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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每年的固定栏目

“年度盘点”，从企业、区域、全局等多个角度

盘点回顾2020年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本期

我们挑选了多家有影响力的制浆造纸企业，这

里面有国企、民企，也有外企。下面就让我们

带您一起回顾一下，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在

必将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一年中，造纸企业

都在做什么？书写了哪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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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Summary

The year of 2020 witnessed continuous global economic declining, with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nd COVID-19 has also left great shadow o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China's activ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andemic prevention performance have become global highlights. Under the severe reces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achieve a major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us achieving outstanding 
results. The industry's leading companies are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o expand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0, the output 
of mechanical paper and paperboard totaled about 127 million tons,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0.8%.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the output of the paper industry not only achieved positive growth, but also exceeded 
the record of 125.42 million tons in 2017, becoming the highest output yea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Among all paper grades, the output of uncoated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increased by 4.70% year-on-year; the output of coated printing paper decreased by 2.93%; the production of 
tissue base paper decreased by 5.41%; the output of box board increased by 6.67%. Paper products output 
decreased by 2.35%, of which the output of corrugated boxes decreased by 3.31%. The output of pulp ( 
including virgin pulp and waste paper pulp) increased by 20.22%.
The operating income of the paper and paper products industry dropped by 2.24% year-on-year. Among them, 
the pulp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reased by 3.96%, the paper industry was down by 4.22%, and the paper 
produ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reased by 0.22%. Total profit increased by 21.24%. Among them, the profit 

of pulp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reased by 32.19%, the 
paper industry increased by 27.65%, and paper produ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up by 13.89%.
In this issue, we selected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including SO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Facing the market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what have the paper companies done 
in 2020 and what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have they 
achieved? Let’s see it together.

P8-P46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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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P47 Walk Stead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view with Mr. Liu Jiantao, General Manager of Zhengzhou Leizhan 
Technology Paper Machinery Co., Ltd.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national 
economic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2017, 
China's pulp and paper machinery suppliers have all taken this 
as their development goal. A group of machinery suppliers 
have emerged that dem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ry to break through key technologies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 Zhengzhou Leizhan Technology Paper Machiner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Leizha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eizhan, CPPI reporter visited Leizhan 
for on-site inspections, and had an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Mr. Liu Jiantao, general manager of Leizhan, to get a close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Leizh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Through visit and discussion, 
Leizhan's development ideas and concept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reporters. Leizhan is now working steady 
to promote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r. Liu Jiantao said that,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ns not blindly slowing, but orderly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nly by gathering energy and practicing 
internal strength, will the company realize long-term development. This may also be the secret of Leizhan's 
continuous customer recognition.

P53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emand for Recycled Paper
AFRY’s experts devoted to paper and its recycling worked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repor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emand for Recycled Paper, which elaborated on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aste 
paper imports, and the evolution of import volumes. Finally, the fiber demand of Chinese market was forecasted. 
Experts proposed that the increase both in China's domestic waste paper recycling and virgin pulp imports will 
help to make up for the fiber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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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 

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提高造纸行业绿色化水平

据《人民日报》报道 制造服务业是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制造业产品竞争力

和综合实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决策部署，加快提升面向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综

合性服务能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聚焦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培育壮大服务主体，加快提升面向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综合性服务能力，

提高制造业产业链整体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力争

到2025年，制造服务业在提升制造业质量效益、创新能力、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重点领域制造服务业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

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制造服务业集聚区和示范企

业。

《意见》指出，从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优化制造业供给质量、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支撑制

造业绿色发展、增强制造业发展活力、推动制造业供应链创新应用等方面，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

发展，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

《意见》明确，开展加快制造服务业发展9大专项行动，包括制造服务业主体培育行动、融合

发展试点示范行动、中国制造品牌培育行动、制造业智能转型行动、制造业研发设计能力提升行

动、制造业绿色化改造行动、制造业供应链创新发展行动、制造服务业标准体系建设行动、制造业

计量能力提升行动等，以专项行动和重点工程为抓手，统筹谋划、重点突破，实现制造业与制造服

务业耦合共生、相融相长。

《意见》要求，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对制造服务业发展的统筹

协调和工作指导。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细化实化工作任务和完成时限，建立高效

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制造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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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

精心组织实施邮件快件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治理

本刊讯（钟华 报道) 3月25日，国家邮政局局长

马军胜主持召开2021年第四次局长办公会，审议并原

则通过《邮件快件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治理方

案》、档案管理系列制度、国家邮政局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行业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推

