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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本刊特别策划了“当造纸行业遇上‘黑

科技’，数智时代是阵痛还是飞跃？”专题文章，从全

球化的视角讨论在工业4.0时代，数字化、智能化、自动

化、信息化及网络化等新一代创新技术在全球造纸行

业的布局与应用，希望为行业解决现有难题打开一扇

新的窗口。

而本专题将把视角投入欧洲，看一看作为数字化

转型引领者的欧洲造纸行业如何制定路线图、引入新

兴科技，以及规避数字化的风险。欧洲造纸行业起步

较早，技术研发投入较高，由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成

本高昂，制浆造纸企业越来越依赖于新兴的数字化技

术提高经营效率与生产力，引领全球造纸行业数字化

转型之路。而新的数字技术，例如物联网（IoT）、大数

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逐渐走进企业办公

室与工厂。

在本专题中，选取了部分关于欧洲造纸行业数字

化转型的文章，分别从行业、企业及观察者等多个不同

角度谈论了数字化技术在欧洲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循环经济效率、挖掘制浆造

纸工艺优化的潜力，以及部分技术先行者取得的经验

与成果等，希望为国内造纸行业制定数字化转型路线

图、拓展新兴领域提供参考。不足之处，请读者朋友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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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In June 2021, CPPI published several feature 
articles under the column of "What Will Digital 
Intelligence Bring to the Paper Industry", which 
discusses the layou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e global paper industry in the 
era of Industry 4.0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hoping to open a new window for the industry to 
solve existing problems.
And now this feature will put perspective into 
Europe to see how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a leader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eveloping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 introduc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avoiding the risks of digitalization.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started earlier and invested 
more 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ue to the high cos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all aspects,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leading the way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paper industry. 
And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and blockchain, are gradually coming into corporate offices and factories.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has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56% 
of European paper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a clear digital strategy, and a third of them are already working 
on digitalization projects. In additio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acted as a catalyst for the industry to 
develop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feature selects some articles from foreign media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paper 
industry, written by authors from industry associations, paper companies,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firms. They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Europe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pulp and paper process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of some 
technology pioneer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paper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eir own digital 
roadmap and expand emerging areas.

P14-38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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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Paper Industry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On September 22, 2020,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dged that China would strive to peak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so called China’s “double carbon” target). Since then, all 
industr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path to achiev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be the main forc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power generation, petrochemical, chemical, building materials, iron and steel, non-
ferrous industries, the paper industry’s tota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low level. But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paper industry led to rising energy demand in the next decade. And coupled with the 
current coal-based high-carbon energy structure, paper industry must take more vigorous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for the paper industry.

P41-54 Series Reports on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Machinery Suppliers

This “Series Reports on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Machinery Suppliers” 
is co-organized by CPPI Publishing House and 
Shandong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Associ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the remarkable 
ach ievements made by the pu lp and paper 
equipment suppli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2016-2020 by displaying their newly-developed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So far we have visited 16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had in-depth conversations with 16 entrepreneurs, and 
the interview articles have been shown in the 9th, 11th, 13th and 15th issues of CPPI journal. In this issue, we 
will continue to show you the innovation stories of Shandong Hual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 Ltd.and Shandong Changjia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These 16 enterprises are the epitome of 
Shandong and also national paper equipment industry. In the future, we believe that China's paper equipment 
enterprises will continue to deep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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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及其相关领域

多个集体、个人获“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新表彰

本刊讯（钟华 报道） 9月25日，全国轻工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在京召开。大会总结了

“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新及产业集群发展成就，对“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并对第二批中国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授牌。

其中荣获“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荣誉的造纸、造纸装备企业名单有：淄博泰鼎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轻工业环境保护

研究所、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荣获“十三五”轻工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荣誉的造纸、造纸装备企业人员有：李永胜（山东

天瑞重工有限公司）、许要锋（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诸葛宝钧（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张磊（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应广东（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程言君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李晓亮（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刘铸红（河南大指造纸装备

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入选中国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二批）名单的有：中国轻工业造纸整饰设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齐鲁工业大学、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生物机械

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造纸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焦点 关 注Focus

张茵、黄志源、施文博荣膺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本刊讯（钟华 报道） 9月5日，《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正式

发布，授予182个爱心个人、爱心团队、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造纸行业共有4人（次）获得“中华慈善奖”，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文博和玖龙

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获得“在脱贫攻坚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个人”荣誉称

号，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新加坡）和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获得“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个人”荣誉称号。

本次评选中，仅有4人同时获得“在脱贫攻坚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个人”和“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个人”两项荣誉，玖龙纸业张茵董事长就是其一，也

是唯一的女性获奖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个人”评选中，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

（新加坡）是唯一获奖的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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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9月23日，由上海期货交

易所、中国造纸协会和厦门国贸纸业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的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纸浆分论坛顺利

举行。在论坛期间举行的“纸浆贸易定价期现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上，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经过近三年

的运行，纸浆期货功能发挥逐步得到了广大企业的认

可，特别是面对当下复杂的市场环境，产业链企业主

动顺应市场变化，积极借助期货工具稳定生产经营，

为产业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在此次签约仪式上，金

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

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贸纸业有

限公司、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安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了纸浆贸易定价期现合作协议，

约定以上海期货交易所纸浆期货价格作为长约定价的

重要参考依据，灵活使用并积极推广“期货价格+升贴

水”的贸易定价模式，实现价格风险的有效管理。

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陆兵表

示，纸浆期货上市不到三年，在国内外现货市场已经

有很大影响力，也证实了纸浆期货功能发挥较好。随

APP、中纸、晨鸣等联合签署纸浆贸易定价期现合作协议

着纸浆期货贸易定价模式在行业内的推广，对于整个

纸浆购销贸易格局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永安资本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纸浆贸易定价期

现合作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纸

浆期货市场在产业中影响力提升；另一方面，为国内

广大的下游造纸企业提供了控制原材料成本的一种思

路。他表示，希望更多的造纸企业开拓思路，充分运

用期货市场所提供的各种工具稳定企业采购成本，助

力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还有市场人士表示，我国是全球造纸和印刷品行

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纸浆消费量和纸及纸板产量约

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纸浆定价的

影响力与贸易规模并不匹配，国内大量的用浆企业议

价能力有限，在传统贸易模式下，下游造纸企业利润

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相关造纸上市企业年报显

示，文化用纸中原材料成本占比60%-70%，生活用纸中

原材料成本超过70%。因此，国内造纸行业对规避纸

浆价格风险、保障企业稳定经营具有强烈的风险管理

诉求。纸浆期货上市填补了纸浆衍生品市场的空白，为

传统的浆纸行业带来了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焦点关 注 Focus

据国务院关税司报道 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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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排除延期

清单，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

税商品第一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0〕8号）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

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

告〔2021〕2号），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延期

清单和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三次排除延期清单将于

2021年9月16日到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程序

决定，对上述商品延长排除期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五次排除延期清单发布

如下：

对附件所列81项商品，延长税委会公告〔2020〕

8号和税委会公告〔2021〕2号规定的排除期限，自

2021年9月17日至2022年4月16日，继续不加征我为反

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根据清单，4703 210 0包含的木浆产品以及

47062000包含的再生纤维浆产品仍然在列，可以享受

免除加征关税的待遇，进口关税为零。在2018-2020

年的一段时间中，这两种产品曾经分别被加征5%和

20%的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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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发布

本刊讯（仟松 报道） 9月11日，国家发改委印发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以促进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节能降耗工

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结合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方案》分三个阶段提出了目标要

求：第一阶段是到2025年，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

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第二阶

段是到2030年，能耗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能耗强度

继续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能源结

构更加优化。第三阶段是到2035年，能源资源优化配

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

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实现。

《方案》提出合理设置国家和地方能耗双控指

标。完善能耗双控指标管理，国家继续将能耗强度降

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

合理设置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分解下达能耗双控五年目标。国家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能耗强度降低实行基本目标和激励目

标双目标管理，基本目标为各地区必须确保完成的

约束性目标，并按超过基本目标一定幅度设定激励目

标。国家层面预留一定总量指标，统筹支持国家重大

项目用能需求、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根据国家下达的五年目标，结合本地区实际确

定年度目标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国家发展改革

委根据全国和各地区能耗强度下降情况，加强对地方

年度目标任务的窗口指导。

《方案》明确表示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在建、拟建、存量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以下称“两高”项目）清单，明确处置

意见，调整情况及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新增能

耗5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两高”项目，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照能效水平、环保要求、产业政

策、相关规划等要求加强窗口指导；对新增能耗5万

吨标准煤以下的“两高”项目，各地区根据能耗双控

目标任务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两

高”项目，各地区要严把节能审查、环评审批等准入

关，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支持。

此外，《方案》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并

鼓励地方超额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根据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和绿色电力证书

交易等情况，对超额完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责任权重的地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

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

消费总量考核。对能耗强度降低达到国家下达激励目

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能源消费总量在五年规

划当期能耗双控考核中免予考核。

《方案》还提出推行用能指标市场化交易。进一

步完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

能权交易市场，推动能源要素向优质项目、企业、产业

及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建立能源消费

总量指标跨地区交易机制，总量指标不足、需新布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等要求项目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在确保完成能耗强度降低基本目标的

情况下，可向能耗强度降低进展顺利、总量指标富余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偿购买总量指标，国家根据

交易结果调整相关地区总量目标并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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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

暨制浆新技术研讨交流会圆满落幕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9月25-26日，“2021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制

浆新技术研讨交流会”在济南西城泉盈酒店举行。会议

由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华纸业

杂志社联合主办，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轻工生

物基产品绿色技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制浆造纸

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获得了维美德（中

国）有限公司、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正达

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南京磬海商贸有限公司、山东

利丰机械有限公司、廊坊亚松矿业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支持。来自制浆造纸企业、上下游行业企业、行业协

会学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咨询公司、行

业媒体的近400位专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原料综合利用、清洁制浆、装备研发、绿

色低碳等话题展开讨论，预测纤维原料及其制浆领域的

新技术与发展方向，为处于原料短缺、环保高压的造纸

行业提供科技支持，探寻发展新动能。此外，会议还对

海外投资建厂、生物质精炼、纸浆模塑等新兴热点话题

展开讨论，学习借鉴海内外已有成果与经验，为行业高

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储备力量。

26日上午的会议由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齐鲁工

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吉兴香教授主持。

首先，在开幕式阶段，山东省人民政府督学、生物基材

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齐鲁工业大学原校

长陈嘉川先生，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

吉祥先生分别致欢迎辞，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出席

会议并发言，他们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会议召

现场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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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表示祝贺，希望通过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行业热点、

难点，为企业解决原料问题提供参考。

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禁止废纸进口”、“限塑

令”等政策以及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引

发制浆造纸企业纤维原料供应持续紧缺，如何拓宽原

料来源渠道、绿色高效利用纤维资源、布局建设纸浆项

目、开发应用制浆新技术、提高运行效率质量，是造纸

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围绕绿色高效利用纤维资源，我

国造纸行业科技创新的领头人——生物基材料与绿色

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嘉川教授首先作了《造纸纤

维原料绿色高效利用与碳平衡》的主旨演讲，与代表们

分享了多年从事生物技术、生物质精炼、绿色制浆的研

究与成果，提出行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原料短缺问

题，通过拓展产业链、开发新资源、构建绿色造纸技术

体系等实现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并努力实现造纸行

业碳平衡，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密切关注。

随着限塑令和固废禁止进口政策的实施，我国造

纸工业纤维原料供应缺口达到3000万吨以上。与传统

化学法制浆工艺比较，化学机械法制浆过程可实现植物

纤维组分的最大化利用，是一种高得率制浆工艺。为了

进一步了解高得率制浆，会议邀请了国际木材科学院院

士、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房桂干博士作了《基于我国纤

维原料特征的化机浆工艺流程选择和装备配置》的演

讲。他为大家分享了化机浆的工艺优势与制浆装备开发

过程中的创新点。据他介绍，高得率制浆生产技术经过

多年的发展，在以阔叶木为原料的化学机械浆生产线

技术改造中，强调有效挤压拆分木片生物学结构对化学

处理和磨浆节能的积极作用，可有效提高纸浆白度、改

善浆料物理性能。此外，新型挤压浸渍设备、高效软化

反应仓以及节能型磨浆机，成为了高得率浆技术装备的

重要发展方向。

制浆过程中，打浆的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山

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制浆设备的

研发与制造，致力于助力造纸行业实现纤维资源高

效利用。在本次会议上，杰锋机械苗海滨部长带来了

《ThroughFlow穿流式打浆解决方案》的演讲。据他

介绍，与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两种磨浆机相比，杰锋的穿

流式打浆解决方案（RF系列双盘磨浆机）在进浆结构、

管道布置、转盘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具有明显的优

势，解决了磨片磨损不一致、成浆质量不稳定等多个难

题，得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高浓打浆是一种可提高纤维利用效益的工艺技

术，该技术为优化原生纤维综合效益、提高成纸性能提

供了新思路。对此，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

盼经理作了《高浓打浆：提高原生纤维综合效益的新举

措》的演讲。据他介绍，与低浓打浆相比，高浓打浆对

纤维长度无明显切断，在纤维内部结构、纤维形态等方

面都有明显优势，正达纤科的高浓磨浆机、双圆网浓缩

机等满足了高浓打浆的需要，可以适用于文化用纸、包

装用纸和生活用纸等多个纸种的生产，改善了成纸质

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磨片是磨浆机的核心元件，作为专业磨片及磨浆

系统供应商，南通华严磨片有限公司专注磨片研发30余

年，公司首席专家蒋小军先生带来了《原料多样化态势

下的磨浆机选型和磨片优化方法》的演讲。他向大家介

绍了磨浆和打浆常见痛点问题以及磨浆装备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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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表示，作为磨浆机的重要部件，可以通过优化和

精选磨片对磨浆机进行优化，从而提高磨浆能效和磨

浆质量。

纳米纤维素是一种生物质新材料，近几年在造纸

行业的应用取得了许多创新成果。针对这一领域，济南

圣泉集团纳米纤维素市场开发部总经理隋晓飞先生带

来了《圣泉纳米纤维素 开创绿色新应用》的演讲。作

为刚刚上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圣泉集团产业布局涉

及生物质领域、高性能树脂及复合材料、生物医药、新

能源等多个新兴领域，其生产的纳米纤维素可以作为

浆内添加助剂应用于造纸流程，加入纸浆中，对提高纤

维结合力、留着率、阻隔性，改善干强度和平滑度等有

优化作用，可用于生活用纸、文化纸以及特种纸生产流

程。

制浆造纸流程的优化离不开化学品的助力，南京

磬海商贸有限公司造纸事业部经理金程先生带来了《符

合食品法规的造纸助剂》的演讲。作为精细化学品供

应商，磬海商贸积极引导环保型化学品使用，提供的助

留剂、干湿强剂、层间结合剂、造纸水性涂料等应用于

造纸行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减少造纸行业环境污

染、推动行业绿色转型有良好的效益。

26日下午的会议由中华纸业杂志社采编部主任李

玉峰女士主持。近年来，“禁塑令”、“以纸代塑”趋势

推动了纸浆模塑领域的发展，对此，中国包装协会副会

长、佛山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赵宝琳带来了《新

形势下以纸代塑拓展延伸的思路》的演讲。据他介绍，

“禁塑令”为造纸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政策扶持和

市场趋势的推动下，造纸行业逐渐开始向纸浆模塑领域

延伸，尤其在纸浆模塑产品代替一次性塑料餐具等领

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此外，纸浆模塑在多个新兴领域

也具有无限的创新与发展前景。

清洁制浆一直是行业密切关注的问题，尤其对处

于环保高压的造纸行业更是如此。对此，轻工业杭州机

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徐国华部长作了《清洁制浆新

技术新装备及甲酸法制浆的工程应用》的报告。徐国

华主要介绍了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成套装备和技术、

中高浓清洁漂白工艺关键装备、节能碎浆机、双辊挤浆

机、湿浆储运系统等，并分享了甲酸制浆的流程及其对

装备设计的要求等，并通过诸多工程案例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

随后，针对清洁制浆创新技术，山东利丰机械有限

公司任万印总工作了《植物纤维清洁制浆新工艺新技

术》的演讲。随着“双碳”政策的推进,农业秸秆越来越

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植物秸秆制浆造纸成为当下世

界性课题,在此基础上，利丰机械发明了一种植物纤维

清洁制浆专利技术。任万印以麦草为例介绍了该技术

的优势，可以在整个制浆系统实现全程智

能化、自动化控制，拓展和发挥我国农村

生物质纤维的资源优势，缓解制浆原料短

缺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生物产业的发展，造纸

行业发展生物经济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针对行业发展生物质精炼的现状与展望，

AFRY（中国区）孙传胜先生作了《生物

产业的发展创新及展望》的演讲。据他介

绍，大多数制浆造纸龙头企业都在尝试生

物质产品开发，例如目前全球硫酸盐木质

素分离产能约为15万吨/年，以木质素为

基础的生物产品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未

来，通过继续发展生物经济，造纸行业既

可以收获巨大的商业潜力，也能够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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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产品的绿色增值。

作为一种固体废弃物，白泥轻钙可以

在回收中实现综合利用，针对其资源化利

用技术，廊坊亚松矿业机械有限公司白泥

轻钙项目部朱松岭经理带来了《碱回收白

泥脱硫剂填料轻钙》的演讲。他主要介绍

了碱回收白泥轻钙资源化治理技术，实践

证明，利用碱回收白泥生产轻钙，具有良

好的生态效益、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禁废令”的出台和实

施，我国诸多造纸龙头企业都在加紧布局

海外投资项目，针对投资方向及布局，中

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廖研华总工作

了《国际暨东南亚再生纤维浆项目的选址、投资和生产

方案比较》的演讲。他通过项目选址、生产方法比较、

投资比较等方面分析了再生纤维浆投资的综合成本比

较，为有意向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提出了建议。

随后，美国费雪国际公司褚媛媛女士作了《后禁废

令时代箱板纸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报告。她提

出，“禁废令”给上游原料端带来了挑战，也给下游纸类

包装端带来了机遇，“禁废令”之后，中国箱板纸新产

能投放以头部为主，产业集中度略有提升，继续提高行

业整合度及原纸包装一体化程度将是提高行业盈利水

平的新发力点，中国箱板纸企业也在积极进行产业链延

伸，整合下游包装厂，为行业发展蓄力。

今年“两会”，我国政府正式将“碳达峰”、“碳中

和”写入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把“双碳”

目标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乃至2035年远景目

标，可以说“双碳”目标已经成为了造纸行业的热词。对

此，会议特别邀请了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刘靖伟副

总裁作《实现“双碳”目标，造纸行业的国际智慧和解

决方案分享》的报告。他从全球制定的减碳目标、各国

在碳减排方面采取的行动，以及维美德的气候规划等

方面做了介绍。他提出，减碳对国内造纸行业来说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企业需要把握机遇、因势利导，维美德

也将通过气候规划为行业的低碳高效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最后，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张洪成做会议总

结。他表示，本次会议主题明确，主要针对行业原料紧

张形势下如何高效利用原材料问题展开讨论，包括前沿

技术、实用技术、热点问题等。此外，会议把握了重点议

题，重点、热点突出，经过充分的会前调研，提出了本次

会议热门议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认可，希望通

过此次会议为行业解决原料难题、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在25日会议报到日的晚上，举行了“杰锋之夜”欢

迎晚宴。晚宴由中华纸业杂志社市场部副主任赵琬青主

持，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中华纸业》

杂志负责人刘承奎先生、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张吉祥先生分别致辞。此后，带有本地特色的精

彩演出与现场抽奖活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欢迎晚宴得到了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鼎

力支持。杰锋机械是一家致力于以废纸制浆成套装备

研发制造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历经数十年的

传承与革新，成功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碎浆系

统、筛选系统、净化系统、磨浆系统、流送系统。2013

年，杰锋机械为山东天地缘纸业提供的年产20万吨T纸

项目的成套废纸制浆生产线，完成了杰锋机械服务发展

史上由“由点到线”的一次飞跃，更带动了国产装备突

破了年产20万吨规模的门槛。随后，国产成套废纸浆线

的规模不断扩大，25万吨、30万吨、35万吨，到今天，

杰锋机械为理文马来西亚包装纸生产线成功提供废纸

制浆线的设计和制造服务，再次引领行业突破了年产40

万吨的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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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价回落

