机、

压光机、复卷机、打浆系统、流送系统、切纸机等主

体设备和关键零部件，择优购置国内外配套和辅助

设备，建设包括湿式造纸联合厂房、GCC研磨车间及

其他配套设施等。项目引进国际一流的生产技术和

设备，以商品木浆板等为原料，从原料配比、设备选

型、工艺流程及生产工艺参数以及环保、安全、节能

等方面的设计均代表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建设周期

预定为2年。预计该项目投资38.33亿元，项目投产后

预计可年产100万t高档包装纸板。

公司表示，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产品结构

将进一步优化,规模效益预期将获提升，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

玖龙纸业扩张计划——2023年底前
浆纸总产能将逼近3000万t/a

据纸业联讯报道 根据玖龙纸业2月22日最新

发布的业绩报告，此次披露的产能扩张计划包括了

312万t/a木浆、60万t/a再生浆、110万t/a木纤维，以

及625万t/a造纸产能。大部分新产能都位于国内，将

在2022年第二季度至2023年第四季度陆续投产；玖

龙纸业在马来西亚则将建设60万t/a再生浆、60万t/

a牛卡纸以及30万t/a瓦楞纸产能，预计都将于2023

年第二季度投产。

在所有的新建项目中，广西北海新基地将建设

浆纸产能合计540万t/a。其中，50万t/a化学浆、110

万t/a高档牛卡纸以及45万t/a白面牛卡纸预计将于

2022年底投产；2023年底释放的新产能将包括140万

t/a化学机械浆、120万t/a食品级白卡纸、55万t/a文

化纸以及20万t/a纸袋纸。

在辽宁沈阳，除了此前公布的62万t/a化学浆项

目，玖龙纸业最新的规划包括了65万t/a的高档牛卡

纸项目，预计将于2023年第二季度投产。

玖龙纸业还计划在湖北荆州建设60万t/a化学

浆和120万t/a箱板纸产能，并将于2022年在东莞和

重庆分别新增60万t/a和50万t/a木纤维产能。

下游包装方面，玖龙纸业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增

加12.1亿m2包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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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斯克将向恒安集团提供两台热风穿
透干燥卫生纸机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拓斯克将向恒安国际集团

提供两台TADVISION®热风穿透干燥卫生纸机。通过

这次订单，恒安国际集团突破了传统生活用纸和塑纹

生活用纸的壁垒，将引领中国生活用纸市场向顶级质

量生活用纸的转型——TADVISION®将制造具有最松

厚度、柔软度和吸水性的顶级质量的结构型生活用

纸。

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捷先生表示：“恒安一直追求

创新和顶级质量的产品，从而引领中国生活用纸和卫

生用品市场的发展。经过仔细的评估，恒安选择拓斯

克作为合作伙伴，支持我们实现新的目标。”

这两条新的生产线将成为中国生产结构型生活

用纸真正的TA D（热风穿透干燥）纸机，同时进一步

巩固了拓斯克和恒安国际集团之间的合作。这两台新

纸机为保证卓越的松厚度、柔软度和吸水性而设计，

将被安装在恒安集团在山东和湖南的工厂，纸幅宽均

为3.65m、每台的年产量超过4万t，计划在2022年开

机。之前，由拓斯克提供的两条模块化增强节能型生

活用纸生产线于2017年在恒安位于新疆昌吉的工厂成

功开机。

拓斯克首席执行官Alessandro Mennucci先生

表示：“我们很高兴与恒安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项

目上合作。拓斯克新的热风穿透干燥纸机代表了实现

中国市场历史性变革所需的先进技术。”

拓斯克造纸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阳

说：“中国生活用纸市场近年来一直遭遇产能过剩问

题。我们最新的热风穿透干燥纸机将为恒安带来完全

差异化的顶级质量产品，并帮助我们的客户在传统生

活用纸市场激烈的红海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打开并

引领全新的结构型生活用纸的蓝海市场。”