动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副局长戴应

军、刘君、杨春光、赵民出席会议。

马军胜指出，下一步，要精心组织实施邮件快

件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治理，全力以赴推进

“2582”工程，指导各省局和主要品牌寄递企业

总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工

作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圆满完成治理任务。

要注重多措并举，加强宣贯和培训力度，引导寄递

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规范包装操作。尽快出台

符合行业实际的行业标准，推动寄递企业开展包

装操作规范化建设，形成追比赶超的良好氛围。

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严格按照已有规定

规范包装。要强化依法治理，将专项治理与《邮件

快件包装管理办法》有机统筹起来，坚持一手抓

普法，一手抓执法。注重发挥处罚案例的警示作

用，切实起到处罚一起、警示一片的作用，提升依

法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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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一年半时间，签约投资1500亿元、产能3000多万吨

本刊讯（黄永平 报道) 经收集整理，自2019年7

月至2020年12月一年半时间，太阳、金桂、玖龙、理文

等八家国内外制浆造纸企业巨头纷纷在广西北海、防

城港、崇左、来宾等6市8个地方共投资1500亿元，产

能3010万吨建设制浆造纸项目（见表1）。

目前，太阳纸业、玖龙纸业、建晖纸业等几家企

业已在完成环评及前期工作后，陆续破土动工。项目

建成投产，广西大步跨进了纸业大省（区）行列，真正

成为“林浆纸一体化”的典型。

为什么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外造纸巨头纷纷投资

广西？

第一，丰富的木材资源，为招商引资打下了坚实

基础。据2020年末统计，全区森林面积达1485.0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62.5%，居全国第三位，活立木蓄积

量9.34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8.92亿立方米，商品木

材产量3600多万立方米，占全国商品材产量近40%，居

全国首位。其中速生丰产桉树产量达2800万立方米，

约占全国商品材产量的30%。“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和先进的造林育林技术，培育的桉树种植后3、4个月

郁闭成林，5、6年后纤维成熟可采伐利用，为制浆造

纸提供充足的原料，广西用占全国7%的林地面积生产

了全国近30%的商品材。2018年国家林业局又把广西

列为国家储备林示范省（区），后备资源更有保障。在

市场经济的今天，谁拥有资源，谁就有市场竞争的优

势。

第二，外资企业树立了榜样。印度尼西亚的金光

集团广西金桂林浆纸有限公司、芬兰的斯道拉恩索

（广西）浆纸业有限公司于上世纪末陆续进入广西投

资造林建厂，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两家外资公司分

别实现造林9.3万公顷和8万公顷。与此同时，金桂林

浆纸公司的75万吨浆、100万吨纸，斯道拉恩索（广

西）浆纸公司的45万吨高档包装纸、20万吨化机浆项

目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建成投产，取得较好经济

效益，树立了榜样，起到了“筑巢引凤”的效应。

第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吸引外来投资。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推进工业振兴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2020年全区制造业发展攻坚突破实施

方案》及《广西招商局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实施细则》

等文件。顶层设计为制造业鸣锣开道，鼎力支持，推进

了广西纸浆造纸的发展。

投资企业

太阳纸业

广西金桂

理文造纸

建晖纸业

玖龙纸业

亚太森博

理文造纸

仙鹤股份

合  计

签约时间

2019年7月

2019年

2019年9月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020年4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

230

100

100

130

320

200

300

120

1500

350

255

100

360

795

300

600

250

3010

北海

钦州

崇左

梧州

北海

北海

防城港

来宾

总投资

/亿元

项目产能

/ 万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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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签约广西的造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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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三五”，展望新未来 

山东省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

走访活动持续进行

本刊讯（李玉峰 赵琬青 宋雯琪 李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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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组织开展主题为《辉煌

“十三五”，展望新未来——山东造纸机械自主装

备创新成果专题报道》。在促进国产装备发展的同

时，对于国内外造纸企业加深对山东国产创新装备的

了解、更好地进行设备选择等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3月10日-30日，由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张洪成、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秘书长刘德新带队，已先后考察

走访了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晟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原山东省第二轻工业机械厂）、山

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

机械有限公司、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凯

信重工有限公司、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山东海

天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和滨州东瑞机械有限公司等企

业。

目前，山东省造纸装备自主创新成果专题报道走

访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欢迎企业自荐。专题详细

报道也将在近几个月的《中华纸业》杂志上刊出，并

在有关新媒体、网站上同步报道。

山东
山东造纸装备

现场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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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瑞重工《磁悬浮鼓风

机》、《磁悬浮真空泵》科技成

果鉴定会在京成功举办

本刊讯（李玉峰 报道) 3月27日，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在北京组织并主持召开了由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