8月份，纸浆市场价格保持回落。中国造纸协会纸

浆价格定基总指数在2021年3月达到2018年1月以来

的第二个高点135.00之后，价格定基总指数由2021

年4月开始回落，已连续回落5个月，本月继续回落到

120.00，指数比上月下降1.14。本月中国造纸协会纸

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为99.07，指数比上月下降0.41，价

格环比指数在7月出现反弹后，又出现下降。8月份，

纸浆市场出货量继续下降，中国造纸协会纸浆物量

定基总指数由2021年4月开始回落，已连续回落5个

月，由上月的48.36下降到43.03，指数下降5.33。中国

造纸协会纸浆物量总指数环比由上月的99.81下降至

88.97，指数下降10.84。市场总体继续上月的成交量

价回落的局面。

具体来看，漂针木浆方面：8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

数环比由上月的100.38下降到99.34，指数比上月下

降1.04；物量指数环比出现回落，由上月的105.88回

落至86.43，指数比上月下降19.45。本月漂针木浆现

货市场交易量价齐减，其中，平均价格接近6130元/

吨。

漂阔木浆方面：8月份漂阔木浆价格指数环比回落

至98.24，指数比上月下降0.11；物量指数环比则下降

至82.96，指数比上月降低14.30。本月漂阔木浆现货

市场交易量增价减，其中，平均价格回落至4660元/吨

以下。

本色浆方面：8月份本色浆价格指数环比回升至

100.97，指数比上月升高3.56；物量指数环比大幅回

升至141.23，指数比上月升高71.24。本月本色浆现货

市场交易量价齐升，其中，平均价格回升至5500元/吨

以上。

49.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 M I)为49.6%，低于上月0.5个百分

点，降至临界点以下，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9021.1万吨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8月，全国

机制纸及纸板产量9021.1万吨，同比增长12.8%。8月

当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1148.2万吨，同比增长

1.8%。

9527.2亿元

9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8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情况。其中，造纸和纸制品业实

现营业收入9527.2亿元，同比增长20.5%；实现利润

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45.4%。

77.5%

根据立鼎产业研究院数据，中国的棉柔巾需求量

由2015年的23.5亿张增长至2019年的233.5亿张，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7.5%，增速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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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造纸企业入围2021中国企业500强

9月25日，2021中国企业500强和2021中国制造

业企业500强榜单正式发布。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玖

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选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除上述4家造纸企业外，还有3家造纸企业入围2021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分别为金东纸业（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山东博汇集

团有限公司。

太阳纸业成为山东省制浆造纸行业首家

省级健康企业

9月3日，山东省健康企业创建评审专家组

一行5人到太阳纸业对健康企业创建工作评

审。经评审组评审，太阳纸业以总分974分（满

分1000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评审，成为山东省

制浆造纸行业首家省级健康企业。

河南江河纸业完成A股上市辅导

9月10日，中信证券披露《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辅导工作总结报告》，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纸业）辅导工作已按计划如

期完成。中信证券称，通过辅导和规范，江河纸业

已实现科学、规范、高效运作，现代企业制度已基

本完善，符合股票发行上市的基本条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森信纸业集团附属诚仁集团自愿清盘 

继续停牌

森信纸业集团发布公告，该公司间接全资附属

公司诚仁集团有限公司(诚仁)股东决议，诚仁无法

持续经营，其资金不足以偿付到期债务，且其应进

行清盘。因此，于2021年9月16日，诚仁股东已正式

通过一项合资格决议案，以无力偿债而清盘的方式

对诚仁进行清盘。

4人诈骗纸厂200多万被审查起诉

4人分工合作，在地磅上装上遥控干扰器，通

过遥控增重，仅5个月就骗取江苏省响水县及陕西、

安徽等地三家再生纸企业200余万元。近日，常某等

4人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江苏省响水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新乡鸿达纸业有限公司宣告破产

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消息发布，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根据河南省新乡鸿达纸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22279124.9元，负债总额697199697.59元，资产负

债率570.17%，法院正式宣告破产。新乡鸿达纸业始

建于1976年，2000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以麦

草和废纸为主要原料，主导产品为瓦楞原纸，年生产

能力20万吨。

浮沉 关 注Focus

9
Oct., 2021  Vol.42, No.19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双碳”目标下造纸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显越 

自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全国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探索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路径。而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现状决定了工业企业尤其是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将是

碳减排的主力军。相比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行业，造纸行业虽然在碳排放总量

上占比较低，但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未来十年能源需求不断上升，再加上目前以煤为主的高

碳能源结构，使得造纸行业在落实国家“双碳”目标要求上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碳减排措施。为

此，本文将分析“双碳”目标给造纸行业带来的挑战，讨论应对策略。

1  造纸行业碳排放源及排放特点

按照现行的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碳排放源类别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

排放、废水厌氧处理排放以及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的排放。据估算，造纸行业碳排放量约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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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t，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左右。造纸行业虽然在碳排放总量上占比较低，但其碳排放量的大部

分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其中化石燃料里又以高碳含量的煤为主。以湖南某造纸企业为例，因其建

有自备燃煤热电厂，其碳排放量的90%以上为煤炭燃烧排放。因此，造纸行业的减碳关键在于如

何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

2  现有政策对造纸行业的影响

2.1 能源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

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也指出，要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在更加严格的能耗“双控”考核目标约束下，造纸行业化石能源消费

量尤其是耗煤量指标必将被逐步削减。

2.2 碳履约政策

7月16日，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发电行业作为首批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行业，涉及超

过2000家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总量约40亿t，其中包括超过100家的造纸行业自备燃煤热电厂。

根据《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到2021年

底前，发电行业要在全国碳市场上完成第一个周期的履约，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责任压实到企业。对于不在《纳入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

位名单》的重点排放造纸企业，待各项条件成熟尤其是配额分配方法确定后也将被列入在全国

碳市场履约范围内。

2.3 环保监管政策

1月11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

意见》，企业的碳排放管理将被逐步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环境信息公开、环

境执法、中央环保督察等现有环保监管体系中。另外，根据生态环境部3月29日印发的《关于加强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排放单位要定期在环境信息平台填报温室气

体排放情况、有关生产数据及支撑材料等信息，接受第三方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并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额的清缴履约工作，这些合规性要求无疑对造纸企业碳排放管理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3  造纸行业面临的挑战

3.1 用煤指标趋紧，能源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大型造纸企业大都采用以自备燃煤热电厂为主的用能模式。随着用煤指标的趋

紧，以自备燃煤热电厂为主的造纸行业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方面的任务将十分紧迫。如果不及

早谋划能源结构转型，部分造纸企业可能会因自备燃煤电厂被强制淘汰而被迫停产。另外，新建

项目若规划以自备燃煤热电厂为主要能源供给方式，也将面临因用煤指标减少而项目不能获批

的风险。

3.2 能耗“双控”考核力度加大，产能结构优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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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对造纸行业来说是旧产能快速淘汰、新产能加速落地的五年。造纸企业新建

项目的纸机大都具有高车速、低能耗的特点，这有助于造纸行业整体单位产品能耗的降低。尽管

如此，作为传统制造行业，造纸行业仍然存在大量高能耗的产能，现有产能结构处于先进产能与

落后产能并存的状态。以山东某造纸企业为例，其生产文化纸平均综合能耗为265 kgce/t，其中

先进纸机综合能耗为224 k g c e/t，老旧纸机综合能耗为298 k g c e/t，老旧机台能耗明显高于新

机台。假如不持续对产能结构进行优化，产品单耗将无法满足越来越严格的能耗考核要求。

3.3 碳履约施行，合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加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正式施行，碳履约成为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度必须

要完成的合规事项。一方面，企业需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应对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上报

及交易、履约等工作，导致企业的人力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假如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根

据碳配额分配规则，其获得的免费配额量可能低于碳排放量，这意味着企业将为此支付履约成

本。随着国家免费碳配额的不断收紧，企业的履约成本也将不断增加。

4  造纸行业的应对策略

4.1 主动优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结构低碳化

我们知道，需求端电气化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但造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

量蒸汽用于干燥，这一用能特点又决定了假如企业周围没有充足、稳定的蒸汽源，则能源结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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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从以煤为主直接过渡到电气化。笔者认为，以天然气或生物质热电联产替代现有的燃煤热电

联产将是近期造纸行业实现能源结构低碳化的可行途径之一。尤其是生物质能源，其消耗目前

在核算时不计入碳排放量，且造纸企业现有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可从燃煤切换成燃烧生物质，为

造纸企业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提供了便利条件。拥有自产浆的造纸企业也应充分利用行业优势，

采取提高自产浆比例以及高效掺烧干化污泥、木屑等方式提高生物质能源占比。再有就是造纸

企业往往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较大，除了屋顶光伏，还可充分利用厂区面积大的有利条件，对料

场、污水处理设施等场所开发光伏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增加光伏发电量。

另外，对于有自产浆线的造纸企业，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中含有厌氧环节，对厌氧环节产生的

沼气进行回收利用也可有效减少碳排放。

4.2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能源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也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举措，造纸行业需要从技改节能

和管理节能两方面共同发力。在管理节能方面，要健全能源管理体系，设立能源管控中心，对能

耗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不断提升能耗管理水平。同时要定期开展节能诊断，充分挖掘节能

潜力。在技改节能方面，要引进先进的节能技术、装备，提升热电机组产汽、产电效率以及风机、

电机等耗能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另外，造纸行业要持续优化产能结构，逐步淘汰高能耗的落后

产能，提升整体的能效水平。

4.3 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

一方面要加大绿色低碳生产工艺及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从源头上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

面要加强低碳零碳负碳的科技攻关，结合造纸行业特点，推进末端减碳技术在造纸行业的应用。

例如利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去降低苛化阶段产生白泥的pH，经过pH调节的白泥再用于造纸工

序，在实现固废白泥回收利用的同时还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4 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

碳排放数据的监测、统计、核算、报告以及碳资产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因

而造纸企业要想实现有效的碳管理，需要建立一套覆盖当前全部碳业务的管理体系。具体包括：

建立企业内部碳排放和碳资产的统一管理机构，设立专职岗位，配备专业人员，明确相应的职责

和权限；制定碳排放监测制度、核算制度、碳资产管理制度、碳配额交易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

企业内部碳管理制度；建立碳排放数据相关的运行管理机制，定期对单位热值含碳量等影响碳

排放量计算的参数进行实测，定期完成碳排放数据的统计、核算、上报、公开，严格按时限要求

完成履约。

4.5 积极参与碳市场，实现低成本履约和碳收益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企业带来了灵活的履约方式。碳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通过在

碳市场上买入碳排放权或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CCER），实现低成本履约；减排成本

低的企业可在碳市场上卖出碳配额，获取收益。同时，企业应将碳配额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管理，

充分运用金融工具盘活碳资产，使碳配额成为一种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融资工具。另外，部

分拥有产业链上游林地资源的造纸企业，在未来碳价不断上升的预期下，可按照林业碳汇方法学

将林地开发成碳汇资源，并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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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纸行业

数字化转型
今年6月第11期，本刊特别策划了“当造纸行业遇上‘黑科技’，数智时代是阵痛还

是飞跃？”专题文章，从全球化的视角讨论在工业4.0时代，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信

息化及网络化等新一代创新技术在全球造纸行业的布局与应用，希望为行业解决现有

难题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而本专题将把视角投入欧洲国家，看一看作为数字化转型引领者的欧洲造纸行业

如何制定发展路线图、引入新兴科技，以及规避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欧洲造纸行业起步较早，技术研发投入较高，由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成本高昂，

制浆造纸企业越来越依赖于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提高经营效率与生产力，引领全球造纸

行业数字化转型之路。而新的数字技术，例如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和区块链等逐渐走进企业办公室与工厂。

据统计，过去5年，欧洲造纸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56%的造纸

企业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数字化战略，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已经在着手实施数字化项目，

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成为了行业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

在本专题中，选取了部分国外媒体关于欧洲造纸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章，文章作

者有的来自行业协会，有的来自造纸企业、数字化技术供应商，还有的来自国际林纸行

业咨询公司，他们分别从行业、企业及观察者等多个不同角度谈论了数字化技术在欧洲

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循环经济效率、挖掘制浆造纸工艺优

化的潜力，以及部分技术先行者取得的经验与成果等，希望为国内造纸行业制定数字

化转型路线图、拓展新兴领域提供参考。不足之处，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专 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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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造纸行业：

面向未来的绿色与数字化增长
⊙ Jori Ringman

欧洲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增长离不开创新的解决方案。新的数字技术的使用和数据的激增，除了有

助于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岗位外，也在改变着企业和决策环境。而将新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造

纸行业，可以助力整个造纸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增长。

在欧洲造纸行业，新的数字技术，例如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已

经越来越频繁地开始用于提高行业的资源效率。造纸企业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树木的每一部分

材料实现最大的价值，包括从纤维到木质素的所有过程。通过各种数字工具，既能提高上游的原材料

供应、物流和生产的资源效率，也可以提高下游的转换分配、产品的使用和废弃物回收等。例如，数字

双胞胎技术（digital twins）便是数字化技术的一种，可以用来提高效率、优化资源的使用，并减少浪

费。

循环经济思维

造纸行业正在建立循环经济思维，开始更多地利用数据为循环经济服务，实现资源的巧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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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欧盟绿色协议和欧洲数据战略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数据作为循环经济的驱动力具有深远而

重要的意义。深入了解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中的资源使用情况，有助于利用过剩的边角料

和废物流，优化产品寿命和材料流，并发现未满足的需求和过剩的供应之间的协同作用。

数据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其中已经应用的案例包括使用RFID（射频识别）和NFC（近场通信）技

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收集数据，从而获得关于整条供应链的宝贵信息。此外，利用数据分析技术

可以帮助造纸包装等行业实现有效的分拣，使包装得到回收。

在任何行业中，数字工具和数据在验证活动的可持续性和确保沟通的可信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新的数字技术使价值链中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可以帮助行业参与者收集和

分析从森林到再生纤维，再到客户和产品的整个过程。

通过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以及新数字工具的升级研发，加速了价值链中的数据共享，使行业参

与者分享、利用数据更为容易和顺畅。例如，使用区块链技术验证纤维在供应链中的可追溯性，可以让

消费者有办法检测产品中使用的木材原料的来源。

用数据加深森林的洞察力

目前，我们已经对欧洲森林有了充分的了解，从不同树种的组成到林地面积的变化、碳储量和碳

汇的动态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定期的森林清查，这些清查基本都利用了先进的数字工具，

如卫星成像、无人机、空中激光扫描，甚至是通过地理定位照片的移动电话等。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不只是造纸业的流行语。它们已经被用来加深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

的洞察力，提供决策工具，并改善森林管理实践，同时建立经济和社会的复原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虚

拟现实应用，甚至可以帮助管理者在自己的客厅里参观森林和规划森林管理流程。

以下一系列关于欧洲造纸业的数字化升级的文章将展示欧洲造纸业如何利用数字化和数据工具

促进可持续性、复原力和经济增长。文章将主要涉及以下主题：智能、资源节约型制造、如何利用边角

料和废物流、整个价值链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等。

在过去的五年里，欧洲造纸行业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根据StepChange最近的一项研

究，56%的欧洲造纸企业有明确的数字化战略，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已经在实施数字化项目，而在2015

年却只有6%，足以说明欧洲造纸行业数字化发展的迅猛。而近两年疫情的发展预计也将催化数字化工

作的进展。

展望未来，数字化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提高生产力和质量，优化供应链、能源效率、维护和可用

性等。在这些领域具有最大潜力的数字化技术将是自动化预测和规定的过程分析，数据驱动的能源管

理和控制系统，集成的供应链规划和可见性，以及实时设备监控（例如数字双胞胎）等。

注：为了进一步介绍欧洲造纸行业数字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JORI RINGMAN将分别从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进行讲解，介绍了欧洲纸业如何走资源高效利用之路，以及数字化工具助力循环经济

与造纸行业发展的新思路。

（1）智能化和纤维资源高效利用：造纸行业的DNA——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I）

（2）数字化如何支持欧洲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发展？——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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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Special

智能化和纤维资源高效利用：

造纸行业的DNA
——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I）
⊙ Jori Ringman

长期以来，资源利用效率一直是造纸业的核心问题。造纸行业致力于利用树木的每一部分

材料，开发从纤维到木质素的所有利用方式。在造纸行业，资源效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

运营效率，即降低水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提高生产管理效率等，第二是材料效率，即尽可能地利

用树木的不同部分获得最大价值。

欧洲的造纸行业具有内在的循环性。欧洲消费的纸张和纸板有72%是可回收利用的，回收

纤维继续用于造纸，而新鲜的原生纤维源自大自然本身，并保持可再生性。很多人认为，只有回收

纤维造纸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实则不然，原生纤维也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欧洲造

纸行业使用的大量原生纤维来源于木工行业和森林管理的残留物。随着木材在建筑和装修中的

使用越来越多，造纸业的残余物的可用性也在增加。

可再生的木质产品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发展轻质材料的趋势也大

大减少了资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也将助力林产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欧洲造纸行业是水管理和循环利用的冠军行业。平均而言，92%的水都在经过处理之后，以

良好的状态回到了源头，并重复利用。欧洲造纸行业对于造纸工艺化学品的回收和再利用的历史

也已近一个世纪。许多工艺是内生能源，造纸业是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

此外，造纸行业发展热电联产也是对资源进行高效利用的手段。与传统发电相比，热电联产

的效率非常高。在欧洲，有相当多的家庭和其他行业得到了来自纸浆和造纸业的多余热量的供

   编者按：资源的高效利用一直是造纸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它为行业解决资源利用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JORI 

RINGMAN是欧洲纸业联合会（CEPI）主席，他以一系列的文章论述了数字化

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本篇文章是该系列的第一部分。在本文中，他将

主要探讨提高制浆造纸行业资源效率的数字工具，以及部分纸厂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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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取代了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在以上所有的过程中，数字化工具的开发都将为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新的模式和思路。

数字化有助于提高资源效率

造纸业的数字化不仅可以帮助提高资源效率，还可以帮助培训未来的行业专家，解决技能

短缺问题，并在全球市场上创造竞争优势。例如，英国纸企Mond i使用其工厂的数字技术来实现

运营透明度，支持精益项目，并预测可能导致错误产品的运营异常情况。Mond i的数据驱动的流

程优化依赖于“软传感器”（soft sensors）——一种机器学习模型形式的虚拟传感器，可以实现

持续的预测，用于质量控制。这种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资源的优化使用，

减少了浪费。同时，数字化工具也提高了生产信息的敏捷性和流动性。

将造纸行业的数据进一步结合起来，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Mayr-Melnhof Kar ton

是一家欧洲涂布再生纸板的生产商，它利用实时能源价格数据将能源密集型的工艺步骤转移到

电价低的时段，降低了生产成本，因其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销售服务渠道而获得了2020年纸浆

和造纸工业物联网和数字化大奖。此外，通过先进的数字化与数据分析技术，Mayr-Melnhof为

客户提供了从纸板的选择到生产预览和预订的全流程服务，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合并数字和物理流

数字化的专业知识和系统可以进一步促进造纸行业的发展。欧洲的造纸业和数字服务供应

商之间的协同作用很强，其特点是高度创新的合作。

此外，欧洲的实体产业和数字产业也有很大的关联性，物联网和软件开发商通过调研和技

术升级，为造纸业提供所需的数字化服务，改善他们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造纸等实体

企业还是数字服务供应商，都在合作中得到了提升。例如，纸浆和纸张公司SCA便开始与技术服

务商IBM合作，通过交叉联系的数字化改造，在该领域创造新的机遇。

未来之路

在纸浆和纸张行业，新的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

进一步提高了价值链各个层面的资源效率。

未来，无论是上游的原材料供应、物流和生产，以及下游的加工、分销和最终使用效率都将

大幅提升。通过整合供应链数据，流程变得更加智能，资源效率更高，能够提高交付的准确性，优

化库存水平。造纸行业数字化不仅可以帮助提高资源效率，还可以帮助培训未来的行业专家，解

决技能短缺问题，并在全球市场创造竞争优势。

数字化系统可以帮助消费者回收和寻找与产生的废物距离最短的再加工设施，有助于更快

地将材料释放回生产中。在欧洲，纸张和纸板的纤维已经平均每年轮换3.6次，实际上是“以少胜

多”。然而，从现有的产品和材料库存中产生更多的价值是可能的，因为纸张在失去其特性之前

可以被回收27次。数字化交易，甚至负载交换，可以缩短从消费者回到生产的时间，展望未来，这

些都是数字化技术可以为行业实现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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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欧洲是循环经济的发源地。早期欧洲的循环经济主要从废弃

物治理的角度出发，目标是降低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欧盟提出经济发展要由线性增长到循环型增长模式，在不断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2015年12月，欧盟提出循

环经济一揽子计划，包括四项废物管理立法修正建议、一个完整的行动计

划及后续行动清单，构建了欧盟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构想。2019年12月，新

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以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核心战略目

标，构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富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2020年3

月11日，欧盟发布了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以上足见欧洲国家对于循环经济的重视，那么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支持