大指装备承接金洲纸业3台纸机施胶
段改造项目

本刊讯（大指装备 消息) 春节后，由大指装

备承接的东莞金洲纸业P M4、P M5、P M6纸机施胶段

改造项目正式生效执行。根据订单，大指装备将为

其P M4、P M5、P M6三条生产线提供包括Int e g r a® 

-Siz er膜转移施胶机、Inte g ra®-Tu r n空气转向

器、Integra®-Screen胶料压力筛及专门针对客户

施胶特性量身定制的上料站系统等一揽子工程。

该设备净纸宽度4850 m m，设计车速1000 m/

m i n，投产后将更有效助力机台高速、高效、低能耗

生产！

维美德将向福建联盛纸业提供涂布
纸板和高级文化纸生产线以及化学
热磨机械浆生产线

本刊讯（李芳 报道) 维美德将向联盛浆纸

（漳州）有限公司提供一条白卡纸生产线（B M1）、

一条高级文化纸生产线（P M3）和一条漂白化学热磨

机械浆（BCTMP）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将交付至漳州

的新工厂，最终将使浆和纸的年总产量达到390万t。

B M1、PM3和BCT M P生产线计划于2022年第三季度投

产。

BM1和PM3的订单包含在维美德2021年第一季度

的订单中。BCTMP系列的订单包含在维美德2020年第

四季度的订单中。

订单的价值将不会被披露。与B M1和P M3的交付

范围相似的订单总计约为1.9-2.2亿欧元，与B C T M P

线的交付范围相似的订单价值通常约为1,000万

-2,000万欧元。

“维美德之所以被选为BM1、PM3和BCTMP生产

线的供应商，是因为其生产线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运营成本低、优秀的业绩工厂以及我们长期的良好

合作。我们高度评价维美德在涂布纸板和高级文

化纸生产线上都拥有强大的可供参考的业绩，例

如福建联盛纸业最近成功投产的10号纸机。对于

BCTMP，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条BCTMP生产线，它将具

有非常大的产能。在进行这项投资之前，我们在生产

线概念和技术评估方面做了很多市场调研。”联盛

纸业副总经理薛荣军说。

“对于B M1和P M3生产线，维美德的节能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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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参考业绩，例如做为市场标杆的宁波P M4的案

例无疑是联盛纸业做决定的关键因素。我们与客户进

行了很多讨论，包括原材料类型、最终产品性能、浆

纸平衡以及化学品和能量平衡的未来考虑因素。”维

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说：“我们的B C T M P解决方案

能够全面满足客户的需求，而最新的概念，较低的运

营成本有助于他们确保在未来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B M1生产白卡纸，板纸机宽8,850 m m，定量范围

为210-350 g/m2，设计速度为1,400 m/min，日产能超

过4,100 t。PM3生产文化纸，纸机宽11，150 mm，定量

范围为50-100 g/m2，设计速度为1，800 m/m i n，日产

能超过1,800 t。

维美德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B C T M P生产线已集

成到板纸生产线中。维美德的供货包括BCTM P系列的

主要设备，世界领先的RGP CD-82磨浆机和TwinRoll

双辊洗压机技术。供货范围包括工程、采购和现场监

督（EPS）、培训、现场服务和相应的备件包。

维美德向浙江景兴纸业提供横幅执
行器、状态监控及相关服务

本刊讯（李芳 报道) 维美德将向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Valmet IQ Steam Profiler蒸汽

箱和包括状态监控分析与诊断在内的Valmet DNA纸

机状态监控系统。新系统将在该公司12号和16号机上

安装运行，目的是改善成纸横幅水份、监控纸机运行

状态、提高成纸产品质量、提升生产运行效率。

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0年第4季度新增订单中。

预计2021年第2季度交货。

景兴纸业工业用纸事业部总经理钱晓东说：“维

美德是景兴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双方有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相信他们的自动化技术和创新性方案可助力

我们提升生产线的可靠性与产品质量。”

维美德自动化中国区销售经理周亮说：“非常高

兴景兴选用我们的方案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行性能。

借助维美德工业互联网远程连接，Valmet DNA纸机

监控系统及全新的监控界面将为客户提供全面准确

的纸机信息，确保振动分析同诊断服务得以实施。”