司等校企单位共同完成的《磁悬浮鼓风机》、《磁悬

浮真空泵》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由中国轻工

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教授、中国工程院

陈蕴博院士等国内知名专家及用户代表组成。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胜院士向参

加鉴定会的专家介绍了项目研发背景及创新研发情

况。各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磁悬浮鼓风机、磁悬浮

真空泵技术研发过程和取得的成果。

鉴定会专家认真听取了项目完成单位的汇报，审

查了相关技术文件，经过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天瑞

重工自主研发的《磁悬浮鼓风机》和《磁悬浮真空

泵》两项技术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

定，并建议进一步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山东天瑞重工研发的磁悬浮鼓风机和磁悬浮真

空泵两项技术，具有多项自主研发成果，经用户使用

证明两项技术节能30%以上，噪音由120分贝降低到80

分贝，在造纸行业应用效果非常显著，对促进造纸以

及其他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北京
山东天瑞重工

鉴定委员会专家认真听取项目完成单位的汇报

山东天瑞重工董事长李永胜（左）和中国工程院陈蕴博院士
（中）、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教授（右）合
影留念

现场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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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铜版纸厂选择部分停产
 步入4月份，文化纸行业迎来新的停机潮，APP金

光纸业、晨鸣纸业、太阳纸业、华泰纸业纷纷发布通

知称，由于市场需求热点不一，4月份将通过停机或转

产的方式减少铜版纸产能。

 A P P金光纸业：金东1号铜版纸机转产纯质纸6

天，减少铜版纸产能1万吨；金海安排4月中旬停机6

天，减少铜版纸产能2万吨。

 晨鸣纸业：调整市场规划，增加海外投放1万

吨，因春季例行检修，铜版纸机停机5天。

 太阳纸业：为更好满足客户需求，32号机4月1日

-4月30日停产工业用纸30天，生产双胶纸；24号机自4

月9日-4月18日停产铜版纸10天，生产双胶纸。

 华泰纸业：为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4月份对铜版纸纸机停机检修5天。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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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 M I为51.9%，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

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P M I位于荣枯线

以上，景气面较上月有所扩大。

86.57万t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生活用纸出口量为

86.57万t，同比增长11.12%；但出口金额为225567万

美元，比上年下降13.30%。生活用纸产品出口整体呈

现了量升价跌的趋势，出口平均价格对比2019年下降

21.97%。

117.06万t

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20年我国

具有一定规模企业的人造板饰面专用原纸总销量约

117.06万t，同比增长1.81%。

2884.74亿元

中国包装联合会公布了2020年全国包装行业运

行概况，纸和纸板容器制造业完成累计主营收入

2884.74亿元，占包装行业总收入的28.66%，同比下滑

2.53%；累计利润总额144.25亿元，占包装行业总利润

的23.63%，同比增长3.99%。

数据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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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万金泉教授当选国际木材

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IAWS）

2 0 2 1 年 3 月 1 0 日，国 际 木 材 科 学 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Wood Science)

通知，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万金泉先生当选为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

(Fellow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Wood 

Science)。

晨鸣集团董事长陈洪国荣膺“2020山东十

大财经风云人物”

3月6日，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经济导报社、山东省宏观

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十八届(2020)山东财经

风云榜”榜单在济南揭晓，晨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洪国位居榜首，荣膺“2020山东十大财经风云

人物”。

江河纸业董事长姜博恩入选焦作市第

十一批市管专家

日前，中共焦作市委办公室印发《中共焦作市

委、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命名焦作市第十一批市管

专家的决定》，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姜博恩荣耀上榜。

银鸽投资口罩生产班组荣获“漯河市五一

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3月4日，从漯河市女职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会上传来喜讯，银鸽六基地口罩生产班组被授

予“漯河市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徐州天元纸业因大气污染被罚39万元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处罚决定

书，对徐州天元纸业有限公司存在大气环境污染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三条第三项，处以罚款39万元。该公司篡改、伪

造自动监测数据，涉嫌环境污染犯罪，2020年7月24

日，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该

公司孟某等3人被刑事拘留，该案件已进入法院审

理阶段。

浙江抽检纸吸管，部分产品不合格

浙江省消保委近期对杭州市肯德基、喜茶、

星巴克、茶百道、蜜雪冰城等10家奶茶饮品实体店

提供的纸质吸管进行采样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部分纸质吸管产品存在

高锰酸钾消耗量超标、耐温性能不合格的问题。

据悉，两家相关饮品企业已对问题批次纸质吸管

的生产厂家(山东日照东方缘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做出处理。

重庆市监局：3批次瓦楞纸箱产品抽查

不合格

3月16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通

告。抽查28个区县的111家生产企业的125批次瓦楞

纸箱产品，经检验，合格122批次，不合格3批次，不

合格发现率为2.4%。不合格企业为重庆壁华包装、

重庆金楠包装和重庆涪陵区雅哥包装。

浮沉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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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speci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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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策划：本刊采编部  李嘉伟