欧洲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发展呢？在这个过程中，造纸行业将如何利用循环经

济机遇实现自我转型呢？JORI RINGMAN是欧洲纸业联合会（CEPI）主席，

在本篇文章中，他将主要分析数字化在欧洲循环经济及造纸行业转型发展

的作用，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为循环经济开发副产品，以及新的数字工具如

何支持价值链跟踪和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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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如何支持

欧洲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发展？
——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II）
⊙ Jori Ringman

循环经济旨在实现资源的巧妙利用。通过深入了解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中

的资源使用情况，有助于制造商利用多余的边角料和废物流，优化产品寿命和材料流动，实现

各环节的协同发展。目前，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造纸行业也正在为数据的多样化利用铺平道

路。

如今，自然资源的稀缺越来越常见，甚至是决定着行业与企业能否生存并发展的关键，对

造纸行业这一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尤为如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源匮乏的确是一个令人担

忧的问题，但通过循环经济思维来看，这也是一个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数据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欧盟绿色协议与欧洲数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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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循环经济的驱动力，其重要性体现在欧盟绿色协议（EU Green Deal）和欧洲

数据战略的衔接和相互作用上。欧盟绿色协议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倡议，其目标是

在2050年前使欧洲实现气候中立（cl imat e neut ra l）。此外，2020年3月11日，欧盟通过新版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拟于2023年底前推出35项政

策立法建议，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产品政策框架便是《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一个

关键部分，通过建立欧洲绿色协议数据空间，得到了欧洲数据战略的支持。

在欧盟绿色协议中，人们通过智能循环应用数据空间获得大量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分析

为行业供应链创造循环价值。该协议框架之下，将特别关注行动计划所针对的部门，如建筑环

境、包装、纺织品、电子和塑料等。

欧洲造纸行业是传统的原材料回收行业，也是相关回收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例如，据欧盟

统计局数据显示，纸和纸板包装在欧洲的回收率已达到85.7%，回收量甚至与所有其他包装材

料的总和一样高。

即便如此，造纸行业也从未停止回收的步伐。最近，行业开展了新兴项目“4evergreen”，

与整个生命周期的价值链一起，试图确保我们对循环经济做出最大的贡献，从而实现完全可回

收和有效的循环。毫无疑问，数字化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欧洲造纸业，从业人员利用数据分析优化流程、供应链和造纸生态系统，确保原材料

得到有效利用，避免浪费，最终使材料在价值链最后得到回收。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为产品的

生命周期以及优化产品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例如，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是一家提供包装、生物材料、木材和纸张等可再生解决

方案的公司，目前正在制造集成了RFID（射频识别）和NFC（近场通信）技术的智能包装解决

方案。这些技术能够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收集和分析数据，从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从供应链的表现到避免食物浪费都是如此。同样的技术也可以实现高效的分拣，确保包装的

回收。

数字化技术提高材料的附加值

在提高材料与产品的附加值方面，现代生物精炼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生物质精炼，

将木纤维转化为一系列生物基产品，是造纸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一大亮点。

对于规模以上企业来说，生物精炼厂通常不是独立运行的，是由多个不同的工厂提供原

材料，因此材料流动的数据对于协调整个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例如，在挪威Bor r e g a a rd生物精炼厂，价值链中前一个工厂的数据被用于预测原材料何

时到达以及它的特性，这就为如何操作下一个工厂提供了思路。连接过程中产生的是各种各样

的生物材料，通过数据分析便可以提前预测产品的走向，以及原料将被用于制造何种产品。通

过数字化的统计分析，在Borregaard生物精炼厂便可以实现从源头到产品的控制。

为了加强对边角料和废物流的利用，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开发成为数据共享、创新和知识平

台，以匹配企业的需求。它们结合了数字和物理流，促进了造纸工厂内副产品和废物流在高附

加值产品中的使用。

目前，欧洲纸业联合会也已经开发了数字在线工具，帮助全欧洲900余个造纸生产基地进

行废物流的管理和选择，通过数据更好地了解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原材料进厂到终结

的全部过程。例如，产品的使用是如何影响其再利用价值的？领先的纸张和纸板制造商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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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觉识别技术来收集数据，并评估进入回收流程的废纸质量，成为了循环材料先进质量

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合作创造价值

欧洲造纸行业是欧洲工业共同体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基础是共享原材料、水、能源和知

识。在工业共同体中，通过数据协调资源，一家公司未使用的或剩余的资源可以被另一家公司

使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商业生态系统。

循环经济发生在整个造纸业的价值链和一个由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客户和其他合作

伙伴组成的广泛网络中。因此，造纸行业要抓住循环经济的价值，便需要不断寻求合作，无论

是行业内的合作，还是进行跨行业的合作，这一过程也都需要数字化工具的支持。

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的好处

原材料的可持续采购一直是欧洲造纸业的核心问题。原材料的来源是众所周知的，无论

木材是在欧洲种植还是进口，其使用的可持续性都可以进行追踪。数据在整个价值链中流动，

确保了木材和纤维来源的可追溯性，以及对用户和客户的透明度。

新的数字化工具使价值链的跟踪和透明变得更加容易。例如，世界领先的木质纤维素特

种纤维供应商兰精集团（Lenzing Group）旗下拥有Tencel和Verocel两个品牌，在进行纤维

业务开发中，兰精集团便使用了区块链技术，为品牌和消费者提高透明度。区块链验证了整个

供应链中纤维的数字可追溯性，从而使最终的产品上附有一个二维码，消费者可以用它来检测

所使用的木质纤维原材料的来源。此外，该公司正在进一步开发新的数字化技术，并认为数字

化是实现从线性供应链到循环供应链过渡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

Nav i g a t o r是一家纸浆、纸张、纸巾和能源生产商，使用与谷歌地球兼容的网络平台，提

供定制的森林管理指南。这些平台使用涵盖土壤和气候特征、环境因素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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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算法，以确保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森林认证。它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个人森林所有者提供

了易于使用的工具，以透明地评估他们的森林管理方案。

数据验证了可持续性

在任何行业中，数字化工具和数据在验证活动的可持续性和通信的可信度方面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欧洲造纸行业，木材总是来自经过认证或控制的可持续管理的森林。这意味着造

纸公司要对木材的合法性和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性负责。监管链和附带的木材产地数据验证

了整个价值链的责任和可持续性，确保企业合法遵守欧盟关于排除非法采伐的规定。此外，其

他行业采用的一些先进理念，如欧盟的“从农场到餐桌”倡议（Farm to Fork initiative），

也已经被借用于造纸行业，支持知情选择和效率的提高。

近几年，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欧洲经济的复原力一直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疫情除

了造成失业外，还造成了商业中断。受到最大打击的尤是具有全球性的、长而复杂的供应链行

业。

欧洲造纸行业的价值链包括采购、制造、再利用和回收，绝大部分可以在欧洲范围内解

决，而且通常较短。此外欧洲纸业技术创新水平高，使我们在生产和专业知识方面成为欧洲经

济复原力的关键支柱。

未来之路

可追溯和透明的供应链是欧洲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核心。不断增加的数据量和新的数

字工具使价值链中的数据共享更加容易和顺畅。木材和纤维的价值链从造纸业开始，一直流

向一系列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纺织品、建筑、绿色化学品、健康和卫生、药品

和包装等。以森林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可以为几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提供健康的绿色和数字复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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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数字化

在制浆造纸工艺优化领域的全部潜力

近年来，制浆造纸行业一直在寻求数字化转型，从而进一步优化运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三大市场趋势驱动的：第一，随着传统纸制品市场的下滑，造纸企业面临持续的价格压力；

第二，“以纸代塑”趋势促使纸类包装需求不断增长；第三，全球对生活用纸产品的需求不断增

长。

数字技术包括机器连接、智能自动化和高级分析技术等，通过利用大量生产数据为企业提

供更好的洞察力和结果反馈，使纸浆和造纸生产力达到新的水平。目前，制浆造纸行业的创新领

导者已经成功使用数字技术使产量增长高达5个百分点，并大幅节省了材料、化学品和能源。据统

⊙ Christer Gerdin, Oskar Lingqvist, Andy Luse, Lapo Mori, Kunwar Singh, Greg Vainberg

编者按：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制浆造纸行业一直在寻求适合自己的方式和途

径。为了进一步探索适合造纸行业的新路径，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美国麦肯锡咨

询公司的几位研究人员对数字化如何挖掘行业潜力方面进行了探索，并以一家欧洲

浆纸企业为例具体说明了企业应如何走正确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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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字技术为制浆造纸行业创造了价值40亿至60亿美元的新机会，可在超过25个方面为造纸

及上下游行业创造价值（图1）。

在林业和物流领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跟踪从木材收割到工厂加工生产的实时物料流动，

优化产品交付流程和产业链运行状态。在纸浆厂，公司可以使用数据高级分析技术改进木素的

卡伯值控制并提高纤维产量。在造纸厂中，可以实现能源、材料优化，利用人工智能优化工艺流

程，提高单位生产利润。最后，在成品方面，高级分析技术帮助工厂分析成品水平，提高产品综合

质量。

制浆造纸企业要利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字投资回报，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制定以战略价值为抓手的路线图，推动新技术落实。公司需要清楚地阐明数字化的总

价值潜力以及计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该价值。制定目标，使项目明确规范，重视关键绩效

指标(KPI) 。

第二，建立和激发公司内部新的潜能。成功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新技能和新工作方式的支

持，公司可以通过外部承包商来补充劳动力，从而启动项目。但是，如果希望数字化转型规模化

并持续下去，就必须激发内部潜力，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的辅助。为了获得全部价值并改善实

施结果，公司需要将技术和数据专业知识与核心流程和运营知识相结合，重点提升员工技能。

第三，掌握实时变化。要发挥出数字技术的最大价值，公司需要随时使用数字系统并掌握

最终客户的实时需求，投入时间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整合客户反馈。此外，必须对培训和新应用

程序给予同等的关注。

案例：通过高级分析技术实现现有资产价值最大化

近年来，一家排名前四的欧洲多资产制浆造纸企业一直致力于提高盈利水平，经过多年的努

力，关键绩效指标（KPI）显著提高，但该公司仍然希望探索数字化新机会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

实践证明，该公司通过使用数据高级分析转换技术使纸浆厂的吞吐量提高了8%到10%，综合成

图1  数字化和数据分析为制浆造纸价值链的各个流程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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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降低了15%到20%，并使息税折旧前收益持续增加了4到5个百分点。

以下几点分别为该公司达到以上目标所做的工作：

找到正确的技术推动因素，制定路线图

该公司开发了一个有远见的分析转型计划，包含明确关联的数据战略。根据计划，在实践案

例的基础上分析数据价值、发展趋势和潜力等，将大量可用数据(20+GB)从多个存储库拼接在一

起，通过50多个分析模型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从而优化产品质量等主要绩效参数，降低整个运

营过程的成本。

新能力建设

工厂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家和高级分析专家之间的密切互动是释放资产全部潜力的关键。因

此，企业需要重点加强内部的能力建设，从内部消化与解决员工对数字技术的适应问题，而不是

求助于大规模的外部招聘。对该公司而言，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培训学院，第一年就接触培养

了20%以上的员工，确保从高级管理人员到生产线经理的各个部门员工的技能开发，同时成立了

一组高绩效人员运营中心，培养高水平员工的数据工程、开发、流程优化和变更管理技能等。

流程和实时动态的管理

敏捷的工作方式和快速适应的心态对于推动企业内部数字化变革至关重要。对此，该公司

成立了多学科团队，包括设计师、技术人员、操作员和流程所有者等，实施具有明确定义的改进 

KP I分析解决方案。图2显示了该公司的多学科团队如何在短短20天内显著降低化学品使用的过

程。

未来几年，预计数字技术领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扩大，因此，正确进行数字化转

型的公司将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对于尚未开始这一旅程的制浆造纸企业来说，要迈出的第一步

便是探索数字化新机会并使企业高层在数字化愿景和目标上达成一致，从而制定战略路线图，

考虑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关键业务指标，从而充分发挥公司优势，并适应公司原有业务的开

展及未来业务的拓展。

图2  某浆纸企业在20天之内迅速降低化学品消耗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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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Smith加速推进欧洲工厂数字化实践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瓦楞纸行业包装巨头D S 

Sm i t h在欧洲拥有多家工厂和生产设施，并在美国设

有两家造纸厂。该公司在34个国家拥有约30,000名员

工，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包装用纸需求大增，使得该

公司一直处于这场“包装革命”的核心。

推进欧洲范围内的数字化升级

最近，DS Smith宣布与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工业技

术公司Trimble合作，旨在利用Trimble的Wedge数据挖

掘平台在其欧洲的造纸厂推进数字化进程。

此前，DS Smith在英国东南部的Kemsley工厂进

行了成功的数字化试验，此后在其位于葡萄牙的Vi a n a

工厂正式实施了We d g e数据挖掘平台。下一步，D S 

Sm ith将在其德国的两家工厂（Witz enhaus en纸厂和

Aschaffenburg纸厂）进行数字化平台的安装推进。

DS Smith的数字化畅想

为了进一步了解D S S m i t h在欧洲的数字化布

局，Paper360°杂志高级编辑Mark Rushton采访了

DS Smith技术总监Guy Lacey，就其欧洲工厂的数

字化发展进行了交谈。

记 者：您 能 告 诉 我 们 为 什么首先 选 择 英 国

⊙ Mark Rushton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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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sley工厂作为Trimble公司Wedge数据挖掘软件

的试验对象吗？

Lacey: Kemsley是DS Smith欧洲14家纸厂网

络中最大的一家纸厂（加上美国的两家纸厂），每年生

产85万吨瓦楞纸箱材料（CCM）和石膏板衬垫。纸厂

内有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其中的工艺数据收集自工

厂内的多个系统和部门，收集时间至少7年，每天收集

近1.2亿个数据点，因此它拥有建立数据可视化、趋势

和分析平台的基础。

记者：为什么DS Smith在多个数字化工具中，选

择了Wedge数据挖掘平台？

L a c e y: 由于我们的业务有大量的数据，我们需

要一个能够深入挖掘这些数据的平台，提高数据洞察

力，使流程控制得到改善，并最终提高产品性能。我们

企业中的一些人在以前的工作中就有使用Wedge的经

验，并且是该平台的有力支持者，这使我们对We d g e

数据挖掘平台充满信心。

记者：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所选平台和技术

的细节吗？

L a c ey: Wedge平台提供了许多优势，最终的目

标是提供一个用户友好的系统，使造纸厂的大多数用

户能够进行基本和更高级别的分析。另外，Trimble公

司的We d g e团队非常专业，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很

快就能进入状态。

记者：您能告诉我们W e d g e数据挖掘平台给

Kemsley工厂的生产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Lacey: 我们从Wedge数据平台上得到了大量分

析数据，并在我们的精益生产计划中广泛使用，以推

动生产性能的一致性，并迅速识别和纠正任何可能产

生的偏差。它的广泛应用使Kem s l e y工厂在脱墨、备

浆、纸机和废水处理等流程的数据汇聚到一个数据平

台，得到了集中统一的优化。

记者：在DS Smith工厂实施该平台时，是否建立

了学习曲线？

L a c e y: 是的，和往常一样；我们实施的次数越

多，我们就越能把它推广出去。随着我们的“超级用

户”网络开始建立，我们甚至可以分享并改进所学到

的知识。在它的帮助下，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大的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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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缩短了将平台投入使用的时间。

记者：平台中是否有预测性维护元素的实施？

L a c e y: 在关注传统工艺和工程功能的同时，我

们正在将Wedge数据平台的使用扩展到工艺分析中，

这将标志着该平台也将正式提供维护干预功能，如泵

的性能或磨浆机磨损的预警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

操作人员能够使用一个工具来实现实时分析。

记者：在自动化方面，该平台提供了哪些便利？

Lacey: 绝大多数的自动化工具都能与其相连，原

来使用的自动化工具中存储了多年的所有工艺数据，将

它们连接到We d g e数字平台上，就能查看所有方面的

数据，而不用考虑数据来源。鉴于平台的灵活性，我们

几乎可以将所有数据源直接连接到Wedge平台。

记者：是什么促使DS Sm i t h选择其德国工厂进

行下一阶段的数字化升级工作？实施需要多长时间，

这些工厂何时会运行该平台？

L a c e y: 我们对数字化平台的扩展，最开始就是

从我们在德国维亚纳（Vian a）的牛卡纸厂开始的，这

是因为一体化工厂的技术复杂程度很高，而且当地团

队希望在一定的基础上建立更高水平的工艺数据操

作。由于在德国已经有了维亚纳工厂的经验，所以继续

进行德国两家纸厂的数字化升级更为便利。

记者：安装Wedge平台涉及的内容多吗？

L a c e y: 我们发现，在我们的I T技术和操作技

术同事的帮助下，以及在Tr imb l e的Wedge团队的帮

助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主要还是由于D S 

Sm i t h长期以来具有对数据的高关注度，在这些工厂

里，我们已经有了广泛的过程历史记录，所以加快了连

接的能力。

记者：各个工厂的平台是否可以从某个地点同时

管理？是否有一个中央生产管理中心？

L a c e y: 通过将We d g e作为我们整个工厂的平

台，我们可以建立从任何地点查看数据和实时流程的

能力。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如最佳做法的分享、标杆

管理以及与我们网络中的专家共同解决问题。

记者：预计其他DS Sm i t h工厂何时会使用该平

台？

La c ey: 我们的重点是首先在2021年完成两个德

国工厂的建设，然后在规划其他工厂之前，我们将审

查平台的成功和采用情况，根据情况再做决定。

记者：最终，该平台给已实施该平台的DS Smith

工厂带来了哪些优势？

La cey: Wedge在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好处，这里

我只举几个例子。首先，它符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议

程，允许对能源消耗进行非常准确和实时的分析和标

杆管理，已经提高了专注于碳减排项目的质量。我们

还看到，由于能够快速识别优等品、中心线和任何偏

差，工艺变异性和运行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改善。当然，

这些例子有助于提高盈利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支持我

们的终端客户的业绩。

数字化工具：让操作者更轻松

We d g e平台植根于芬兰的纸浆和造纸厂，并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了技术升级。目前，多家国际造纸龙头

企业都安装了Wedge数据平台，包括Stor a En s o、

Me t s ä Gr oup、UPM、Prog r oup、We s tRo ck和

Klabin等。

T r i m b l e 公司销售部高级副总裁 M a t t i 

Häk k i n e n表示，Wedg e平台经过30年的发展，重点

是帮助操作人员以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使用过程数据形

成结论。这个平台就是要为操作员、主管、工程师和管

理层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提出有关工艺

的问题，解决潜在的问题，并确定生产领域的重点方

案。We d g e系统的工作方式简单而直观，便于纸厂操

作。此外，通过DS Sm it h的Kems l ey工厂的试验发

现，在现有的资源下，该平台能使工艺数据的利用率

明显提高，并最终支持纸厂建立一个集成和连接的数

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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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对不断变化的员工队伍的影响：

ABB的实践经验
⊙ William Dannelly

近两年，全球化疫情的蔓延推动和加速了数字化

技术的发展，这也为制浆造纸工业带来了巨大的运营模

式的转变。其中关于数字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将来

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方式尤为重要。

全球化疫情是迫使传统行业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

拥抱数字化并消除发展障碍的强大催化剂。它使工厂的

运营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员工队伍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

变化。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利用数字化工具可以帮助行

业跟踪和招募更多的人才，而这些人以前可能并没有将

造纸行业纳入职业选择范围。

借助远程的可视化功能，工程师将能够为企业范

围的运营、资本支出计划、流程和质量优化以及客户服

务等做出决策。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

到2025年，这种数字化技术将可以为制浆造纸业节省

编者按：William Dannelly是ABB的浆纸业务全球产品线经理。他已经

在远程工作了30年，此外，也前往工厂进行工厂调试和工程设计。据他表

示，自疫情发生以来，数字化工具给公司的员工队伍管理和培养带来了不

小的改变，因此，本文主要介绍了ABB数字化工具对员工队伍的影响。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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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美元，从而提高生产率，减少浪费并确保工厂安

全。当然，虽然疫情加速了这一转变，但疫情过后，这一

趋势仍然不会消退。

大趋势影响

新工程师

作为制浆造纸行业的长期技术供应商，ABB实现

了高效的工作实践，并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即帮助该行

业走向自主运营。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以

帮助企业的各个层面进行创新，因此，智能化使用信息

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现在可用的数据量的广度和深度——从实

时数据到深入的历史数据，以及整个工厂数据或全球性

的分散数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这往往吸引了

最优秀的数字人才，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技能，以历史

上不可能的方式改善运营。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影响，未来我们将逐渐感受到

技能识别方式的转变，未来的自动化系统设计甚至可能

将包括新兴的游戏元素。这些元素的纳入将被引入整

个行业的许多不同层面，包括在流程工业系统的设计和

使用。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熟悉感和认可度将使该行业对

年轻的、以数字为母语的游戏一代工程师更具吸引力。  

2019年夏天，ABB在爱尔兰的研发中心开展了一

个为期两个月的项目，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其中的好处。

我们让实习生挑战使用新技术来解决一个老问题：培

训。看到创意和数字技术的融合被用来将我们的培训

手册、CAD文件和增强现实头盔转化为一个有趣的、渐

进的和有指导意义的应用程序，这令人难以置信。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关于如何在面板上进行电气