Valmet IQ Steam Profiler蒸汽箱是一种多分

资 讯iNFoRMATioN

“三牛”向前犇！岳阳林纸夺取开门红

本刊讯（吕胜明 报道) 2021年岳阳林纸夺取

开门红，文化纸、包装纸、特种纸事业部“三牛”向

前犇，全面超预算指标。截至2月18日产量13.74万

吨，同比超2181吨。从除夕至初七，岳阳分公司产量

22947吨，日均超预算目标百余吨。

岳阳林纸董事长叶蒙介绍，今年喜迎建党百年，

公司产品订单喜人，目前各机台开足马力，自我加码

新目标。

“现在全力以赴生产胶版纸。”甲班9号机工艺

师陈森浩巡检后告诉记者，9号、10号纸机与8号纸

机是生产中央重点党报党刊用纸的“红色机台”，更

加追求品质优先，实行三方检测制，员工自检、品管监

测、技术中心复查，确保纸张质量更高，满足客户需

求。

随着升级版“限塑令”全面落地，包装纸事业部

铆足劲生产媲美塑料袋的包装纸，7天时间，4号、5

号纸机产量超额完成9.38%，6号、7号纸机超额完成

区蒸汽箱控制系统，借助配有定位反馈功能的机电式

执行器，可确保独一无二的水份分布控制精度。该系

统采用先进的蒸汽喷淋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蒸汽

吸收率及纸幅温度，确保纸幅出压榨部后的干度。

维美德状态监控方案以实时方式生成纸机运行

状态信息，可确保对维护作业的有效规划。

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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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同时7号纸机还创造了从大年三十到现在连

续8天未断纸的新纪录。

为响应战疫号召，岳阳林纸岳阳分公司有1000人

选择就地过年。公司党委组织“就地过年”青年员工

代表团圆欢聚，为“老黄牛”春节期间“加鸡腿”，把

班中餐标准提高近一倍；为每一位单身员工发放“新

春餐券”，食堂连续7天年味佳肴。公司党群工作部

扮靓文化广场，推出“幸福团聚特别牛”“奋斗在线

奔跑牛”等春节系列活动，为员工就地过年增加“仪

式感”。

山鹰国际1月份量价齐升，造纸板块销
量同比增长近200%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2021年2月4日，山鹰

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公布了1月份经营数据，呈现出量

价齐升的局面。

数据显示，1月份，山鹰纸业国内造纸销量为

52.6万吨，同比增长190.51%；均价为3743.91元/吨，

同比增长4.54%。包装板块销量为1.79亿平方米，同

比增长105.01%；均价为3.34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0.13%。

山鹰国际决定终止2020年度定增事宜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山鹰国际公布公告，

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自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布以来，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相关中介机构等一直积极推进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公司亦在此期间收

到较多投资者关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建议

与关切，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综合考虑所涉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建设资金已基本落实、公司市场价值表

现与股权融资时机的协同等因素，为及时回应投资者

关切、全面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经与中介机构

及各利益相关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APP文化用纸成功中标《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

本刊讯（APP 消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

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

4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作为一家有责任的企业A P P（中国）一直将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经过层层筛选，向该项目提供了最优

价格和最好产品。在接到任务后，APP（中国）克服纸

张价格飞涨、供应紧张的困难，全力配合此次承印任

务。第一时间安排生产、及时调整储运方式，以实际

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远海运特运纸浆全程物流新通道正
式启动运营

本刊讯（中远海运特运 消息) 2月24日，中远海

运特运进口纸浆全程物流业务启动运营仪式在广州

南沙港拉开帷幕。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首批纸

浆于当天在广州南沙装箱，标志着中远海运特运纸

浆全程物流新通道正式启动运营，将通过“散改集”

运输至广西钦州，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抵川渝地区，

最终送至客户工厂。

2020年10月，中远海运特运与巴西浆纸客户签订

了21000吨纸浆“海运+分拨转运全程物流服务”协

议。随后，在广州港和收货人的大力支持下，中远海

运特运携手中远海运集运、泛亚航运、中远海运集

运华南公司和武汉区域公司等集团内兄弟单位，共同

为客户量身定制了“端到端”的全程物流整体解决方

案，赢得巴西发货方和中国收货方的赞许和认可。

据悉，这批货物共10000吨，将分批启运，另外

11000吨纸浆已于年初在上海从海船卸载后，通过长

江驳船转运至湖北收货人指定的武汉码头。整个项

目涉及纸浆国际海运、在港口“散改集”、沿海集装

箱水运、铁路运输、汽车运输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一站式”端到端全程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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