年度盘点
企业篇

2
020年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撕裂事件频发，突发的新冠

疫情更是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中国积极改革开放、防疫抗疫，成为全球亮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制浆造纸产业负重前行，在上半年严重衰退的形势下，全行业

上下游齐心协力，御风前行，在下半年实现了发展大逆转，成绩斐然，行业头部企业更

是抓住机遇，持续在国内外市场扩张，强者越强的格局已然形成。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12700.63万

吨，同比增长0.8%。在全年疫情的冲击下，造纸行业顶住国内外压力，产量不但实现

正增长，更超过了2017年12542万吨的记录，成为建国以来产量最高的年份。其中，未

涂布印刷书写用纸产量同比增长4.70%，其中新闻纸产量同比降低6.70%；涂布类印

刷用纸产量同比降低2.93%；卫生用纸原纸产量同比降低5.41%；箱纸板产量同比增

长6.67%。纸制品产量同比降低2.35%，其中瓦楞纸箱产量同比降低3.31%。全年，全

国纸浆（原生浆及废纸浆）产量同比增长20.22%。

全年，造纸及纸制品业营业收入同比降低2.24%。其中，纸浆制造业同比增长

3.96%，造纸业同比降低4.22%，纸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0.2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1.24%。其中，纸浆制造业同比增长32.19%，造纸业同比增长27.65%，纸制品制造

业同比增长13.89%。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每年的固定栏目“年度盘点”，从企业、区域、全局等多

个角度盘点回顾2020年我国造纸行业的发展。本期我们挑选了多家有影响力的制浆

造纸企业，这里面有国企、民企，也有外企。下面就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一下，面对新

冠疫情的影响，在必将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一年中，造纸企业都在做什么？书写了

哪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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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国际贸易摩擦及严峻的金

融形势等不利因素，在陈洪国董事长的坚强带领下，晨

鸣集团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升管理为主线，真抓实

干，开拓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年完成浆纸产量、

实现销售收入、利税、利润，同比分别实现较大增长，企

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晨鸣相继荣获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财富》中国500强、中国造纸

企业20强第一位、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等多项

殊荣，继续引领行业发展。

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2020年以来，面对突然袭来的新冠疫情，晨鸣集团

在陈洪国董事长的带领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

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力以赴

做好集团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支援疫区等各项工作，

确保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用实际行动履行民

族造纸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积极响应，全面部署。为提高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

能力，晨鸣集团第一时间召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

成立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晨鸣集团关于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以总裁为组长，

对各级单位的职责进行了划分，并明确管理职责，要求

各单位严格按照上级疫情防控要求，确保上下联动，形

成防控工作合力，积极做好联防联控，确保防控精准到

位。

同时，公司积极采取“五落实、三坚持”，细化制定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做到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

不误”，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地区，集团两大子公司

武汉晨鸣、黄冈晨鸣，公司内未出现任何一例新冠肺炎

感染者。

全员防疫，科学防控。抗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公

司注重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把干部员

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一是建立工作人员

健康监测制度，各单位均设立体温检测站点，每日对工

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对上下班员工测量体温，对

外来人员实名登记；二是要求全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上

岗，为员工提供洗手液、酒精等防护物品；三是实行员工

分散就餐制度，不允许餐厅聚餐，对餐具实行严格的消

毒措施，发放一次性水杯并做好标记，预防交叉感染；

四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时调整员工上班时间，在保

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严密防控疫情；五是组

织消毒工作，对员工密集的办公室、操作室、会议室等区

域定时消毒，并做好记录备案。

积极捐款捐物，彰显责任担当。在疫情肆虐之时，晨

鸣集团在董事长陈洪国的号召下，积极捐款捐物，一次

晨鸣集团：

聚势而为 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 特邀通讯员  冯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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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直接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专项用于湖北

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子公司向所在地党委政府累计

捐赠价值468万元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助力打赢防控疫

情阻击战。同时，集团党委向全体党员发出倡议，动员全

体党员自觉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洪国带头捐款，个人捐款50万元，集团班子成

员、直属各支部书记迅速响应，全体党员积极参与，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和担当。短短几天时间，集团

干部员工累计捐款372万元，其中党员捐款111万元。疫

情无情，晨鸣有爱。2020年全年累计捐款捐物1300余万

元，用实际行动支援防控一线，彰显“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大爱精神，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加强宣传，全员覆盖。公司注重加强有关政策措施