维护的培训应用，利用增强现实技术进行游戏化，并通

过计时来增加竞争优势。这无疑让我们看到了在培训方

面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并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招聘方

法。那么，这对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意味着什么呢？

机遇

这场新兴革命的一部分是采用数据驱动的管理方

法，使关键的技术和运营管理角色能够在生产现场以

外的地方远程执行。这些工作将越来越多地在关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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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居住的城市或地区进行，而不是要求转移到制浆

造纸厂通常所在的典型农村或郊区环境之中。

因此，新兴的数字型人才不仅在工作上有更多的选

择和灵活性，而且工作也将更加令人兴奋。通过边缘和

云连接技术，他们将在远程对整个操作进行可视化控

制。他们将能够为整个企业的运营和资本支出规划、流

程和质量优化以及客户服务作出贡献，既能做出有意义

的贡献，又能洞察端到端的运营，这将给年轻的员工们

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接触机会和经验。 

对于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到中期的制浆造纸专业人

员来说，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对制浆和造纸过程

的了解，再加上新兴的数字思维，将帮助他们开启职业

发展、升迁和合作的可能性，通过理解复杂的过程和分

析数据的强大组合，帮助推动变革。

通过使用数字化技术，引入新兴的人才，拥有多个工

厂的大公司便可以更好地利用其资源。例如，他们可以通

过数字化工具协调专家，使其即使远在纽约也能对多个工

厂进行远程检查，增强远程支持业务。这都需要利用数字

化工具，帮助我们考虑何时以及如何使用专家支持，以及

调配专家资源等，ABB也开发了此类的有关工具。 

目前，数字化技术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彻底

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例如，此前，ABB成功地为一

家大型纸企提供了90%的端到端电气解决方案的远程

调试，该制造商在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生产了第一卷纸。

我们还与其他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建立生产线，使工厂

现代化，并安装新的驱动系统，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我们

的专家离开他们的国家。

无论你是在工厂工作还是从远程支持，晋升的机

会从未如此之多。如果你有能力维持真正的关系，显示

出软、硬技能的结合，这些机会将得到更大的提升。不

过，数字化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躲在你的远程办公室

里，密切的同事关系仍然是成功和满意度的关键，因

此，ABB目前正在寻找一种中和二者的可靠工具。

障碍

尽管消除了许多障碍，但作为一个行业，我们下一代

仍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障碍。例如，在当今的形势下，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我激励。由于可以灵活地在任何行业

进行远程工作，因此在缺乏导师或上司经常提供指导和鼓

励的情况下，自我激励对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作/生活平衡的自我管理扮

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由于下班不再需要离开办公室，也

不需要与同事告别，工人将需要在工作时间严格自律，

这也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在远程工作时遇到的问题。

未来展望

当今社会的一代人有一种影响社会变革的愿望，他

们希望在与他们有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公司中拥有既

得利益。作为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传统行业，要获得更多

的新型人才，便需要提高行业知名度与认知度，制浆造

纸行业必须向社会证明我们和其他行业一样致力于可

持续性发展。例如，我们需要让社会大众了解，整个造

纸和印刷行业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不到1%，行

业已经广泛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例如生物质能等。我们

需要让更多人才参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强调我们

如何利用自己的原材料发电，以支持自给自足的运作。

造纸行业目前正处于加入数字革命的有利地位，因

为纸浆和纸张生产商在收集数据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采用数字优先的方法将有助于使造纸行业与其他行业

有效地竞争最好的新型人才。

据麦肯锡估计，造纸和林产品行业可以在数字制

造的浪潮中受益匪浅，并且生产商的总成本可以减少多

达15％。造纸行业可通过协作运营新技术（例如ABB的

虚拟度量和绩效服务技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

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我相信，未来在数字化的影响下，造纸行业的员工

队伍将发生更多变化。在ABB，我们已经在审查我们的

招聘方法，以确保我们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应忽视传统工艺知识的价值，

传统工艺知识现在仍然像以前一样重要，数字化技术的

优势仍然也必须是建立在掌握造纸专业知识的基础之

上，否则数字化的好处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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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维护4.0”的概念应运而生，即利用“工业

4.0”时期的诸多数字化新技术、新理念优化工厂的维护环节，提高运行和维护效率。

斯凯孚是全球轴承、密封件和润滑系统的开发、设计和制造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斯

凯孚也正在致力于为数字化工厂的建设贡献力量。本文作者Patrick Kuster主要负责

斯凯孚（SKF）在北欧和中欧地区的预测性维护产品的业务开发，在数据、分析和数

字孪生技术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Eitan Vesely负责斯凯孚技术的市场战略和

战略伙伴关系。他们凭借斯凯孚多年的工作经验，介绍了如何在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为

制浆造纸行业建立工厂的“维护4.0”路线图，并渐进式地实施该路线图。

数字化背景下，

制浆造纸行业如何建立“维护4.0”路线图？
⊙ Patrick Kuster, Eitan Vesely

近几年，行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制浆造纸行业正

处于一个关键拐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重大业绩成果

触手可及。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的作用被夸大

了，它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战略，其实施还要受到工厂

车间操作等众多因素的制约。

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无疑凸显了数字化的风险，

即对被过度炒作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过度投资问题与

投资不足并在数字化进程中落后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凭借为数千家在数字化及工厂智能维

护领域寻求支持的企业提供咨询的经验，斯凯孚（SKF）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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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何构建维护4.0和未来数字化工厂的路线图提供了

实用的指导，同时将投资和运营风险降到最低。

企业高层和工厂基层之间的脱节

让我们从一个简短的故事说起。五年前，普华永道

（PwC），一家位于英国的提供担保、税务和咨询服务

的公司，开展了一个全球范围的研究项目，评估制浆造

纸行业内的工业4.0计划。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的森林、

纸张和包装行业的高管（约占72%）认为到2021年，行

业将普遍达到先进的数字化水平。此外，预测在五年期

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提高，企业每年将增加3.1%的收

入，减少4.2%的成本。但五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些预

测结果却并没有实现。

这便反映了企业高层的愿景和工厂基层车间现实

之间的潜在脱节。斯凯孚会对工厂的可靠性和维护进行

彻底的审计，从而理性决断。

如图1所示，通过对419家制浆造纸企业的客户需

求分析得出的数据显示，只有35%的工厂在数字化领域

的可靠性方面达到了最佳实践水平，其他的均未达到，

甚至还有18%的工厂的年度维护成本占设施更换成本

的比例超过了9%。总之，在工业4.0时代，造纸领域的

企业投资者均或多或少在数字化领域进行了投资，但投

资回报仍不明显。

后疫情时代的运营风险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对造纸行业的一次压力测

试，疫情到来之际，行业被迫调整产品线和产出水平，

应对与大流行病相关的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同时，由于

疫情的全球化蔓延，行业供应链也出现了中断。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企业工厂需要采取远

程维护的做法，以便保护员工健康，使供应链不受大流

行病的干扰。

疫情发生之后，如何降低风险至关重要，成为了行

业与企业普遍关心的话题，这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维护

领域的规划和投资。我们对维护4.0路线图规划的建议

是基于一种渐进的方法，从当前状态、短期、中期再到

长期的过渡（表1），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和谨慎

支出，从资产监管、风险预警、工作计划、工具等各个方

面，都需要从短期到长期进行渐进式的推进，而不是一 图1  制浆造纸企业数字化可靠性实践水平

蹴而就。

路线图是定义业务未来状态的过程，然后根据路

线图确定实施所需的重点流程。维护4.0是建立在工业

4.0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之上的，因此，制浆造纸

企业构建维护4.0路线图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

市场上相互矛盾的信息，以及行业对于如何实现数字化

转型仍没有明确的方向。

作为世界级的制造商和领先的轴承供应商，斯凯

孚认为构建维护4.0路线图必须依赖专业的知识。随着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A I）等领域的快速创新，需要做

到将维护计划与供应商的解决方案保持一致，这是提

高工厂维护水平的关键。

在制定路线图时，我们应该忽略外部干扰，了解什

么是现实中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在确定路线图要素的

优先级之前，建议在对组织优势、维护实践和技术成熟

度进行内部评估的基础上，采取由内而外的策略。

那么，随着维护4.0路线的部署，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现有企业的员工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维护4.0时代

新工具和新技术的使用呢？整个行业面临的一个主要

挑战是，当未来的工厂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时，如何建

立维护4.0路线图。投资者需要重视这种情况，避免过

度投资于无法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或解决方案，而忽视

了人力资源等软实力。

基于这种内部评估，需要扩大维护4.0所需的外部

组织支持。在人工智能即将大范围应用的情况下，如果

企业缺乏技术人员来解释高级分析结果，那么技术供应

商能否通过专业服务为其提供分析支持或人员支持呢？

另一种选择是，能否通过专业培训，使企业原有员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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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业余人士快速成为专业的“数据分析科学家”？

推倒重来还是持续改进？

推倒重来(r ip-and-rep l ac e)概念最初来自于IT

领域，指的是用一个现代的、功能齐全的、灵活的、对不

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有作用的系统来取代一个老的、复杂

的、不可靠的系统。

在规划路线图的具体内容时，我们建议将“持续改

进”的概念纳入其中，而不是完全的“推倒重来”。例如

在IT领域，当企业为信息工作者购置软件时，首选的模

式是“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如微软

的Office 365。通过这种方式，软件供应商承诺在功能

增强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不会干扰最终用户或强迫进

行耗时的升级。

同样，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造纸行业的维护4.0路线

图，供应商通过服务模式提供服务，并承诺不断改进其

产品，并有能力根据工厂的要求进行调整和扩展，而不

需要完全“从头再来”。

从哪里开始？关键资产的性能

一旦路线图的终点被认为是未来的最佳状态，那

么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可以改善的机会，因此，我们需

目前状态

表1  斯凯孚维护4.0路线图渐进式建设规划

路线图元素

资产监管

预警和通

知

工作次序

安排

工具和备

件安排

工单执行

监管和文

献数据搜

集

振动、温度、油耗、排

放等数据监测

AI PdM平台辅助的

关键资产维护

AI PdM平台辅助

人工

人工

AR/VR技术支持的

ODR

短期路线图

振动、温度、油耗、排放

等数据监测

AI PdM平台辅助的全

部资产维护

用于未开发领域或关键

资产

集合了CoMo和AI PdM

数据平台的全方位监管

完全自动化

实现重点备件的3D打

印

AR/VR技术支持的

ODR

远程或危险区域的机器

人执行

中期路线图

集合了CoMo和AI PdM

数据平台的全方位监管

集合了CoMo和AI PdM

数据平台的全方位监管

工作的全流程整合

工作的全流程整合

待定

AR/VR技术支持的

ODR

更大范围的机器人执行

长期路线图

状态监管

预测性维护

数字双胞胎

邮件预警

CMMS设备维护

管理系统

3D打印

AR（增强现实）/

VR（虚拟现实）

无人机/机器人

振动、温度、油耗、排

放等数据监测

关键资产的远程数据

监控

依靠状态监管数据

人工

人工

部分流程AR/VR

人工

要资产关键度（asset crit ical ity）参数来提高关键资

产的性能。

资产关键度（asset criticality）是确定维护4.0投资

领域优先次序的起点，是指资产对业务重要性的排序。我

们通常使用资产关键度数据来计算预期后果，例如资产无

法发挥其预期功能的后果和发生故障的可能性等。

因此，制定最初的维护4.0计划应该首先考虑改善

具有最高级别重要性的资产性能，这样既有机会展示切

实的成果，也会为其他资产性能水平的发挥产生积极的

推动力。

当我们为2022年及以后做维护4.0计划时，在后疫

情时代不可能恢复到旧模式。在过去，企业希望通过尽

量减少备件库存提高运营效率，而在数字化时代发展

的今天，工厂更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因备件或其他的资源

短缺而导致的非计划停机。此外，工厂加快了数据的远

程分析和监测的脚步，也正面临着劳动力退休和工厂一

级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这些都是建设维护4.0路线图

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疫情期间，制浆造纸行业展现了强大的复原力。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维护4.0计划的进行，转向以绩效为

导向的渐进式方法可以弥补企业战略和工厂层面现实

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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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提高欧洲林纸行业生产力的下一波推动力
⊙ Joseph Allott, Adriano Canela, Glen O’Kelly, Samuel Pendergraph

编者按：为了实现环保和生产目标，林业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和采伐方式，

规范工作流程。而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林纸行业正在通过数据使用和分析转变运

营模式。欧洲，尤其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林业资源丰富，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

瑞典、挪威、芬兰的林业都开始重视使用数字化工具，通过提高数据分析能力有效地

管理森林。但综观全球林业的发展，相比其他行业，林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针对这

一情况，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几位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提高林业生产力的重要性、方

式和优化模式，为与林业高度相关的浆纸行业提供参考。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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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既需要为木材生产建立林地，也需要为社会和环境目的管理

林地。林业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木制房屋、纸张，还是可再生纸类包装。在

环境领域，森林通过储存二氧化碳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木材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可替代能

源中的化石燃料，并替代建筑和包装中的碳密集型材料。而如今，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正在帮助林

纸行业提高可持续性和生产效率。

提高生产力势在必行

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升级，林业运营生产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提高。位于北欧的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是引领林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图1）。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见证了从传统的

马拉运输到机动卡车运输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间，生产率（以

每名工人为基础）翻了一番。随后，随着链锯和机动伐木机的扩大使用，森林管理受益于第二阶

段的效率提升，使生产力在20年内翻了一番。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后期，机械化逐渐普及，机械化水平趋于平稳阶段，劳动生产率停滞不

前，持续了数年。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之间，进入第二个机械化阶段，机械化水平

克服瓶颈，有了进一步提升，生产率也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后的阶段，由于电子通信的进步和计

算能力的激增，自动化技术开始引入了林业，给行业带来巨大影响。例如，瑞典（一直处于林业管

理前沿的国家）的人均生产率在25年内提高了300%。

多年来，为了提高林业生产力，行业将重点放在提高机械的效率和有效性上，因为只有提高

机械效率，才能处理更多木材，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出于安全原因，通过机械代替部分人工。然

而，在工业4.0时代和数据分析时代，通过使用大数据和整合运营对于更有效地管理森林资源至

关重要。

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会

今天，提高林业作业的生产力具有巨大的潜力。从全球范围看，林业采伐（包括伐木和原木

制作）的总体设备效率(OEE)通常为30%到45%，因地区和系统配置而异，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

通常具有更高的水平（图2）。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证明，通过数字化新技术对行业进行改进还有

很大的潜力。

图1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瑞典为例）提高林业生产力
的几个阶段 图2  全球林业总体设备效率低于大多数相关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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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瑞典林业OEE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然而即使是表现最好的林业企业的

OEE水平也远低于大多数其他制造行业，例如与林业高度相关的制浆造纸行业、石油和天然气以

及钢铁行业。也就是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林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目前主要归功于高水平的

机械化，基于早期采用的最先进的收割技术，以及广泛使用机械收集的数据，仍然具有很大的上

升潜力。

提高林业生产力的好处不言而喻。首先是财务方面：目前，许多林业公司在采伐和运输方面

的支出超过1亿美元，OEE每提高5个百分点（使用相同的设备、劳动力和其他投入），便可以将成

本降低10%到20%。通过降低整个木材供应链的成本，该行业可以确保纤维包装、木制建筑和生

物质能源等多种可再生木质产品的竞争力。

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提高林业生产力

实践证明，林业产业有机会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提高运营水平和生产力（可将OEE提高2%到

4%）。例如，将木材收获和物流规划的高级分析与预测性维护相结合，可以增加平均故障间隔时

间并减少平均修复时间（图3）。其他潜在的探索领域还有改进林业机械的操作方式等。例如，操

作员如果不能高效地运行设备，那么可能导致OEE降低5%到10%，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提高数据

分析能力来进行优化。

我们应该注意到，林业经营的优化需要明确部门职责，不同群体之间需要进行有效沟通。由

于组织或者沟通不善，OEE可能会降低40%。其中，工人的合同长度谈判不佳、在特定任务上使

用错误的设备以及因现场停工管理不善而导致的运营延迟等都属于组织不善。

整个林业价值链中也存在组织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在原木运输（卡车）中，车队组织不善，

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为大于所需的车队支付更高的成本。此外，轮班时间安排不合理和午休时

间缺乏控制通常会导致装卸点出现两次排队高峰，从而使流程延迟、车队规模增加。通过数据分

析，结合工厂木场布局和库存控制的优化，可以减少或消除排队时间，提高第三方卡车的生产力

（并因此减少支付的关税）。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除了以提高OEE为重点之外，其他流程指标也存在改进

潜力。例如，在大约700辆卡车的车队中，我们观察到不同卡车型号之间的卸载重量差异约为2 

公吨。由于大多数国家/地区都限制了有效载荷和卡车重

量的总和，因此增加的卡车重量自然会降低可实现的最大

有效载荷。通过数据优化承包商选择和联合采购实践，可

以优化卡车规格，进而优化有效载荷。

林业的生产力发展之旅

无论起点如何，任何林业公司都可以提高生产力。在

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发现即使是最先进的林业公司，在缩

小与可比行业的生产力差距方面仍有不少工作要做。

机械化只是第一步。对于林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地区）而言，最

终需要建设一种精益的、具有数据支持和机械化的收割

系统。图3  将木材收获与数据分析相结合可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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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未收集生产力数据的机械化公司，我们的建议是尽快开始系统地收集结构化数据。

较新的设备可能具有现成的系统，而其他设备可以通过远程信息处理和操作员输入系统进行改

装升级。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非常简单的数据测量分析行为便可以将生产力提高几个百分点。

对于拥有先进数据系统和机械化设备的公司而言，下一个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契机也将来自

于采集数据，从而深入了解如何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甚至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同时创建更可持

续的森林管理系统。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成本驱动因素以及吞吐量和产量损失的来源，例如劳动

力和车队规模、每平方米的燃料消耗、砍伐和原木制作造成的质量损失以及有效载荷和速度损

失等。

提高生产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行动开始：第一，将数据标准化为清晰的时间使用模型；第二，

向可以控制它的特定利益相关者（例如操作员、主管、经理、计划人员和业务领导者）显示给定参

数的适当信息；第三，在员工和合同工中引入持续改进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能力建设、关键绩效

指标（及其监控）、管理控制系统和操作员改进激励措施来进行支持（图4）。

总结

提高林业作业生产力可确保行业的可持续性和效率，具有重要的价值。即使是林业作业最

先进的地区，要达到其他相关行业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对于综合性林业企业而言，通

过数字化手段不断优化运营水平，将降低成本并提高下游领域（如锯木厂、制浆和生物质能）的

竞争力。非综合性林业公司可以通过优化原材料的可持续性和成本，将自己确立为下游客户的首

选供应商。

专 题 Special

图4  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林业生产力流程图（以优化林业运输成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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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浆造纸装备自立自强赋能

征途漫漫，惟创新者进
——山东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系列报道

为全面总结“十三五”期间山东省造纸装备行业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

优秀企业在这一时期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取得的新成果，为“十四五”持续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中华纸业杂志社、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联合组织开展主题为

《辉煌“十三五”，展望新未来——山东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专题报道。

联合策划组织：中华纸业杂志社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

辉煌十三五 特 写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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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走进了以上16家企业的工厂车间，与推动自主创新的16位企业家深入对话。其中，

山东信和、晨钟机械、山东中晟、欧佩德昌华、汶瑞机械、凯信重机、淄博泰鼎、滨州东瑞、海天

机械、天瑞重工、天盟新材料、杰锋机械、奥凯机电和大星辊轴14家的自主创新故事已经分别在

《中华纸业》第9期、第11期、第13期及第15期杂志上展示，本期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华利环保及

长江机械的创新故事和企业家风采，而到此，我们对于山东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的系列报道也

告一段落，这16家企业是山东造纸装备的缩影，也是中国造纸装备的缩影。未来，中国造纸装备

企业将持续深入创新，推动中国造纸行业的壮大发展，而《中华纸业》也将一路见证和同行。

助推行业自主创新是《中华纸业》的一贯主张和行动。《中华纸业》作为中国造纸协

会会刊，一直关注我国制浆造纸装备业的自主创新问题。在2006年，就连载刊发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克复的重磅文章《我国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的若干问题》，