宣传工作，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利用BPM办公平台和微

信工作群等方式，及时下发各类防控文件30余次，将中

央、省、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位员工，在厂区悬挂宣传横幅或宣传

栏张贴，每天及时转发通报中央权威媒体相关信息，并

在各单位微信群中转发，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

人民战争。

创新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取得新进步

一年来，晨鸣集团不断加强管理创新，切实提升管

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各项工作效率及质量显著提

升。  

一是科学调整组织架构，提出新的管理理念，创新

企业管理模式，进一步精准掌握企业有效管理幅度，调

整后的组织架构层级更加明晰，工作更加理顺，更有利

于职能发挥和部门协同，做到人员的合理使用、资源的

优化配置，对工作效率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全面梳理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进一

步发挥制度引导、激励、惩戒、约束等功能，切实提高科

学管理水平和工作效能。根据治理机构及组织架构，公

司采用360°绩效评价方法，对高层领导和治理机构成员

建立了完善的考核及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完善的考核、

评价和改进体系，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有效地提高了领导企业科学发展的能力水平，积

极推进了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成效，促进

经营业绩持续提升。同时，有效保障了广大干部、员工能

够团结协作、廉洁从业，进一步激发了干事创业的激情，

为企业持续健康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集团董事长亲自指导各部门制定部门工作方

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和重点，将企业发展目标更加

清晰、明确地进行分解和实施，激发内在活力和创造力，

切实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力推动企业发展。

三是加强团队建设，建立公平公正用人机制，实行

干部竞聘上岗制度，提拔晋升127人，优化淘汰51人；组

织技能等级评定，评出高级技术人才47名、中级技术人

才314名。通过以上措施，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公平、公

正、公开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进一步激发了团队工作

积极性。

积极开拓市场，销售工作实现稳健运行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销售团队坚决

贯彻“精于市场运作、坚持结构调整、严控业务风险、全

面提升管理”的工作方针，积极运作，精心谋划，迎难而

上，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结合企业实际，借鉴竞厂先进经验，通过优化

渠道、重点客户战略签约等措施，规范有序推进市场建

设。管理区定期召开客户交流会，积极运作市场，坚定

维护市场秩序，增强客户信心；完善渠道建设，积极进

行重点客户签约；发挥生产基地布局优势，增加近距市

场销售。通过以上措施，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销售和服务

网络，形成更加完善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营销格

局。

二是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效

益品种销售，在确保产销平衡的前提下，下半年审时度

势，迅速扭转价格低位局面，着力提升企业效益。

坚持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晨鸣集团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

提升技术和质量管理水平，推动公司高利润产品生产和

工艺优化，加强原料优选，进行新原料与新技术的研究

论证，有效确保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

一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科研投入，积极调整

产品结构，加强新产品的开发力度，组织生产适销对路

的新品种，重点生产了高克重白卡纸、高档黄防纸、餐巾

纸等高效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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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积极进行新原料和新技术应用，2020年进行

原料优选小试、中试共计76项次，其中3项取得理想

效果；完成商品浆检测、自制浆抽检、纸样纤维分析、

生产过程检测分析及试验等600余次，为生产提供技

术支持。

三是授权专利38项，申请专利27项，其中造纸变

性淀粉领域内发明专利1项，实现零的突破，为高企

认定打好专利基础；完成“高档书卡原纸技术开发”

等26项企业自立项目，为财务部门科研费列账创造条

件；获得2020年山东省技术创新奖优秀新产品、优秀

新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

坚持绿色发展，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

晨鸣集团秉承绿色发展、环保先行的理念，始终

将环保作为“生命工程”来抓，先后投资80多亿元用

于环保工程，配套建设碱回收、中段水、中水回用等

工程，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全面开展环保治理，积极

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实施节能减排，走上绿色、清洁、

低碳发展之路。2020年继续加大环保投资，在山东寿

光、广东湛江、湖北黄冈等地子公司配套建设投用了

中水回用膜处理项目，采用制浆造纸行业首创的膜过

滤、膜渗透工艺，中水回用率由目前的40%提高到75%

以上，在减少污水排放的同时节约了大量清水资源，

每天可节约清水17万立方米。同时，积极采用污水零

排放技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浓度水处理工艺，

实现机械浆废水零排放，切实扛起了环保主体责任，

使各项环保指标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行业地位优势明显，继续引领造纸行业发展

作为中国造纸行业龙头企业，目前晨鸣已形成年

产浆纸产能1100多万吨。晨鸣大规模集中生产经营

模式，在原材料采购、产品定价、行业政策制定等方

面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面对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市场跌宕起伏等严峻形势，晨鸣按照“聚