此后又连续多次开辟系列专题，对我国制浆造纸装备“十一五”、“十二五”的自主创新成

果进行聚焦报道和大力宣传，更自2007年起，组织国内先进装备企业组团走出国门参加国

际性展会和会议，推动造纸装备业在国际竞争中磨励成长、奋起前行。

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惟创新者方能行稳致远。此次

“十三五”的系列专题，我们选择山东造纸装备业作为全行业的典型案例，在继承前几次

专题报道成功经验中进一步进行形式创新，不仅依然要集中展示自主创新的新成果，更将

深入走进产生创新成果的工厂车间，对话推动自主创新的企业家们的梦想与实干，深度挖

掘和总结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实践经验和内生动力。

征途漫漫，任重道远，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让我们向创新者致敬，为创新者喝

彩！

                                                  （本刊采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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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写INTERVIEW

技术智造铸精品 

华利环保以创新驱动赋能高质量发展
——专访山东华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 本刊记者  赵琬青  李嘉伟  刘德新  张洪成 

写企业发展新篇章？

随着我国“禁废令”正式实

施，加上近期疫情原因使国内废纸

可利用量减少，给国内造纸行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原料压力和挑战。

据统计，2021年全国再生纤维原料

缺口约3000万吨，虽然国家在努力

提高国内废纸回收率及开发替代原

料上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再生原料

缺口仍然较大。

同样，城镇污水处理能力的

快速提高，污泥产量也同步大幅

增加。而污泥无害化处理及污泥

处置水平却难以适应形势需要。

“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

2000亿元用于污水厂的污泥处理。

截至2020年，污泥处理处置市场规

模约达1892亿元。污泥处理市场的

释放，成为环保产业万亿盛宴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企业的快速崛

起带来发展的春风。

近日，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

秘书长刘德新及中华纸业杂志社

张洪成总编等一行来到了位于孔

孟之乡、礼仪之邦济宁的山东华利

在国内再生纤维浆深度脱水

烘干技术及污泥处理领域有这么一

家企业，是“吃螃蟹”的先行者，是

创新技术的深耕者，是“术业专攻”

的——山东华利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十三五”期间，在政策与市场

的机遇挑战双重考验中，这家深耕

再生纤维浆深度脱水烘干技术及污

泥处理领域的环保企业，如何见招

拆招，战略布局，逆势创造佳绩，谱

辉煌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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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利环保”）。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

“十三五”期间，响应国家环保政

策，高瞻远瞩，以新产品、新工艺的

研发为重点，立志环保，坚持初心，

深耕细作，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合

作的同时，积极打造以科技研发、

技术服务、加工制造及服务为一体

的合作联盟，以客户的需求为最终

目标。

专业、专一、专注——立志环

保，初心不变

第一次见到这家公司的总经

理王伟先生，健谈、和气与思维敏

锐是对他的印象。在近两个小时的

访谈中，这位企业掌舵者分享了他

对行业的认知，向我们介绍了公司

的发展过往，“自成立以来，我们

一直服务于环保行业，一直深耕于

环保行业，一直致力于环境服务行

业的创新和发展。公司现在拥有机

械加工、铆焊、压装、喷涂等生产

设备100余台套，年生产能力万余

吨。公司可以向国内外客户提供60

多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制浆造纸设

备、污泥干化设备。可满足制浆造

纸行业废纸商品浆压榨成型、废箱

纸板（OCC）制浆线、废纸脱墨制

浆线、废渣处理系统，并可针对造

纸行业的新建和技改工程，提供工

程设计和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为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备品件服务，并可

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造纸制浆工

段生产线设备和备件配套供货等一

站式解决方案。”

因为专一才能专注，因为专

注才能专业，因为专业才能体现出

价值。像疫情，为什么都愿意听钟

南山先生的建议，这“听话”归根

于对钟老专业的信任之上。那为什

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华利

环保？“我们一直秉承‘以产品质

量求生存，以技术进步求发展，以

产品品种争优势，以优质服务争信

誉’的经营对客户，我们不仅专注

于造纸制浆设备成套工程，更关注

客户急需。为客户量身定制，免费技

术工艺设计，辅助客户开机试车，

帮助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试完

成，手把手地为客户员工进行技术

培训。让客户买设备买得称心，用

设备用得放心，确保客户无后顾之

忧。”王伟补充道，“客户对华利环

保的信任，就是建立在对我们专业

服务能力的认可之上。”

融合、融通、融智——秉承科

技匠心，筑造精工精品

随着国家产品技术要求的升

级，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在华利环保会议室的展示架

上，摆满了专利、荣誉等证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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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制浆技术为基础，不断地试验

总结、技术创新研发，逐步形成特

色产品，公司发展也逐步成型，得

到众多客户的认可，逐渐受到同行

的瞩目，如太阳纸业、广州造纸、森

叶（清新）纸业等都给予我们较高

评价并纳入其常年合作供应商系

统。”王伟骄傲地介绍到，凭借优

良的品质和较高的知名度以及专业

及时的售后服务，在造纸行业的众

多纸厂中有广泛应用：“这两年，公

司海内外订单不断，车间生产非常

忙，目前公司订单已排到后年。另

外，我们在成功研发出再生纤维浆

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利环保坚守

科技匠心、筑造精工精品的璀璨荣

光。科技匠心精神，代表着企业面

对产品时精益求精、迎难而上的创

新精神。具有匠心精神的企业，可

谓是行业中的完美主义者，产品的

品质永远是他们的追求。正如华利

环保王伟所言：“我们始终坚持专

注研发核心技术，为了给客户提供

优秀的产品，把严谨、专注、耐心融

入到打造产品的每个细节中。如今

掌握了一大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及取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尤其是

近几年来，迎合国家环保政策，在

再生纤维等物料干燥原理及机理

上进行剖析、研发；针对不同的物

料特性，选用不同的内部结构件，

理论设计及实践验证。通过自主研

发，这两年完善了整条线的设备整

改，目前拥有‘纸浆深度脱水压榨

机’、‘回转式滚筒纸浆干燥机’、

‘尾渣挤压机’、‘污泥粉碎机’等

11项国家新型专利，再生纤维浆深

度脱水烘干成型工艺发明专利预计

今年年底前获得授权。同时，华利

环保走产学研用的发展之路，与国

内多家科研院所合作，打造以科技

研发、技术服务、加工制造及服务

为一体的合作联盟。可以说，高素

质、专业化的研发团队、项目管理团

队和项目施工团队相互配合，共同

形成了公司人才优势，更为华利环

保在环境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上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华利环保算是新企业、老团

队，主要产品从无到有，从全到精，

不断提高与创新。现在我们90%以

上的员工都是原华一轻机的老员

工，华利环保主要是以原华一轻机

特 写INTERVIEW辉煌十三五

43
Oct., 2021  Vol.42, No.19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深度脱水烘干新技术的同时，结合

国家环保政策，还自主创新研发出

污泥尾渣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完全

实现了以废制废的循环经济,正如

我们公司广告语‘华利环保，变废为

宝！’的体现；且这几年污泥尾渣

处理技术推广效果也很好，目前已

有多套污泥处理生产线在国内外正

常运行，近期又与青山纸业等单位

达成白泥烘干处理整体工程设备采

购意向。”通过王伟的侃侃而谈，能

感受到华利环保秉承“科技改善环

境，创新成就未来”的发展理念。

坚守“创新”硬核，融入发展

“血脉”

目前，华利环保已构建起再生

纤维浆深度脱水烘干成型成套设

备、造纸制浆成套设备及污泥尾渣

的资源化处置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运

营模式，并拥有了明显优势。然而，

从精益求精到走向全球，路上充满

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既是磨砺，也

是迎接美好未来的“深蹲起跳”。

华利环保始终坚持“高效、创新、

合作、环保、品质”的理念，不断推

出自己的技术研发的科技成果，比

如：再生纤维商品浆深度脱水烘干

成型技术，凭借其强大技术优势，

在国内同行中脱颖而出，占据较大

市场份额。王伟还向我们介绍了相

关技术的主要优势：再生纤维商品

浆深度脱水成型技术为国内首创，

主要针对我国全面禁废带来的原

料紧张难题，替代了传统废纸原料

处理工艺，大幅度降低投资及运行

成本。废纸经低浓连续碎解系统处

理并进行高浓度除渣后进入初级筛

选工段，筛选后的浆料进行初级脱

水，纸浆浓度约为2%，经斜螺旋脱

水，浓度提高至12%～15%，再经新

型压榨机挤压至浓度48%～52%，

最后经过滚筒烘干机烘干后根据

客户需求浆料浓度提高到75%～

85%，然后包装运输。与现有工艺

技术相比，设备投资可节省40%，

土建投资节省45%，运行费用节省

50%，运输费用节省35%，且还具

有设备制作周期短、项目投产速度

快、操作简单、设备运行平稳、传动

故障点少等优点。该成果自投放市

场以来，技术优势较明显，市场前

景广阔，受到用户一致好评。

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

存，除了必须加强自身的科技创

新，更要塑造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

化，文化是企业的免疫力也是发展

的竞争力。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

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

化观念和历史传统。自成立初始，

华利环保就修炼内功，专注提升自

身的“发展竞争力”，推动文化升

级。“我们刚参观的新厂区面积为

16,000平方米，大部分员工为原华

一轻机的骨干人员，具有丰富的造

纸制浆设备技术、管理、生产加工

经验，对华利环保如此快的起步

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老员

工来说，也为其提供了二次就业机

会。”王伟介绍道。

团结一心，其利断金。华利环

保目前有高级工程师3名，工程师5

名，技师及高级焊工6名，大专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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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历员工占比达79%。优秀的团

队，在产品、系统技术支持和后续

技术储备等方面为公司提供了较强

的技术支撑。在2020年疫情最紧张

的那段时间里，特殊时期华利环保

没有裁员，也没有降薪，不会因为

特殊时期让任何一个华利环保人离

开。人在一起不叫团队，心在一起

才叫团队。全体人员众志成城克服

诸多挑战与困难，当年产值不减反

增完成了“逆势发展”，实现了业绩

增长与文化培育的“双丰收”。

华利环保已经从之初的“吃螃

蟹者”蜕变成为国内废纸制浆及污

泥处理领域的中坚力量，市场占有

率及行业内知名度逐步提高。产品

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更远销印度

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

市场份额、产能情况也走在行业前

列。

“十四五”期待奏响“华利”

乐章

对于华利环保的发展，王伟

总结道：“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

持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在业内的高度认可，得益于持续的

研发投入，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设备

产品。一直以来，致力于废纸制浆

及废物资源化处置利用的开发、设

计、安装、调试等服务。我们自身定

位也是中高端产品为主，本着以做

细做精、做大做强的发展原则，不

断吸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取其

精华，来帮助产品升级改造，树立

品牌形象，提供全面优质服务。”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步

之年，谈到“十四五”发展愿景，王

伟表示，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从创

立公司最初，定位就是一个走向世

界的中国企业，一切从市场出发，

一切为客户服务。下一步的发展，面

对碳减排、碳中和宏观背景和细分

领域有望迎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

遇，公司始终践行“创新引领发展”

的理念，在已涉及的领域内坚守匠

心，打造精品装备，为推动中国环

保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坚持以创新驱动筑牢实力之

基，是每一个华利人所坚持的梦想

与荣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华利环保紧抓机遇，迎接挑

战，在废纸制浆及污泥处理处置领

域开辟更大更广的市场舞台，并推

动中国与世界环保领域的进步，终

将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

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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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纸工业凭借产能的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产销量第一的造纸大国。与

之相比，我国造纸装备制造行业起步较慢，受工艺、技术、原材料等因素影响，发展速度远不及

造纸业，特别是后加工的切纸机设备起步更晚，直到21世纪初期，国内都还没有一家成型的切纸

机企业。

就是在这样的差距下，自2004年创业以来，长江机械凭借自身的科研团队和稀少的资源条

件，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台CH M1400高速精密卷筒纸分切机。从此，长江机械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

心的创新体系，驱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生产创造出了同步双滚筒卷筒纸切纸机、A4复印纸

分切柔性生产线等一系列产品，为国内市场输送大量优质切纸机，并且出口亚欧非等众多国家。

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凭借技术创新，长江机械已经发展成为行业翘楚，是同行业专利技术最

多的中国企业，卷筒纸分切机行业的产能龙头企业，被誉为推动切纸机技术更新换代的标杆。今

天的“CHM”已经成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而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面旗帜。

近日，中华纸业杂志社与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联合对山东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志坚

进行了专访，一探长江机械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切纸机市场中勇立潮头。

创新发展无止境 “长江”后浪立潮头
——专访山东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志坚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赵琬青  刘德新  张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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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十三五”时期，中国造纸

行业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您认为在

过去的五年里，中国造纸行业哪些方

面的发展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段志坚：中国是一个传统造纸

大国，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

展，中国的造纸业也逐步经历着从

早期的产能分散、工艺粗放式的生

产逐步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通

过引进技术装备和国内自主创新相

结合，很多企业都已完成从传统造

纸业到现代造纸业的蜕变。目前，

中国已成为全球纸品产销大国，造

纸总产量和销售量已经跃居世界首

位。

“十三五”期间，我国造纸业

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主要体现以下

特点：首先，政策环境已建立完善；

其次，网络消费快速增加，行业运行

质量显著提高；第三，行业结构有所

改善，产品结构已经过多次优化；第

四，行业已完成转变，产业集中度提

高；第五，污染防治落实执行后，资

源消耗明显降低。在过去的五年里，

中国造纸业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的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等

方面都加大工作力度，保证造纸行

业全面向高效率、高质量、高效益、

低消耗、低排放的现代化工业方向

持续发展。

记者：“贵企业作为山东制浆造

纸装备制造业中的引领者，请详细谈

一下贵公司在“十三五”时期通过科技

创新，有哪些新产品推向市场？

段志坚：一个公司想要可持续

发展下去，离不开研发和设计。在经

济发展快速的大潮下，公司研发生

产了高精密双螺旋横向分切机（双

刀）类型产品，可分为多个型号。它

最主要的特点是切口干净、整齐，分

切精密度高，并且可以直接上印刷

机。切纸形式是采用双回旋横切刀

以“上下刀对偶螺旋线分切”的形式

剪切。上刀和下刀同时工作，来回对

偶螺旋线分切。该刀头是由长江机

械工程师历时十多年潜心研发、数

次改进，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山东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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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赢得市场的肯定和客户的认可。

面对当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我

们敏锐地意识到节能降耗、节约成

本的发展趋势，为减少污染、降低

成本、减少生产或运输过程中的浪

费、繁琐，公司研发中心再接再厉，

近两年又陆续成功研发出CHM-A4

系列新产品。该产品采用螺旋线刀

槽搭配无间隙齿轮，是一种双回旋

同步剪切的切断新工艺，是集令纸

分切、包装、令纸包装箱为一体的一

整套自动化包装生产线设备，可以实

现从卷筒纸分切成A4纸—令纸输

送—令纸计数收集—自动装箱—自

动输送—自动上盖—自动打带—到

打包成箱的连续生产。目前已投放

市场，并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新对企业发

展的作用？长江机械的技术创新有哪

些特点？

段志坚：创新是一种具有创造

性、探索性的技术活动，企业的生存

也需要不断的创新。长江机械对产

品的研发和改进从未停止脚步，大

致可从三方面了解。

首先是创新性。产品性能从高

精密单刀滚筒刀，到双回旋横切刀，

再到螺旋线刀槽搭配无间隙齿轮；

切纸形式从“上刀回切，下刀固定”，

到“上下刀对偶螺旋线分切”，再到

集令纸分切、包装、令纸包装箱，

为自动化一体的复印纸加工生产设

备。其中，轻触式电脑界面操控操作

简便，产品技术、性能堪与国外同类

产品媲美。

其次是独特性。分切机主要体

现在一个字“切”上面，长江机械生

产的卷筒纸分切机切刀突破传统砍

刀形式，采用螺旋刀剪切方式和高

速钢刀片，锋利耐用，剪切用力小。

然后用喷淋润滑的方式，散热快，齿

轮使用寿命长。电器类是采用新型

高集成高稳定性元器件，独创电子

刀位指示线，保证切纸机可靠运行。

其中双刀切纸机采用同步双滚筒、

低惯量、同步飞剪等关键技术，确保

精准裁切，这是我们长江机械独立

拥有专利知识产权的。

第三是专业性。长江机械具备

独立的研发中心，是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自主研发的卷筒纸分切机系列

产品，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在

技术领域方面具有产品独创性。公

司产品拥有29项实用新型专利，在

硬件和软件方面具有专有技术和竞

争优势，在计算机控制技术、伺服

驱动技术、电子测量及传感器技术

相结合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硬件方

面，具有同行业厂家所不能比拟的

优势。公司先后被评为“山东明星

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等称

号。

记者：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公司

在客户服务和品牌推广上有哪些举

措？

段志坚：任何产品都需要高品

质、高质量的服务。我们长江机械在

行业内首先提出了“全生命周期”的

服务宗旨，从售前、售中到售后，从

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每一个环

节、每一项性能，我们都要求从客户

的角度出发。

为了消除客户对售后的担心和

忧虑，更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公司

组织培训了一支专业的售后服务团

队。这支售后服务团队是长江机械

给顾客的一把钥匙，也是长江机械

给顾客的一颗定心丸。无论我们的

创新是长江机械的“成长基因”，公司具备

独立的研发中心，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先后被评为“山东明星企业”，山东“专精

特新”企业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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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哪里，对于购买长江机械机

器的用户，我们都会主动先做好机

器的安装和调试，为客户打开分切

机操作的大门。同时，将会在客户现

场免费对客户方的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直到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为止。

我们的400售后服务热线，也是要求

我们的售后人员主动作出答复，并

在60分钟内制定服务方案。最短在

24小时内会安排专业工程师抵达现

场，解决售后服务的任何问题。长

江机械的目标是做一家真正优秀的

卷筒纸分切机专业制造商，为客户

提供最可靠、及时、满意的产品与服

务。

品牌是企业整体产品的一个组

成部分，面对造纸业广阔的市场需

求，卷筒纸分切机是造纸、印刷、包

装等行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裁切设

备。长江品牌在不断稳固发展的同

时，也将长江机械CHM打造成全行

业最专注的生产技术力量和技术售

后团队。

记者：站在“十四五”的门槛上，

我们总结过去五年成绩的同时，更应

该认清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您认为

贵公司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在下一个阶

段实现突破？公司产品与国际先进水

平的差距在哪里及如何实现突破？

段志坚：造纸行业是重要的流

程工业，上游承载农业、林业，下游

衔接包装、印刷及相关消费等行业，

造纸业的景气程度直接影响整个产

业链的供需关系及发展。在当前经

济预期平稳的格局下，纸价的波动

幅度在逐步收窄，但市场需求品种

却在不断扩大，文化纸、生活用纸、

白卡纸、箱板瓦楞纸、特种纸等，都

走上了造纸业的大舞台。这也意味

着造纸业对于纸张分切的品种、质

量等也有了不同且更高的要求，例

如，纸张的分切精度、分切速度、切

口质量、操作方便性等都有了更严

格的标准。

目前，国 外 的 分 切 机 主 要

以西班牙的PA S A BA N、德国的

BIELOMATIC为代表，他们依托先

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强大的工业

基础，垄断着世界高端分切机的市

场。国内分切机发展起步较晚，分切

技术需解决横切装置的制造和工作

模式问题，从设计上要解决不同纸

张分切质量不一的问题，同时操作自

动化程度也需要提高。未来，我们将

继续秉承“科技创新、追求卓越”的

经营理念，不断改善，持续研发、坚

持创新。公司下一步目标要将卷筒

纸分切机与5G大数据和云平台相融

合，实现远程下单和实时监控，使分

切机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记者：我国制浆造纸装备制造

业经历了“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

出去”结合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制浆

造纸装备制造业的“走出去”正在往

纵深发展，请您结合贵企业过去五年

的“走出去”战略，谈谈收获和在这个

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段志坚：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

济的脊梁，它的各项经济指标占全国

工业比重很大，是高技术的载体及

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通道。目前，

我国装备制造业部分细分行业与国

际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国

民经济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一些大

型、高精密生产设备无法自主生产，

导致高精密尖端设备技术受制于国

外，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仍然依赖进

口。

作为专业的卷筒纸分切机制造

商，长江机械不仅全面开拓了国内市

场，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埃及等几十个海外市场。对于未来，

长江机械有信心巩固国内分切机

的领军地位。以企业的技术研发和

市场优势，引领国内分切机的创新

与进步。同时，紧跟国家的“一带一

A4复印纸双回旋刀切纸机令纸生产线

特 写INTERVIEW辉煌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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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公司在境