焦主业、做强实业”发展思路，全力打造企业核心竞

争优势，走上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以

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浆纸一体化优势明显。国内有五大浆厂，晨鸣拥

有湛江、黄冈、寿光三家，木浆产能最大、超过430万

吨，是全国唯一木浆自产自足、浆纸产能完全平衡的浆纸

一体化企业，在同行业中生产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

技术装备水平世界领先。拥有全球单机产量最大、工

艺装备最先进的十余条造纸生产线，目前纸幅宽度11米以

上的纸机全球有4条，晨鸣就拥有其中3条，确保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

产品品种最多最齐全。产品涵盖文化纸、白卡纸、铜版

纸、热敏纸等系列，在行业内品种最多、最齐全，主要产品

市场占有率均位于全国前列，其中文化纸、静电纸市场占

有率第一，白卡纸、铜版纸市场占有率第二。

产业布局合理。在华南、华中、华东和东北均建有生产

基地。运输半径合理，产品配送服务快捷高效，大大降低

了运输成本。

下一步，晨鸣集团将重点建设中部地区湖北黄冈晨鸣

生产基地，以最高的标准建设为世界一流浆纸生产基地，

项目完成后，晨鸣集团将实现北有寿光、中有黄冈、南有湛

江的三大浆纸一体化生产基地的战略格局，推动晨鸣集团

全产业链战略全面升级，进一步夯实公司在造纸行业的龙

头地位。

摘得多项桂冠，赢得社会广泛认可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晨鸣

集团积极开拓、奋发进取，全面做好稳运行、促增长、调结

构、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一

致好评。

晨鸣先后荣获中国企业500强、《财富》中国500强、中

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中国造纸企业20强第1位、中

国轻工业二百强企业第九名、山东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

山东省企业100强、中国实体经济TOP300、鲁企300强、环

境社会责任企业、潍坊市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等多项荣誉

称号。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站在“两个

大局”交织、“两个百年”交汇、“两个五年”交接的关键时

刻，晨鸣集团将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为己任，继续坚持聚

焦主业、做强实业，充分发扬“发现问题、迅速解决”的企

业作风，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整体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浆纸一体化全产业链优

势，努力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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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形势，

全体太阳人齐心协力、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战疫情、保生产、调结构、强营销、上项目、夯基础，

在危机中抢抓机遇，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竞争中创新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开创了

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目标，推动公司实现了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企业经营发展“双胜利”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体太阳人团结一心、快速反应、守望相助，公司把员工的生

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太阳力量。公司完善应急机制、成立疫情防控专

班，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确保了企业的有序经营和一万多名员工的身体健康，夺取了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的“双胜利”。生产人员积极调整工作班次，确保了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销售人员第一

太阳纸业：

风劲帆满图新志  砥砺奋进开新篇
⊙ 特邀通讯员  宋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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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奔赴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采购人员积极协调原材物料，保证原料供应充足；物流人员

加班加点，实现了货物畅通；消防保卫顶风冒雪，严守第一道防线……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太阳纸业和集团公司一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无偿捐款1000万元并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防疫

物资，全体党员自发自愿捐款8.7万元，为老挝防疫捐款捐物，为抗击疫情贡献了太阳力量，荣获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殊荣。

坚持创新驱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始至终都是推动公司各项工作发展的一条主线。2020年，公司创

新工作硕果累累：年初，太阳纸业与中国工程院陈克复院士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制浆造纸清洁生

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技术成果，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

中国造纸行业在环保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建国以来山东造纸行业获得的第一

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年底，“高纯度生物质纤维素清洁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中

国工业大奖表彰奖”，是获奖企业中唯一一家造纸企业。这个项目是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根

本上解决“石化资源”短缺的关键项目，是落实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要求、实现传统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引领项目。过去一年，公司还申请了23项国

家专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和其他多个技术创新奖励。在生产上，我们不断推出适应

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的产品，比如高级美术纯质纸、数码喷墨打印铜版纸、本色食品包装纸等一

批差异化、高质量的产品，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按下生产“快进键”，全力做好政治书籍领域、中

央重点党刊、国家统编教材、高等教育教材等纸张供应工作，受到市场一致好评。

高质高效推进新项目建设，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公司有6台纸机相继投产，颜店39号、40号机，生活用纸41号、42号机，

老挝1号、2号机，都是提前一次性开机成功，彰显了太阳速度，创造了公司有史以来开机速度最

快、效率最高、频率最集中的新纪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老挝公司项目也得到了老挝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现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老挝总理的通伦，于2020年10月

23日莅临老挝公司考察指导，对公司的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希望。这些新的

发展动能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最先

进的技术、最先进的工艺，融入数字化、智

能化、集约化等新兴技术，它们的成功投产

和顺利建设，使公司“三大基地”的战略布

局初步形成，公司的产品覆盖面将更广，市

场影响力将更大，使企业的发展后劲更足、

动力更强，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强化人才梯队建设，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老挝80万吨高档箱板纸生产线PM1、PM2相继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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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不可复制

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党委坚持用“政

治引领”掌舵发展方向，用“组织引

领”管控大局，用“文化引领”激发活

力，用“人才引领”贯通“三向培养”

激发管理动能，形成了党建工作和生

产经营工作的一体化运行新格局。

去年，公司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持续

发力，竞聘选拔了76名年轻干部调整

充实到重要岗位，吸引了100多名优

秀高校毕业生共创未来。有8人当选

济宁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1人被

评为济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165人获得内部职称聘任。在去年的山东省造纸行业第二届职工技能竞赛上，公司11名参赛人员

全部获奖，前三名中公司占据了两席，展示了太阳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整体来看，公司人才队伍的

活力更足、结构更优。

夯实三大“生命工程”，筑牢企业发展根基

多年来，公司始终把安全、环保、质量作为“生命工程”来抓。安全上“家企相通”“孝立安全”

的文化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环保方面在成功入选“国家绿色工厂”的基础上，全面完成了环境治

理三大攻坚战任务和节能减排目标，全盐量完全达到国家标准，固废减量化、资源化达到业内最

好水平。质量方面，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

布”活动上，太阳纸业以82.4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2020年中国轻工（不含食品）行业品牌价值排行

榜第十五位，凸显公司品牌价值。“2021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发布了2020中国企业信用500强

榜单，公司信用指数在造纸行业中位列第一，品牌、信用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

增强数字化工作，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数字化是未来的大趋势，是公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太阳纸业充分利用数字化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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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林系统进一步优化，一卡通实

现推广使用，老挝箱板纸在涂系统、代管仓等项目成功上线，加快了公司数字化管理进程，让员工

工作的更愉悦、更轻松，实现了企业和员工双赢。

新的一年，是太阳纸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公司浆纸产能将站上千万吨的

新起点，“三大基地”的战略布局将初步形成，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将全面开启。太阳人将发

扬“斗罢艰险再出发”的精神，把成绩当起点，以归零姿态踏上新征程，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打起精气神，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严防各种风险挑战，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情，为造纸产业更好地实现行稳致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不断开创行业

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颜店太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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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跌宕起伏、继往开来的重要一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造纸行业遭受到原料短缺、新媒体冲击等诸多挑战，

特别是由于禁止废纸进口造成国外新闻纸低价向国

内倾销，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严峻考验。华泰集团深

入贯彻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发扬华泰人创业45年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拼搏精

神，迎风而上，化危为机，应对挑战，确保“三强三优

三新三领先”，实现了公司稳中有进、向上向好发展。

2020年，华泰集团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75名、中国

民营企业第95名、山东民营企业100强第6名，上榜中

国轻工二百强第11名，位居造纸行业前三。

华泰集团：

拼搏实干 奋勇争先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 特邀通讯员  任爱丽

党建引领，“三强”引擎释放发展活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华泰集团作为全国创先

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就业先进企业，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发展过程中把强基固本作为重

中之重，从“内修外炼”强身健体上下功夫，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强、作风强、队伍强推动企

业健康发展。

一是“党建强”筑牢“战斗堡垒”。华泰集团传承

红色基因，将党建工作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按照

国家大政方针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各级党委的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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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企业发展。2020

年6月，公司成立了全国第六家、山东省首家非公企业

党建学院，利用学院教育培训资源，开展理论教学、

现场教学和研讨交流，不断提升职工思想政治建设水

平，已举办16期培训班次、培训职工900余人。同时，

成立了以全国劳模个人名字命名的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室——“李建华党建工作室”，以非公企业党组织和

党员为服务对象，实施“星火培养工程”，有效增强了

非公企业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依托两大阵地，公

司在深化提升企业党建水平的同时，推动党建工作与

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同步提升，筑牢了企业发展的“战

斗堡垒”。

二是“作风强”夯实“思想根基”。“廉政加勤政，

企业无不胜”，这是华泰集团长期坚持的制胜法宝，

领导班子始终坚持廉洁勤政的工作作风，把争创世界

一流企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深入践行“眼往下看、

脚往下走、劲往下使、心往下想”的“一线工作法”，时

时处处在“带”字上做文章。上项目，领导班子带头发

扬“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吃住在项目建

设现场；搞生产，领导干部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节

假日不休班，处处身先士卒，为职工作表率；抓管理，

敢于打破歪风邪气，治理不正之风，廉洁拒贿，常抓

不懈。在2020年度公司表彰大会上，公司对30个先进

集体、61名先模人物和100余名廉洁拒贿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带动形成了文明正气新风，形成了积极向上