外建立了一家切纸机关键零部件的

生产企业，致力于与客户建立“全生

命周期”合作伙伴关系。

培育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关

系国家综合能力、技术水平和工业

基础的一项长期重点任务。长江机

械虽目前与国际高端卷筒纸分切机

生产商存在差距，但我们正在努力

缩小、减短距离。目前，公司已基本

掌握卷筒纸分切机制造的核心关键

技术，产业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中，

我们力争通过十年的努力，形成完

整的卷筒纸分切机制造产业体系。

记者：不管“十三五”期间，我们

的成绩多么耀眼，那终将成为历史，而

已经到来的“十四五”，我们总是充满

期待，请问您认为“十四五”阶段的中

国造纸行业将遇到哪些方面的挑战，

实现哪些方面的突破？

段志坚：近年来，中国造纸工业

形成了三大造纸产业集群——珠江

三角集群、长江三角集群和环渤海

集群。造纸产业高速发展，产能急

剧膨胀，已成为广东、浙江、江苏、

山东等省的重要工业门类。这同时

预示，资源危机也正在向造纸业迫

近。造纸工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暴露

出来，产能增长迅猛，而原料资源

有限，从而形成资源紧缺的不利局

面。

造纸业的持续发展，最主要的

制约因素是水资源和原料短缺。要

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原料、水、

煤、油供应紧张的现象，上游原材料

采购环境的制约导纸了自然而然地

优胜劣汰机制。为解决整体上游原

材料问题，政府鼓励大型企业搞生

态纸业，以回收的废纸为主要原料，

这让国内对进口再生纤维的需求量

也在大幅上升。中国造纸产业发展

的远景目标，可以用原国家环保总

局专家的话来概括：“造纸行业不是

一个污染行业，而是一个有利于生

态环境的行业。”

记者：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强调，

电脑高精密卷筒纸分切机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企业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质量发展必然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加

强的主题。请您结合企业“十四五”的

发展规划，谈一下贵企业将在市场、产

品、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段志坚：新时代对企业发展的

要求越来越高，高质量发展的内含

是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

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生产、高

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

环。在科技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持

续增强、高水平创新型经济发展的

伟大洪流中，每一个企业都在百舸

争流、激流勇进。未来的造纸业肯

定是会越来越多元化发展。

随着国家进一步提高造纸行业

门槛和环保排放标准，造纸业产能

落后企业也将会面临优胜劣汰。在

环保趋严态势下，行业整体运营成本

上升，盈利空间缩小。行业集中度也

随之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激烈。

这些也将会促进生产中机械装备的

产品质量、性能的整体标准提升。循

环、低碳、绿色型的装备机械将成为

新的发展方向。

我国林木、废纸资源匮乏，随

着造纸业全球化的发展，海外投

资越来越普遍。国外建厂既有利

于企业完善产业链布局，又增强全

球市场竞争力。长江机械一直致力

于对产品的研发、技改，努力实现

造纸业高精度、安全、人性化的智

能卷筒纸分切机的制造，不断壮

大企业规模，形成具备与国外高端

产品相抗衡的综合竞争力，用实力

展现中国造纸后加工行业的新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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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四五”开局的新起点，由中华纸业杂志社、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联合组织

开展的主题为《辉煌“十三五”，展望新未来——山东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的专题

报道，历时6个月，走进16个产生创新成果的工厂车间，对话了16位推动自主创新的企业

家，较全面地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山东省造纸装备行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展示了优秀

企业在这一时期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取得的新成果，更为山东造纸装备“十四五”

持续发展和自立自强赋能。

16家企业，16位企业家，他们各有所长，又各有特点，更具备很多共性和相通之

处。从这16家企业“十三五”所取得的成果看，创新是他们的相通之处，也许创新的路

径不止一条，有技术创新，还有体制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等，就像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装备制造业时指出的那样，只有创新才能自强，而专题报道中的这16

家企业正是通过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新模式，才在“十三五”期间打下了赋能“十四五”

步履不停 奋斗不止 未来可期
——持续创新的造纸装备业将助力中国造纸工业的强国之路

特 写INTERVIEW辉煌十三五

⊙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会长  张磊

【结 语】

张磊，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现

任公司董事长，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会长、“十三五” 

轻工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

张磊董事长自1985年至今，始终从事造纸机械的生

产管理与造纸工程的项目管理，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与技

术，在业内广受用户的好评并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张磊

董事长坚信企业的生存之道便是大力研发最前沿的造

纸工艺与技术，坚持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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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

其中，晨钟机械、山东信和、汶瑞机械、凯信重机、杰锋机械、海天造纸机械、长

江机械等企业，在各自的领域，他们都是山东造纸装备的明星企业，甚至在全国乃至国

际市场上都颇有盛誉，他们以创新为使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为造纸行业的节能、环

保和未来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新思路；

中晟造纸机械（原二轻机）、欧佩德昌华这两家同源而生的企业，通过组织创新，

一家改制成目前山东唯一的生产造纸机的国有企业，一家外引民营资本注入企业活力，

不同的组织创新路径，却都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营造出了更多的竞争优势；

近几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在一片的叫好声中，我们同时也认识

到造纸装备中的不少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而大号造纸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

实现我国造纸装备业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必要条件，在此次的专题走访

中，山东造纸装备企业中不乏这样的企业，泰鼎机械、东瑞机械、天瑞重工、天盟新材

料、华利环保等企业，他们就靠“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成功

打破了长期被国外技术的垄断；

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是一种大智慧，更是“工匠精神”的坚守和创新，奥凯机电

和大星辊轴就是这样的企业，他们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同时在坚守中

实现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

这16家造纸装备企业是山东造纸装备的缩影,更是全国造纸装备行业的缩影。

“十三五”期间，国产成套装备可靠性提高显著，部分装备和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水

平，靠的就是国产装备企业持续深入的创新。当然，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的差

距，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奋斗与创新，而接下来的市场，将给中小型造纸装备企业带来更

有保障的创新环境。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的那样，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

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而这一市场利好，将为

造纸装备中小型企业迎来创新的又一历史性机遇，山东造纸装备企业也将乘着这一利

好，继续深化创新，持续提升我国造纸装备制造战略高度，为中国造纸行业强国之路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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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百旺办公用纸白皮书
⊙ 亚太森博

引言

气温变暖，冰川融化，如何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成了各行各业的共同课题。

作为文化用纸行业领导者，亚太森博在发展之余，

也正不断将环境保护付诸实践，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

入企业之中，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自己的

力量。

1  背景分析

1 .1 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时代？高碳向低碳及净零碳

转型的重要时期

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 近期发布

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的碳排放总量较2019年下降

约6.5%，中国碳排放量下降2%，各国都在为实现高碳

向低碳及净零碳转型而努力（图1）。

在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同时，促成

包括能源、制造、科技、消费等众多行业的价值链重构，

推动更高质量、更高公平，以及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将

图1  2020年全球部分国家碳排放增长率

数据来源：Carbon Monitor（截止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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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长期共同课题（图2）。

1.2 红色基调下的“绿色”目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立足大局做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3060”规划中，中国提出了2030年碳减

排的四个目标（图3、图4）。   

数据来源：央视新闻

图３ 碳达峰、碳中和“3060”规划

2  行业分析

2.1 当前纸业发展态势如何？

2.1.1 乘国家发展春风，整体经济势态值得期待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可喜，经济活动处于活跃状态（图5、图

6）。

2.1.2 市场规模不断提升，增长空间大

近年来，我国纸及纸产品产量和消费量与经济发

展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产品品类发展成目前数百个品

种，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明显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国内

市场需求，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供给保障（图

7、图8）。

2.2 行业态势

2.2.1 造纸行业，低碳绿色力度加大

造纸行业作为我国首批纳入碳交易的八大行业之

一，急需企业付诸实际行动，来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绿

色发展。造纸行业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单位综合工艺耗

能不断降低，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提供支持（图9）。

2.2.2 向绿色纸业迈进

图４ 2030年碳减排四个目标

资料来源：《巴黎协定》框架之下，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减排的四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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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造纸工业执行的排放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大

型企业各项主要污染物单位排放量在国际上处于先

进或领先水平（图10）。开始向绿色纸业的方向快速发

展。

3  亚太森博行动

亚太森博坚持优质高效、节能减排、环境和谐的运

营方针，用可再生原料纤维生产产品，通过前瞻性的环

保设施、技术创新、负责任的木浆采购，清洁和安全生

产履行其环境责任（图11）。

亚太森博自成立以来累计环保投资50亿元，各项

环保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获得“环保诚信企业”

称号。

作为文化用纸行业领导者，亚太森博一直坚持循环

经济，走资源环境和效益协调发展之路。不断完善管理体

图5  2016～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6　2016～2020年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7　2019～2020年全国纸及纸产品生产量、消费量

数据来源：《中国造纸工业2020年度报告》

图8  2019～2020年全国纸浆生产量、消费量

数据来源：《中国造纸工业2020年度报告》

图9　纸浆、纸及纸板和纸制品单位综合工艺能耗

注：工艺能耗包括外购能源、自产能源、生物质能源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造纸协会

图10  造纸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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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优化原料结构，实

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在制浆造纸过程中对原材

料、水资源、化学品等实现最大程度的循环利用（图12）。 

3.1 亚太森博可持续发展战略

3.1.1 “五利”经营理念

亚太森博应用利益相关方和三重底线的可持续发

展理论，秉承“开发永续资源，创造美好生活”的宗旨，

切实贯彻“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

国、利业”的经营理念，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

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图13）。

3.1.2 应对气候变化

亚太森博坚持走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遵循“绿色

低碳、节能降耗、专业监管、全员参与”的能源方针，通

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提升能源效率、加强可再生能源

图12  亚太森博践行循环经济

图13  亚太森博的发展宗旨

图14  亚太森博（广东）的吨纸能耗（kg标准煤/t）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15  亚太森博（广东）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当量/t产品）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16  亚太森博（广东）水重复利用率

附：《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为90%

图11  亚太森博的运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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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确立“分质供应、分级处理、温度对口、

梯级利用、小半径循环、分区域闭路”的用水原则，通

过持续的改进、创新，发掘新的节水项目，不断降低单

位产品水耗。

亚太森博（广东）吨纸耗水量、吨纸耗能、水重复

利用率已全面优于《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I级基准值，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图16、图17）。

3.1.4 污染物排放

同时不断进行环保技术升级，减少污染物排放，致

力于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截至目前，亚太森

博（广东）一般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率已达到100%，实

现固废零填埋。

3.1.5 森林保护

与亚太森博一脉相传，同样隶属于新加坡金鹰

利用等举措降低自身碳排放，切实贡献到国家“3060”

目标的实现（图14）。

亚太森博（广东）已被纳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

控排企业，自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以来，亚太森博（广

东）每年实际排放均低于发放的配额（图15）。

3.1.3 资源利用

图17　亚太森博（广东）吨纸耗水量（m3/t）  

附：《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I级基准值为13（m3/t）

图18　亚太森博的森林保护Ⅰ

图19　亚太森博的森林保护Ⅱ

图20　亚太森博的森林保护Ⅲ

图21　亚太森博的供应链

图22　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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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低碳发展

图24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图25  和谐社区共建

图26  协同发展

集团的亚太资源集团，每天种植超过100万棵树。采用

“1-1生产保护”镶嵌式模式，已保护了相当于35个足

球场大小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图18、图19）。

同时还开展Restorasi Ekosistem Riau（RER）在印

尼保护并恢复了面积逾15万公顷泥炭森林（图20）。

3.1.6 负责任供应链

亚太森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融入采购实践

中，亚太森博（广东）已获得中国森林认证（CFCC）/森

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产销监管链认证（图21）。

亚太森博不仅自身要成为负责任的供应商，还希望

通过采购行为影响供应商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实现

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2 亚太森博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0年11月30日，亚太森博正式发布了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围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包容性

发展和协同发展四大方向展开，致力于为造纸行业面临

的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1）循环发展（图22）

(2）低碳发展（图23）

(3）包容性发展（图24、图25）

(4）协同发展（图26）

以纸为媒，成就美好。亚太森博立足当前，着眼未

来，发展过程中注重绿色环保，为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

提供支持，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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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时时、处处遍布于人们生产、生活，职业健康

是企业安全的重要组成，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它

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家庭幸福。

太阳纸业历来高度重视职业健康工作，以对员工生

命健康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职业

病的预防控制和规范管理，将职业健康纳入公司重要议

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建立健全了职业病危害

防治责任制，成立了职业健康管理机构，明确职业病危

害告知、申报，以及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建设、日常监测

管理、职业健康防护用品发放等相关规定，全力为职工

提供安全、健康的作业环境，保障职工身体健康。

提高全员职业健康意识

太阳纸业针对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在开展安全标准

化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完善与劳动者健康相关的各项

规章制度，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和健

康工作方式理念，加强线上学习；充分利用安全例会、

培训学习、制作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海报等

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加大对《职业

病防治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企业健康文

化的同时把职业病防治、预防、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

管理等内容送到员工的心坎上。

今年4月20日，在谷雨如酥、春气融融的时节，太阳

纸业与兖州爱之家医院合作的“健康企业创建与医疗合

作单位”正式揭牌，创新了医防协同机制，健全了公司卫

生应急处置和物质保障体系，定期做好职工健康体检、

太阳纸业关注职业健康 创建健康企业
⊙ 特邀通讯员  宋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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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将职业病防护设施纳入生产安

全防护设施管理，有利于全面落实职业健康主体责任。

公司建立、完善、健全了职业卫生档案和员工健康档

案，详细记录职工身体健康状况，做到随到随查。一系

列的举措，营造了职业健康“政府大力倡导、企业积极

支持、职工自觉参与”的良好氛围，有力地引导广大职工

提高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员工职业

健康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职业危害源头控制

采用新技术，做到“三同时”，提升本质安全。太阳

纸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采用有利于

防治职业危害和保护员工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和新设备，减少职业病危害因素，特别是新项目都是

选择与国际一流造纸设备供应商合作，使用世界先进

装备，坚决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极大提

升生产效率。公司切实履行“新、改、扩”以及生产性工

程建设项目“三同时”职责，开展两评一设计、三查一

告知、两测两史两档案，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

害。

提升工作环境。（1）高标准配备个体防护用品。严

格执行劳动保护用品管理规定，加强对工作现场作业前

防护用品佩戴、配备检查工作。（2）加大职业病监督力

度。狠抓职业病防控，对基层单位、班组落实职业病防

治工作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现场职业病危害点位

进行日常监测，公司配备有专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同

时规范职业健康档案管理，确保个人职业健康档案一人

一档，制定完备的职业卫生管理标准和应急预案。（3）

打造良好的作业环境。比如车间安装水冷空调，可降温

到27-28℃，为员工实实在在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

时，要求员工主动运用安全保护措施，保护好自己，比如

佩戴好耳塞、护耳器等。同时，改造车间办公区、生活区

储物间、卫生间等，集中对下水道、雨水沟等进行疏浚，

为公司广大干部员工撑起职业健康防护伞，给员工一个

“绿色工厂”，一个“绿色的工作环境”。

采用智能化、数字化促进安全。太阳纸业深刻认识

到智能化、数字化是未来的大趋势，把这项工作列为公

司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公司坚持以智能化、数字化

赋能制造升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以此来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提升企业效益、提升服务水平、提升产品质量，

同时不断找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差距。通过智能化、

数字化的转型升级，让员工工作更愉悦、更轻松，实现

企业和员工双赢，推动公司职业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

筑牢职业健康安全防线

将职业健康纳入安全生产应急工作之中。（1）编制

职业危害应急预案和岗位应急处

置方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

必要的应急装备和器材，定期开展

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演练，对演练

效果进行评估，适时修订完善职业

危害应急预案和岗位应急处置方

案。（2）建立职业健康制度。公司

依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结合自

身实际，研究制定职业健康办法，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充分发挥

公司安全监察部门的优势，将安

全生产的相关许可与职业健康结

合。（3）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服务能

力，配备先进的职业危害检测检

验仪器、设备，充实精通业务的技

术人才，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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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福利体验“家”的温

暖。（1）集团旗下的圣德酒

店刚刚开业之初，为让员工

体验，公司特意安排员工生日

当天免费入住，体验五星级

酒店的舒适和贴心，并配上

圣德酒店西餐厅为员工私人

订制的生日蛋糕，员工及家人

可以享受一段温馨、印象深

刻的美好时光。（2）2013年，

随着公司转型升级步伐的加

快，成功进军快消品行业，

开始培育自己的生活用纸品

牌——幸福阳光。此后，公司的生日券变成了生活用纸

大礼包。（3）每当中秋、春节公司除了发放过节费之外，

还为员工准备“面粉”“食用油”“生活用纸大礼包”等

福利，让员工体验到“家”的温暖。（4）公司建立营养餐

厅，加强员工饮食管理，通过膳食调节改善职工健康。

集体活动开拓员工视野。太阳纸业始终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功实现

向造纸产业链上游的延伸。根据既定的发展战略，构建

起了山东、广西和老挝三大生产基地，使公司的产业布

局实现内陆地区、祖国沿海、“一带一路”区域的有效

覆盖，为太阳纸业中长期稳定健康运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加快融入双循环新格局提供澎湃动能。所有成绩

的取得，都是全体太阳人辛勤努力和艰苦付出的结果。

公司为了感谢大家的努力付出，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增

进大家相互了解和彼此友谊，拿出专项资金，组织员工

外出旅游。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组织的可携带家

属的全厂万人大旅游。之后，又连续开展优秀班组集体

旅游活动。公司选择多家旅行社，在路线规划、生活安

排上精心组织安排。公司还组织“七夕”联谊会、演讲比

赛、才艺大奖赛等员工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大家释放身

心、开阔视野，调节工作节奏，增加生活情趣，共享发展

成果，打造“幸福太阳”“温暖太阳”和“百年太阳”。

安全知识进社区，“安居”“乐业”齐步走。近年

来，随着公司控股股东建设的七个高档住宅小区的先

后落成，社区安全也成为公司安全工作的必要内容。公

司安全监察部、消防保卫部、物业等部门相互配合，相

互补缺，突破安全防范的固有思维，把安全工作开展到

社区、开展到员工家门口。比如，公司每年的冬季“四

防”工作都及时高效开展，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冬季生产

安全。在此基础上，公司安全监察和物业工作人员走进

社区，开展“防火、防爆、防冻、防车辆伤害”等为主题

的冬季安全知识讲解活动，并告知社区居民做好防盗、

防食品中毒等各类措施。消防保卫和物业更是结合历年

来的多发性安全事件，有针对性地列出安全防范常识，

同时，还把与员工生活密切相关的办事指南和法律知

识，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大家

麻痹大意的思想，减少了可防问题的发生，让员工有了

稳固的生活环境，实现“安居”“乐业”齐步走，筑牢了

公司的安全屏障。

最美安全声音唱响家庭安全正能量。对于员工的职

业健康，太阳纸业有这样的认识：员工自身安全和健康，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应该包含员工家人对安全的重

视、理解与支持并付诸实际行动，这应该也是职业健康

内涵的应有之义。太阳纸业的安全部门倡导，让员工下

班后将安全知识口述传递给家人，在向家人普及安全知

识的同时也让自己巩固了安全知识。比如，夏季天气炎

热，叮嘱家人多饮水，尽量避免高温出行，备好防暑降

温的物品和药品；出门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公共场所，

一定要留意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的位置；发现燃气故障

后，严禁自行随便检修等等。虽说都是小知识，但对安

全却有大作用。

职业健康安全体验干货满满。广西基地建设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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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全通道体验、安全带体验、洞口坠落体验、吊运体

验、安全用电体验及VR情景模拟”为一体的安全体验

中心。比如在这里的安全通道体验是按照国家最新的

标准、规范，从高度、宽度、顶部的双层防护、围堰防护

及安全标示进行搭设，让参加培训的每一位员工都能认

识到安全通道的重要性。还能通过VR情景模拟体验成

熟的VR、3D技术，以三维动态的形式创建与现实类似

的环境，3D模拟出施工场景和险情，让体验者亲自经历

和感受施工中可能发生的现象，从而让员工掌握相应的

防范知识及应急措施，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和意识。公司

还组织开展“家企相通”安全体验日活动，组织家属代

表观看叉车技能表演，体验公司各项安全措施，品尝配

餐中心员工工作餐……此类活动，展现了企业的安全自

信，推进了“家企相通，文化融通”安全生产新模式，搭

建了企业与家庭之间的桥梁，有力地促进了公司职业健

康的发展。

职业健康服务是企业社会责任

职业健康服务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而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真诚回报社会、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经营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

之中，才能得到社会各方的信任与尊敬，才能实现更大

的发展。近四十年来，太阳纸业秉承“一纸立业，福泽

万家”的社会责任理念，探索建立具有“太阳特色”的

社会责任体系，开创了一条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相辅相

成的和谐共进之路，持续投身光彩事业和各种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公司致力于绿色创新发展，积极开展节能环

保新技术与新产品应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冠

疫情之际，公司无偿捐款捐物，为国家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做出了积极贡献，集团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民营企业”殊荣；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帮助产业链

上下游更多的企业成长；关爱企业员工发展及其家庭和

睦，营造公平合理的员工成长环境……太阳纸业勇于承

担员工职业健康的社会责任，员工健康了，家庭健康了，

企业才能发展地更健康，获得员工更高的认同感和凝

聚力。这是太阳纸业“承载万家信任，书写幸福太阳”的

企业使命和担当，是“信于心，创于行”的企业核心价值

的生动体现。

用运动培养职业健康达人

太阳纸业除了上述一系列举措之外，以“职工健身

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健康生活措施蔚然成风，“三

降”即“降三高、降腰围、降体重”理念深入人心，坚持

每年组织春节趣味活动、春季运动会、秋季运动会等系

列活动，全体员工积极参与。有团体项目也有个人项目，

拔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台球、象棋、跳棋等，致

力于让大家“动起来”，在活泼、动力十足的比赛中快乐

角逐，享受运动的趣味，激发广大职工的团队精神和竞

争意识，增强体质。8月12日上午，太阳纸业创建省级健

康企业暨“健康达人”“职业健康达人”工作会议举行。

会上，8名健康达人、4名职业健康达人获得奖励。他们

或乐于参加健康运动，或热心公益事业，或无私奉献、

默默捐助山区贫困学生……

健康的企业有利于推动健康中国建

设，企业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切入

点，需要完善企业健康管理体系，通过体

制机制建设，真正形成有效的预防救治

管理体系，减少职业病发生，提升企业员

工的健康素养。太阳纸业正通过省级健

康企业创建，让太阳人以昂扬的士气、百

倍的信心建设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幸福太阳，实现职业健康和创建健康企业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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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废纸出口创18年来新低
据外媒报道，过去的四年，欧盟对外废纸出口量已经下降了一半，下降趋势仍在持续。据统

计，2021年上半年，欧盟成员国对第三国的出口创下了18年来的最低水平。过去四年中出现的出口

加速下降现象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中国收紧了进口管制，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贸易和经

济活动的影响。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9月15日公布的出口数据，2021年前6个月，欧盟27个成员国向单

一市场以外的国家出口的废纸总计228万t。这仅略高于2017年上半年报告的404万t出口量的一

半。这一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进口需求大幅下降。

直到几年前，中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欧洲废纸出口国，但严格的进口条例的实施导致欧盟

对华出口大幅减少，并最终于2021年正式取消废纸进口。

俄罗斯林浆纸企业Segezha集团推动在亚太地区的业

务拓展
近期，俄罗斯最大的木材控股公司之

一Se g e z h a集团宣布计划加强其在亚太

地区的投资地位。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最

近成立的Segezha新加坡代表处SEGEZHA 

INTERNATIONAL公司将致力于加强集团公司

全系列产品的直接销售，包括牛皮纸、工业和

消费品包装、胶合板、纤维板、颗粒、RUF燃料

煤球、木材、胶合梁、CLT面板等，销售将主要

面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

对此，Segez h a商业活动集团副总裁

Alexander Kharitonov评论道：“亚太地区的特点发展势头迅猛，许多专家认为它是世界经济

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决定按照全球经济趋势在该地区拓展自己的交易商。我们相信，通过与当地

客户建立直接对话，将有助于为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成功扩展做出贡献。目前，我们已经完成

了第一批订单。”

Segezha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垂直整合木材工业控股公司之一，拥有完整的伐木和深加工

周期。旗下控股乐多家俄罗斯和西欧的林业、木材加工和制浆造纸企业。集团办事处覆盖包括

俄罗斯在内的12个国家。

芬兰Metsä Tissue计划在英国建设新的卫生纸厂
Metsä Tissue是芬兰林业集团Metsä Group的卫生纸业务分公司，目前该公司正计划在英

国投资一家新的卫生纸厂。该工厂产能预计为240,000t生活用纸，将在未来十年内分几个阶段建

设。该计划是该公司未来工厂计划的一部分，致力于在生活用纸生产过程中创造世界一流环境

绩效。

欧洲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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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厂的生产将使用可持续的原

生纤维，第一阶段的投资将于2025年准

备就绪，投产后将为英国和爱尔兰的卫

生纸市场提供服务。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开

发卫生纸厂的未来工厂概念。我们的

研究表明，我们将能够利用比今天更高

效、更好的技术，这将使我们更具竞争

力。我们看到了英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机

会，因此借助建设新的工厂向当地市场

供应高质量卫生纸产品。”Metsä Tissue首席执行官Esa Kaikkonen说。

该工厂的概念计划基于最佳可用技术，具有世界一流的环境性能。下一步，工厂的选址计划

将于2022年上半年完成，目前正在调查的选址地点是英国纽瓦克（Newark）和赫尔（Hull）。

Progroup计划于德国PM3纸厂附近建设现代化电厂，

实现废弃物再利用，助力行业碳中和 
欧洲最大的箱纸板和瓦楞纸板生产商之一Progroup近期宣布，计划在其德国现代化造纸厂

PM3工厂附近新建一座最先进的垃圾衍生燃料(RDF)发电厂，为PM3纸厂提供热能和电能。建成之

后，PM3工厂将可以充分利用本工厂生产和该地区的废料，节省化石资源。

据悉，该项目投资约1.35亿欧元，热电联产电厂计划于2022年底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5年

底投产。

位于德国Sandersdorf-Brehna的PM3造纸厂目前是世界上最现代化和高性能的纸厂之一，

拥有先进的纸机生产线，已投资超过1亿欧元用于技术改进，达到环保的目的，使得该厂生产过

程中使用的淡水量减少了80%。目前，PM3造纸厂已成为当地可持续循环经济的一部分，生产的箱

纸板完全由回收纸制成，使用尽可能少的资源，使用完毕后，作为回收纸再次回收利用。

RDF电厂是Progroup通往碳中和之路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认为长期和可持续地思考和行动是我们理念的一部分。气候变

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非常重视在保护气候方面的角色。”Progroup副首席执行官马克西米利

安·海因德尔强调说：“通过为位于Sandersdorf-Brehna的造纸厂建造热电联产工厂，我们将实

现完全自给式材料循环，在实现碳中和回收的道路上迈向新的里程碑。”

此前，Progroup位于Eisenhüttenstadt地区的PM2纸机工厂已经建设了对应的发电厂，

为其供电和供热，PM3现在也获得了自己的可持续能源供应。通过为旗下多家纸厂规划电厂，

Progroup使回收纸中所含的杂质以及生产中产生的废料得到充分利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

和二氧化碳排放。

据统计，通过使用最新的技术，Progroup旗下造纸厂每年已经减少了170,000t碳排放。

从2025年底开始增加新的热电联产厂后，将再减少80,000t碳排放，每年可在该地点节省总计 

250,000t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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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热电高效结合，RDF发电

厂的效率水平特别高。废料可以回收利

用，以比传统发电厂更有效地发电和供

热。

Progroup是造纸和包装行业的家族

企业，目前在中欧6国开展业务，共有3个

造纸厂、11个瓦楞纸板纸箱厂、1家物流公

司和1个RDF电站，这使Progroup成为欧

洲市场上最大的箱纸板和瓦楞纸板生产

商之一。

爱生雅向欧洲投资银行贷款3亿欧元，用于瑞典

Obbola工厂升级改造
近日，爱生雅（SCA）宣布将向欧洲投资银行(EIB)借款3亿欧元，以对其位于瑞典Obbola的

牛皮纸工厂进行现代化升级。该工厂使用的新设备将按照造纸工业4.0模式进行改造，使机器能

够进行数字化集成和分析。该项目预计将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爱生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Ulf Larsson表示：“消费者对可持续包装的需求正在增加，爱生

雅早于2019年便决定将Obola工厂的产能从450,000t扩大到725,000t。通过这项投资，显著降低

了生产过程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从而降低碳足迹。Obbola的牛皮纸工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牛皮

纸生产基地之一，此次升级改造将大大提高工厂的竞争力、可持续性足迹和产品质量。”

工厂的升级和现代化将改善可回收和可堆肥包装解决方案的生产，这些包装解决方案来自

回收纤维以及可再生和可持续的木材资源。

芬兰UPM将其英国Shotton新闻纸厂出售给Eren Paper
由于文化纸需求的持续缩减，UPM已宣布永久关闭其位于英国北威尔士的Shotton新闻纸

厂。该工厂和所有相关资产将转让给土耳其工业集团Eren Holding，归属于Eren Holding旗下

的箱板纸和瓦楞纸包装业务子公司Eren Paper。

本次交易于2021年5月完成，Eren Paper目前正致力于进行该工厂的纸种转换升级。

Shotton新闻纸厂成立于1983年，成立以来一直以生产新闻纸为主。过去几年的产能为

260,000t。该造纸厂目前直接雇佣了183名员工，另外还有231名员工在工厂的材料回收和回收设

施以及其他服务运营部门工作。

据悉，工厂附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设施(MRRF)将在整个转换过程中

继续运营。

乌克兰最大的纸企之一K K B K将在未来几年扩大投

资规模，提高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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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K K BK)是乌克兰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

商之一，近日宣布将投资超过2000万欧元在

Verkhnedneprovsky地区工厂开发新产能。第

一批产品预计将于2022年第一季度发布。

KKBK董事会主席Igor Oleshchuk评论道：

“我们正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

5年内将瓦楞纸板产品的产量翻一番。作为该战

略的一部分，我们还计划实现纸板生产的现代

化。这将帮助我们把瓦楞纸的产量提高30%，并

为我们的瓦楞纸厂提供优质原材料。”

根据项目条款，该工厂计划每月生产1500万平方米的瓦楞纸板，将供应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

区的消费者，暂时没有出口计划。该公司希望在5年内将其产量翻一番。与此同时，在项目的第二

阶段，KKBK将考虑扩大其在乌克兰西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业务。

KKBK目前是欧洲最大的纸板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之一，拥有约2,200名员工，产品销往乌

克兰、许多独联体国家和国外的近700家公司。它在乌克兰瓦楞纸箱生产中排名第二，仅次于

Rubezhansk CPC。

国际纸业完成对文化纸业务的拆分，新公司将独立

运营
2021年10月1日，全球最大的造纸企业美国国际纸业宣布完成了对其全球文化纸业务的拆

分，新公司名称为Sylvamo Corporation，将独立运营。国际纸业持有Sylvamo约19.9%的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

分拆完成后，国际纸业将专注于包装纸生产和瓦楞包装及纤维素纤维的生产，将未来发展

重点放在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并继续与俄罗斯伊利姆集团在俄罗斯建立合资企业。

Sonoco北美地区未涂布可再生纸板涨价
Sonoco最近宣布将对所有等级的未涂

布再生纸板(URB)实施每吨60美元的提价，

从2021年11月1日开始实施，涨价范围主要涉

及美国和加拿大。

Sonoco表示，价格上涨是为了应对制

造成本（包括能源、货运、化学品和包装材

料）的持续通胀压力。“进入2021年最后

一个季度，我们投入成本的通货膨胀率仍

然有增无减，预计这些成本压力将持续到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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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美纸业部门副总裁兼总经理蒂姆戴维斯说：“当前未涂布再生纸板需求强劲，给供

应链带来了挑战，但我们会一直致力于为忠实客户提供最高水平的质量和服务。”

Canfor宣布扩大加拿大生物质工厂投资
北美林纸企业Canfor近期宣布了其新的投资决定，支持Arbios Biotech(Arbios)生物质工

厂第一阶段建设，致力于将该工厂打造成创新的生物质低碳生物燃料工厂。

该工厂是Canfor 和 Licella Holdings Ltd建设的合资企业，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将使用首创的技术将锯木厂残留物（主要是树皮）转化为高价值的可再生生物原油，然后

在炼油厂进一步加工以生产低碳运输燃料。

“今天，我们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之旅，这将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我们对社区

和地球的影响，希望未来能为行业打造一个像森林一样可持续的未来。”Canfor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Don Kayne进一步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世界各地都需要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客户在做出购买决定时优先考虑环境和社会影响，员工希望保护生存的环境，我们

将共同构筑可持续的未来。”

美国加州正式禁止在纸基食品包装中使用PFAS
近期，美国加州已批准立法，禁止在纸质食品包装中使用永久化学品PFAS，并要求披露炊具

中的有毒物质，并将该法案送交州长Gavin Newsom签署，预计10月10日前完成。

该法案名称为AB1200，被称为2021年加州更安全食品包装和炊具法案，将通过以下方式保护

消费者和环境免受PFAS和其他有害化学物质的侵害：从2023年1月1日起禁止使用PFAS化学品的

纸质食品包装；要求炊具制造商自2024年1月1日起披露其产品中存在的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有影

响的化学品；2023年1月1日，禁止在炊具包装上投放误导性广告。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包括食品包装在内的日常用品中含有PFAS，但PFAS是一个很大的全球

公共卫生问题。

PFAS由于具有防水和防油脂的特性，广泛用于由植物纤维（如纸板）制成的纸基食品包装

中。通常含有PFAS的食品包装包括纸包装、衬里、纸袋、纸套、餐具（盘子、碗、托盘）和由模制

纤维制成的外卖容器。这些化学物质会从包装迁移到我们的食物中，在包装堆肥时污染土壤，并

在材料被填埋时对水系统造成污染风险。

去除这些有毒化学品将有助于保护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使用它们的消费者、居住在其生产

或处置地点附近的社区以及已经承受很大环境污染的弱势群体。

该法案还要求炊具制造商在加州有毒物质控制部的候选化学品清单中披露受关注的化学

品，例如PFAS和双酚A或BPA以及其他物质，包括添加到与食品或饮料接触的表面或把手上。该披

露必须在2023年1月1日和2024年1月1日起在产品标签上在线提供。

当地立法和政策主管Andria Ventura指出：“PFAS的阴险之处在于，我们不仅会因为使用

含有它们的产品而受到污染，当这些化学物质进入我们的水、空气、土壤和作物时，我们还会再

次受到污染。由于食品包装是水中垃圾的主要来源，并且会污染堆肥，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和食物

处于危险之中。”

环球扫描
global scan 

环 球GlOBal

69
Oct., 2021  Vol.42, No.19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日本纸企Rengo在日本淀川启动新的物流中心
日本纸企Ren g o近日宣布开

设新的箱板纸物流中心——淀川

物流中心（Yodogawa Logistics 

Center）。淀川物流中心类似于其

2015年开业的八潮物流中心（位于

埼玉县八潮市），是Rengo集团在关

西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可存储约

20,000t箱板纸。

物流中心实施了仓库管理系统

(WMS)和卡车引导系统。仓库内的诸

多操作，例如产品存储和拣选可以

全部实现自动化，包括使用RFID识

别技术和无人夹式升降机等，这是

日本在仓库处理箱板纸中首次使用这种方法。这不仅提高了仓库内的操作效率，还实现了卡车等

待时间和产品装载时间的缩短。

未来，Rengo将继续提高运输质量和服务，推动白色物流运动，例如进一步开展物流站点的

运营改革，为卡车司机的工作方式改革做出贡献，为造纸行业创造新物流典范。

泰国SCGP将在越南北部新建包装用纸生产基地
9月21日，总部位于泰国的SCGP计划在越南北部的永福建设一个新的生产基地，用于生产包

装用纸，总投资额为81,330亿越南盾。

SCGP表示：“该生产基地能满足越南日益增长的包装用纸需求，增加包装用纸生产设施，每

年能增加约37万吨产能。

SCGP称，该投资目前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估（EIA）过程中，预计将于2024年初完成并开始商

业生产。

SCGP指出，越南国内消费旺盛，吸引了多个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尤其是越南北部地区。2021-

2024年期间，越南对包装用纸及相关包装产品的需求预计将以每年约6%-7%的速度增长（来源：

Frost & Sullivan）。

SCGP首席执行官威汉·吉普迪先生表示：“在越南现有商业模式的推动下，这项新投资能为

公司寻求更多发展机会。新的生产基地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帮助SCGP满足越南包装产

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亚洲

ASiA

环 球 GlOBal
环球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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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公司乃至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生产厂区，从而大大减轻员工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

率。

广东松炀资源年产18万吨瓦楞原纸纸
机投产运行

本刊讯（钟华 报道) 9月26日，广东松炀再生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P M3开机成功并顺利出纸。该条生

产线纸机主体设备是由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主要使用废纸原料生产高强瓦楞原纸，年产能18万

吨。

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鸿利工业

区内，项目总投资4.1亿元，占地面积16895m2，项目建

筑总面积约22000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制浆车间、

造纸车间、碎浆车间、成品仓库、综合库房、锅炉房、

污水处理站等。项目投产后，预计产值5.76亿元，创利

税约1亿元。

金红叶纸业（湖北）三期第二台2000m/
min车速的TM5顺利开机

本刊讯（钟华 报道) 9月27日，金红叶纸业（湖

北）有限公司T M5正式开机投产。据了解，该条生产线

纸机设备是由维美德提供，纸机净纸幅宽5600m m，

设计车速2000m/min,年设计产能6万吨。

此次投产的T M5是该基地三期项目的第二台纸

机。金红叶纸业（湖北）有限公司三期年产12万吨生

活用纸项目于2019年3月份开工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0亿元，新上2条高速生活用纸生产线，单机设计年

产能6万吨，其第一台TM6已于今年6月份开机投产。

德州胜港纸业TM5开机出纸，生活用纸
产能超10万吨

本刊讯（鞠华 报道) 9月7日，德州胜港纸业有

限公司第五台生活用纸机以1000m/m i n的车速顺利开

机出纸。据了解，T M5纸机生产线由宝拓造纸设备有

限公司提供的新月型生活用纸机，净纸幅宽3600mm，

太阳纸业广西基地55万吨文化用纸项
目成功开机出纸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9月26日上午，太阳纸业

子公司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55万吨文化用纸项目

（P M1文化纸生产线）在广西北海成功开机出纸，这

标志着太阳纸业广西基地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

近年来，太阳纸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西及北海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打造向海经济的指示要

求，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思路，建设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及与之配套的全系列产品加工

园区。项目建设中，公司深深感受到了广西及北海优

越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要素保障；深深感受到了北海

作为通往东盟海上桥头堡的突出区位优势。

投资建设北海项目是太阳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举措，它实现了与“一带一路”上老挝基地的协同互

动，将形成从原料到消费终端产品的高端造纸全产业

链集群。太阳纸业将致力于把北海生产基地打造成

绿色、低碳、科技、智能的世界一流项目，争做全球造

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

广西基地P M1文化纸生产线于2020年3月14日奠

基动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大力推进智能化工

厂建设，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致力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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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车速1300m/m i n,主要使用商品木浆生产高档生

活用纸，年设计产能达2.5万吨。

德州胜港纸业一期项目于2019年5月动工建设，

两台纸机于同年12月底投产运行，公司的3号和4号机

分别于今年2月份和4月份投产运行。该机台的成功投

产，使得公司的生活用纸原纸年产能超过10万吨。

柳州市柳林纸业首台新月型生活用纸
机投入生产运行

本刊讯（西安维亚 消息) 9月9日，广西柳州市

柳林纸业有限公司第一台新月型生活用纸纸机顺利

开机投产。纸机设备是由西安维亚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提供，净纸幅宽2850m m，设计车速1500m/m i n。该

项目于2020年8月底签约，从合同签约到纸机投产仅

仅用了一年时间。

柳州市柳林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注

册地位于鹿寨县中心工业园区，公司前身为鹿寨县柳

林纸厂，经营范围包含纸制品生产及销售。新机台的

成功投产，使得公司的生活用纸原纸产能超过4万吨/

年，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

年产15万吨棉秆高得率清洁制浆造纸
工程获重大进展

据《中国绿色时报》报道 国庆节前夕，由中国林科

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提供关键技术，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石河子市建设的年产15万吨棉秆高得率清洁制浆造

纸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厂房全面建成，关键设备全部安

装到位。

项目一期投资2.64多亿元，总占地434亩，其中新建

工程占地180亩。一期建成后，将利用当地丰富的棉秆纤

维原料，每年可提供市场紧俏的高等级瓦楞原纸产品15

万吨。

新疆作为我国优质棉花的主产区，每年棉秆产量达

1500万吨，目前棉秆的主要处理方式是简单粉碎还田或

者直接焚烧。棉秆还田会使棉田土质变差，直接焚烧会

产生大量浓重烟雾，既污染环境，又易引发火灾和交通

事故，对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同时还浪

费大量纤维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巨量的棉秆废弃物，成为

当地政府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2018年，在石河子市政府大力支持下，石河子市国力

源环保制浆有限公司与中国林科院签署合作建设百万吨

棉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园协议。中国林科院林产化

学工业研究所副所长房桂干带领团队对新疆棉秆纤维进

行了科学研究，系统分析了新疆棉秆木质部、韧皮部和残

棉等纤维组分，分析了新疆棉秆表皮和髓芯等非纤维组

分，认定新疆棉秆是优质的造纸原料；完成了棉秆切短、

洗涤、汽蒸、化学浸渍、磨浆、生物酶处理、消潜、筛选、

粗渣处理和净化浓缩工序小试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完成

了中试试验，开发出新疆棉秆生物高得率制浆新技术。

棉秆原料中不仅含有木质部、韧皮部和残棉等纤维

组分，还含棉秆表皮和髓芯等非纤维组分。其中纤维组

分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包装纸产品用浆原料。新疆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

中心，对包装用瓦楞纸类产品有着广泛需求。此外，棉秆

中的非纤维组分，以及制浆和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固形

物等废弃物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素，是农

业生产重要的有机肥源。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

和果蔬主产地，对生物有机肥的市场需求巨大。项目根

据棉秆原料的特点，设计的产品为市场畅销的高强瓦楞

原纸，产品等级定位为优等品A级。项目将对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渣、废水和废气进行有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

实现全面的清洁生产。工程将于2022年上半年竣工投

产。

凯米拉在上海成立新的研发中心

本刊讯（凯米拉 消息) 作为为水密集型行业提

供可持续化学品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凯米拉在中

国上海浦江设立新的亚太研发中心，旨在加快亚洲地

区开发可再生、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产品的步伐，满

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新研发中心占地约2400平方米，拥有先进的研发

能力，它将为中国和亚太市场提供漂白、施胶、絮凝

剂、聚合物、生物材料等专业知识和应用解决方案；

该中心服务于凯米拉广泛的纸张与纸板客户群体，并

支持公司在该区域内的水处理发展计划。另外，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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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按照行业最高的环境标准建造，配套完整的

设施，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并保障员工福利，这符合

凯米拉长期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自2008年我们在中国成立第一个研发中心以

来，凯米拉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显著增长。”凯米拉亚

太地区研发总监Michelle Xiao表示。“随着中国市

场对可持续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我们扩大了在聚合

物和生物材料方面研发能力，以更好地服务客户，帮

助他们在快速发展、注重成本和环境保护的中国市场

中保持竞争力。”

“我们在设备和设施方面的持续投资，比如我

们在亚太地区设立新的研发中心，表明了我们对该市

场的坚定承诺和期望。”凯米拉首席技术官Matthew 

Pixton表示。“新的研发中心承担创新产品的开发任

务，专注于通过提供短周期项目来满足当地客户的需

求，同时也为一些全球客户提供长期项目服务。”

该研发中心还与凯米拉在中国南京、兖州和韩

国蔚山生产基地密切合作，开发持续一致的生产工

艺流程，采购新的原材料和最终产品。它也是凯米拉

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位于芬兰埃斯波

(Espoo)和美国亚特兰大(Atlanta)的其它研发中心

合作，为全球市场带来创新产品。

安德里茨将为亚太森博（广东）纸业
提供卫生纸生产线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安德里茨获得来自亚

太森博（广东）纸业的订单，为其位于中国江门新会

的工厂提供从浆料制备系统到宽幅卫生纸机（TM13）

及自动化系统的卫生纸生产整线，产出高质量纸种的

同时达到高能效生产。开机时间预计为2022年底。

Pri m e Li n e TM W 2000型卫生纸机设计车速达

1,900m/min，幅宽达5.65m，用于生产11-42g/m2的擦拭

纸、厨房用纸、餐巾纸及面巾纸。它采用PrimePress 

X T E v o靴压技术，可对纸页进行温和脱水，并达到

远高于传统压榨的压榨后干度。线压力和靴压倾斜度

均可灵活调节，以优化产品质量和降低干燥能耗。此

外，为实现高能效，此生产线还配备直径为18英尺、

带有PrimeDry Hood ST蒸汽气罩的PrimeDry钢制

扬克缸。

订单中还包括配备低浓磨浆机的浆料制备系

统，以生产优质的纤维；流送系统配有可实现低脉

冲筛选的ModuScreen HBE网前筛，以及机下碎浆系

统。

整条生产线将配备安德里茨PrimeControl自

动化系统（MCS、DCS和QCS）。此套自动化系统可对

整条卫生纸生产线进行工艺流程的自动化管理，并

让子系统和相关接口的数量最少化。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总经理Steven HUNG先

生说：“生活用纸业务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领域，但

在高质量文化纸生产领域我们经验相当丰富。我们

通常与全球最顶尖的企业进行合作。这也是为什么

在生活用纸业务起点上，我们选择了安德里茨作为

合作伙伴的原因。”

太阳纸业兴隆公司特种纸生产线拟
进行搬迁升级改造

本刊讯（太阳纸业 消息) 9月18日，太阳纸业

年产5万吨特种纸搬迁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根据集团公司规划，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将位于兖州区兴隆街道的兴隆分公司造纸生产

线进行搬迁升级改造，建设年产5万吨特种纸项目。

拟建项目污水处理设施依托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现有污水处理站，供热依托新材料产业园内现

有1×280t/h锅炉。项目以外购针叶和阔叶商品木浆

为主要原料，生产特种纸规模为5.0万吨/年。项目分

两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总设计规模为2.6万吨/年，

共2条生产线，2362纸机设计规模为1.0万吨/年、

2880纸机设计规模为1.6万吨/年；二期建设1条生产

线，3600纸机设计规模为2.4万吨/年。

安徽林平与凯登再度携手，签约P M7
关键配套设备

本刊讯（凯登 消息) 日前，安徽省萧县林平纸

业与凯登约翰逊公司就P M7年产35万吨箱板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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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配套设备举行签约仪式，安徽省萧县林平纸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设、凯登约翰逊（无锡）技术有

限公司总裁单翔年等相关负责人员出席了签约仪式。

凯登约翰逊公司提供蒸汽冷凝水系统和干网清洗系

统等关键节能清洁设备。这是自2013年安徽林平P M3

（4600纸机）项目以来，双方全面连续合作的第五台

纸机项目。

PM7为年产35万吨定量为80-200g/m2箱板纸生产

线，选用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的纸

机，幅宽6600mm，这是国产门幅最宽的包装纸机。

自2013年P M3纸机新项目到2020年全面投产的

PM6纸机，凯登已为安徽林平纸业提供了先进的PT X/

C S S旋转接头虹吸器、蒸汽冷凝水系统、水处理设

备、关键部位刮刀系统以及干网在线清洗系统等关键

配套设备。其中P M5、P M6采用凯登高效热泵系统，其

操作性能和吨纸蒸汽耗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长期以来安徽林平纸业公司与凯登公司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再次选择与凯登继续合作，共同合

作P M7这个新建项目，体现出凯登围绕造纸行业新的

需求进行不断创新研发，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

东莞金田纸业拟建设20万吨/年木纤
维热磨浆生产线

据纸业联讯报道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计划

建设20万吨/年木纤维热磨浆生产线。

根据公示的环评报告，东莞金田计划投资1.8亿

元建设20万吨/年木纤维热磨浆生产线，以代替等量

废纸浆生产线，从而缓解外购及国内废纸原料短缺

的现状。此次技改项目完成后，东莞金田产能不变，以

拟建的20万吨/年木纤维取代20万吨/年废纸浆，即原

料新增46.5万吨木片，减少21.5万吨废纸。

金田纸业是国内主要的灰板纸生产企业，在广东

东莞具有75万吨/年灰板纸产能和20万吨/年瓦楞原

纸产能。在四川泸州，金田纸业还有4台纸机，可年产

30万吨灰板纸和25万吨瓦楞原纸。江苏金田纸业一期

项目3台包装纸机投产在即，合计产能约90万吨/年。

管理运营

湛江晨鸣获川发投资3.5亿元战略投资

本刊讯（仟松 报道) 9月23日，晨鸣纸业宣布旗

下控股子公司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

江晨鸣”)获北京川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川发投资”)战略投资，总投资额3.5亿元。

晨鸣纸业称，为积极稳妥地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整体资本实力和竞

争力，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引进北京

川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35,000万元(其中人

民币21,583.333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13,416.666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轮增资完成

后，北京川发投资持有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3.7433%。

晨鸣纸业表示，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将进一步助

力优质资源的整合、促进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增强

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与岳阳林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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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9月15日，全球领先的

浆纸业集团公司金光集团APP与全球知名的化工企业

SK Geo Centric战略合作在上海浦西之巅——北外

滩白玉兰广场拉开序幕。在减塑限塑的环保需求下，

双方秉承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了造纸与化学跨

行业的深度合作，将共同开发可持续性、绿色环保的

新材料，提出更多助力碳减排、碳中和的环境解决方

案。

根据合作内容，金光集团APP与SK Geo Centric

将在可回收利用造纸等纸材料供应及环保原材料开

发和引进等领域共同合作，以期开发出新型的环保包

装材料。未来还将在高性能纸制包装材料等多种环保

材料相关领域展开进一步合作。

签约仪式伊始，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先

生发表重要致辞。他表示“通过与拥有环保材料技术

的SK Geo Centric合作，开发出易于回收利用且性

能优异的纸质包装材料，共同为构建环保包装材料生

态体系做出贡献。”“金光集团APP将致力于可持续的

环保包装材料的开发”。

SK Geo Centric社长罗庚秀表示，“通过与专业

造纸企业金光集团A P P合作，开发可替代塑料原料的

差别化环保纸质包装材料，期待双方创造更大的协同

效应”，同时强调“今后，SK Geo Centric也将通过

与金光集团A PP等多化材料企业的合作，不断持续开

发新的环保包装材料解决方案”。

本刊讯（鞠华 报道) 9月23日，中国林业产业联

合会与岳阳林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响应碳达

峰、碳中和行动倡议，携手开辟林业碳汇新路径，将

林业生态链转化为绿色产业链，变“绿水青山”为“金

山银山”。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林业局

总工程师封加平，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秘书

长陈圣林，岳阳林纸董事长叶蒙，岳阳林纸总经理李

战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设立“中国林业产业联

合会林业碳汇分会”，以做优做强林业产业为主线，

建立长期、稳定、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探索和推进

林业碳汇工程、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林业产业推

介和宣传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行业发展优势，制定林业碳汇

发展路线图，整合行业资源，提升林业碳汇增量，增

强林业碳汇能力，促进中国海岸带及近海碳循环并挖

掘蓝碳潜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和木竹替代以实现

生物减排固碳，完善碳汇计量监测，探索碳汇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以促进林草碳汇交易。

博汇纸业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博汇
浆业，降低管理成本

本刊讯（博汇 消息) 9月14日，博汇纸业发布公

告称，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

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

博汇纸业称，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吸收

合并博汇浆业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博汇

浆业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

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金光集团APP与SK Geo Centric达成战
略合作，携手共创行业绿色发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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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集团股东Mr. Trisno Leono认为，无论从

战略的共同点着手，还是从互补性支撑的考虑出发，

此次合作都具备潜在必然性。“我们将努力构建造纸

与化学相互促进的新平台、新机制，进一步深化产品

相互保障以及基于植物纤维的新型材料开发等全方

位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战略协同层次和水平，提升创

新能力，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各个领域里加强合作。”

作为最早布局“林浆纸一体化”产业模式的造纸

企业，金光集团A PP始终致力于控制生产过程中的碳

排放与增加林业碳汇，以实现造纸工业与自然、生态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努力践行绿色循环，具有得天独

厚的“绿色基因”。此次与SK Geo Centric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充分反映了金光集团A P P持续贯彻绿色可

持续发展理念，提出更多助力碳减排、碳中和解决方

案，引领行业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SK Geo Centric作为拥有多种功能性涂覆材料

的环保材料企业，近日完成更名，将代表地球和土壤

的“geo”和代表中心的“centric”组合在一起，表

明了SK要以地球环境为中心开展事业的决心。这也与

金光集团APP始终秉承的绿色发展理念相得益彰。

此次签约仪式现场，金光集团A P P（中国）副总

裁翟京丽女士、金光集团A P P全球董事长办公室总经

理林政道先生以及SK Geo Centric等主要领导齐

聚一堂。受疫情影响，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志源

先生、金光集团股东Mr. Trisno Leono，与SK Geo 

Centric董事会主席及总裁罗庚秀先生通过特殊的视

频连线的方式共同见证两大集团强强联合，共襄行业

盛举的这一伟大时刻。

建发股份：旗下纸浆期货交割仓库核
定库容增至5万吨

本刊讯（建发股份 消息) 9月7日，上海期货交

易所正式批复，同意建发股份全资子公司建发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的纸浆期货交割

仓库核定库容由2万吨增加至3.5万吨。截至目前，公

司旗下纸浆期货交割库的总库容增加至5万吨。

此次期货交割库扩容获批，是上期所对建发物

流在纸浆期货交割业务中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肯

定，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纸浆业务综合服务能力。

恒安集团携手厦门大学，打造E D P成
长计划

本刊讯（恒安 消息) 9月4日，恒安集团中高层管

理者培养项目(EDP）开学典礼在恒安集团总部隆重举

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于李胜，恒安集团行政

总裁许清流，以及许水深、许清池、朱建水、刘莹等

恒安领导出席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双方领导共同启动项目，50位恒安

集团中高层管理者齐聚一堂，正式开启为期一年的学

习之旅。

许清流总裁介绍，恒安集团的使命是“追求健

康，你我一起成长”，这个“成长”包含着集团与员工

共同成长。“随着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发展，为实

现‘百年千亿’的战略蓝图，恒安集团携手厦门大学管

理学院打造中高层管理者培养项目，这将提高恒安集

团内部中高层管理人才的理论知识和管理能力，完成

中高层管理人才认知与思维的突破，为组织发展及核

心人才队伍建设赋能。”

作为恒安集团第一期E D P班长，恒安集团运营中

心副总裁许清池表示，唯变不破，恒变者安，这是恒

安企业发展的哲学。“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恒安不缺

砍柴的场景，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把刀磨得更锋利。

这一次我们这个培训项目为我们提供一个沉淀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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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机，我们还需秉承一个空杯心态，把每一次课程

当做一个学习思考的机会、交流沟通的平台、开拓眼

界的舞台，切实来完成学习培训任务。”

据悉，本次项目由厦门大学管理学院E D P中心与

恒安创新学堂共同设计与执行，项目为期一年。项目

围绕恒安中高层管理团队要突破提升的五个维度开

展教学，共设置“战略型领导力跃迁”、“组织能力跃

迁”、“营销与业务创新升维”、“运营与管理体系升

维”四大核心模块；在教学形式上，根据高管学习的

特点，着重案例教学、课堂互动与研讨等教学形式，

同时以三期阅读营的赋能活动贯穿学习全程。

在一年的时间内，恒安集团中高层管理者培养项

目将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帮助恒安中高层管理者与

经典商学理论体系对话、与优秀管理实践对话、与自

己过往的经验对话，重塑新的商业认知与思维。

玖龙纸业2021财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0.4%，部分浆纸扩张项目延期

据纸业联讯报道 截至今年6月底的2021财年

中，玖龙纸业实现收入人民币615.74亿元，同比增加

19.9%；实现净利润71.01亿元，同比上涨70.4%。

截至6月30日，玖龙纸业制浆（再生浆及木浆）总

设计年产能为85万吨；造纸总设计年产能为1,757万

吨；下游包装厂总设计年产能超过14亿平方米。

据其9月27日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部分项目如期

进展，部分则有所延期。

在所有新项目中，预计最先完成的将是几个浆线

项目，其中包括2022年二季度东莞新增60万吨/年木

纤维产能，重庆50万吨/年的木纤维项目也将在同一

年的四季度投产。而在湖北荆州，2022年三季度将新

增60万吨/年化学浆、60万吨/年高档牛卡纸以及60万

吨/年再生牛卡纸产能。

而有所延期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广西北海新基地，

其中纸机新产能都将延期半年至一年，预计陆续在

2023年四季度至2024年二季度投产。浆线方面，50万

吨/年的本色浆项目将延迟半年至2023年二季度，而

140万吨/年化学机械浆新产能预计将如期在2023年

底释放。

下游包装方面，玖龙纸业计划于2022年一季度

前增加9.7亿平方米包装产能。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玖龙纸业销量达到约

1,650万吨，同比增加7.8%。销量增加主要是由于中

国业务销量增加约120万吨。其中，卡纸、高强瓦楞芯

纸及涂布灰底白板纸销量同比分别增加约15%、3%及

5%，而文化用纸则较上一财年减少约18%。

2021财年销售收入同比增加19.9%，是由于销量

增加约7.8%及售价上升约11.4%。2020年7月至今年6

月，卡纸、高强瓦楞芯纸、涂布灰底白板纸及文化用

纸的销售收入分别占总销售收入约49.9%、21.6%、

20.0%及7.0%，而上一财年则分别为46.4%、21.7%、

18.6%及11.3%。

2021财年，玖龙纸业原料（不包括备件）的周转

天数由2020财年的24天增至约28天，而成品的周转天

数则由16天增至约25天。

会议活动

2021再生纤维利用技术创新发展论
坛在郑州召开

本刊讯（中国造纸杂志社 消息) 9月23-24日，

2021再生纤维利用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在河南郑州隆

重举行。

本届论坛由中国造纸学会再生纤维利用技术专

业委员会主办，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河南造纸学

会、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和或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山东圣普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健华打包机

制造（香港）有限公司、奥地利F M W工业装备公司、

北京恒诚誉科技有限公司协办，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国造纸杂志社和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来自多个省份的造纸协会学会行

业领导，科研院所，造纸企业、造纸装备制造企业的

专家、企业家，废纸贸易公司、废纸交易平台等单位

近250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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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补充。永丰余造纸（扬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佳

峯在“非木纤维发展空间和利用技术”的报告中，分

享了永丰余成功利用多化原料的宝贵经验。

山东圣普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武金

龙在题为“高得率浆废水的处理——M V R蒸发技术

在黑液蒸发中的应用”的报告中，介绍了M V R技术在

高得率浆废水处理中的高效应用。

废纸新政实施后，影响最大的是包装纸板生产

企业。浙江金励环保纸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彩鹏

在“原料结构调整对造纸企业的影响和对策”中，分

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

禁废令实施后，废纸原料短缺困扰行业，如何

高效利用有限的废纸资源广受关注。凯登制浆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姜栋介绍了“再生纤维高

效利用创新技术及其创造的效益”。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制浆与环保技术研发中

心主任苏振华在“废纸制浆过程中废渣的回收及利

用”中，解答了如何回收并利用废渣中的纤维等物质

的难点问题。

自2017年“禁废”新政发布以来，再生纸浆进口

量逐年大幅增加。但由于没有相关标准，再生纸浆

进口及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I S O国际标准注

册专家、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蔡慧博士

对“新政策背景下再生纸浆标准技术要求及应对策

略”进行了解读。

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郑州运达造纸设备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曹春昱首先致

欢迎辞。论坛开幕式由中国造纸学会再生纤维利用

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造纸杂志社社长梁川

主持，她代表主办单位对所有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对协办单位、支持单位表示由衷地感谢！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造纸学会再生纤维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许超峰致欢迎辞。随后，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原主

席、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钱桂敬做了题为“新

形势下我国造纸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之

路”的主题报告。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造纸杂志社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在峰代表再生纤维

专委会秘书处，介绍分享了《2020－2021年度我国再

生纤维利用及装备发展报告》。

上午的主题演讲环节由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张凤山主持。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秘

书长徐媚在“禁废政策全面实施后的深度思考”的

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运达智能研究

院磨浆技术研发中心工艺技术总工许超博士在美国

通过网络连线，做了主题为“i-C T M P高得率制浆新

技术”的报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高得率制浆创新技

术。运达智能装备研究院磨浆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总

裁陈永林分享了“i-CT M P高得率制浆关键设备的创

新与应用“，对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的高得率

关键设备的创新应用进行了精彩介绍。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植物纤维高值化清洁利用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万金泉教授做了“再生纤维处理

及利用技术的困局与发展”的演讲，从学术研究的角

度对行业难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分享。

原料结构多元化，开发秸秆、板材下脚料材等剩

余物的深度利用，是补充纤维原料不足、践行绿色低

碳理念的有效途径。山鹰国际亚太造纸事业部副总

王道林，分享了山鹰国际“高效利用农林剩余物，践

行双碳目标，推动绿色造纸”的经验。

和或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韬做了“废

纸合法合规的资金流动和潜在利用空间”的演讲。

下午的演讲由万金泉教授主持。在纤维原料短

缺的当下，非木浆、化机浆等是行业解决原料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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