的正能量和凝聚力。

三是“队伍强”锻造“钢筋铁骨”。公司深入开展

人才培育和技术升级工程，2020年5月份，与东营科技

职业学院联合成立了华泰产业学院，探索实践精准对

岗双向培训模式，增强职业培训实效性和针对性。利

用魏国华劳模创新工作室、张凤山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刘燕韶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三大职工创新平台，突

出特色培训、实战培训，全员当老师、全员当学生，已

组织培训200余场次，培训1600余人次，先后培养出

21名各级首席技师和150名技术骨干。2020年，公司先

后开展了造纸工、电工、锅炉工、印刷工、质检化验、

信息化等各系统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活动，华泰职工在

山东省造纸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第一名的好成绩。公

司通过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比武等活动，不断提

高职工的技能水平，把公司打造成为造纸专家、行业

精英、技术大拿云集的人才高地，锻造出引领行业发

展的“钢铁队伍”。

管理改革，“三优”模式促进提质增效

面对多层次、多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等发展实

际，围绕公司未来持续扩大投入增上绿色生态制浆、

绿色新材料、印刷替塑包装等大发展、大规划，华泰

集团深入开展企业管理改革，创新合作机制，运用大

数据、互联网、云平台，推动“信息化+金融”战略，加

快形成管理机制、信息科技、强强联合的“三优”模

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一是优化财务管理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020年3月25日，克服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华泰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这是华泰集团发展史上的

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公司将通过资本运营为集团的大

规划、大发展“保驾护航”，将开启快速发展新模式。

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以加强资金集中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客户提供财务管理

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打造“资金结算、资金归

集、资金监控、金融服务”四个平台，围绕公司总体发

展战略，一方面充分发挥内部结算、内外融资、资金管

理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资

金风险，降低财务成本，为成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整合“物流、商流、信

息流、资金流”，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供应链的上下游，

助推集团公司转型升级。

二是优化智能管控水平，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作

为全国第一批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全国两化深度

融合示范企业，华泰集团着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

深度融合，通过与用友、浪潮、A BB等大型软件、电子

公司进行合作，实现了全集团财务业务一体化、订单生

产集成化、客户和供应商协同化、生产与管理对接数

字化，位于全国六大造纸基地的配电系统实现了全程

移动在线“监控”，形成了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

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2020年公司投资1600万元建

设的“智能化一站式服务管控项目”，借助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产品制造全部网络化、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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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化，项目全面实施后，产品技术水平可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每年预计可增加产值8600万元。项目将

形成造纸行业流程标准化集成产品，实现流程制造的

精益化、集成化、协同化，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具

有显著的行业带动作用和示范意义。

三是优化战略合作机制，“强强联合”携手共赢。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顺势而为，与上下游产业

链合作伙伴 “抱团取暖”，推动战略合作，通过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叠加效应。2020年10月，“华泰

铸魂”品牌发布会举行，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省印刷物资有限公司、河北文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河南新华物资集团等四家单位与华泰集团进

行了签约；11月，中国报业物资供应年会在华泰成功举

办，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十二家

单位先后与华泰集团签约；12月，与中轻集团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纸张供需，废纸浆、再生纤维

等产品合作研发与引进，纸张质量检测，工程设计与

总承包，制浆造纸智能装备与智能物流系统、工业互

联网等方面不断拓展合作；同月，与山东财金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投资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资产

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

产业调整，“三新”体系加速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重在“实”，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关键

在于创新。华泰集团始终把改革创新摆在公司发展全

局的重中之重，围绕让每张纸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目

标，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实施产业间延伸融合，进行产

业渗透、产业重组，形成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

应链相通、物流链相融，形成新格局、发展新产业、打

造新模式，重塑价值链升级新路径，推动传统造纸向

新兴经济转型升级。

一是改造提升造纸主业，激活发展“新动能”。华

泰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基地，受新媒体冲

击、禁止废纸进口等影响，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公

司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对造纸主业进行改造升级。通

过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及技术推动“一台纸机+多元产

品”的“智能制造”模式，已经完成了五条150万吨产

能新闻纸机线的改造，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新闻纸、文

化纸、铜版纸、特种纸、包装纸五大龙头生产基地。

今年，公司还将继续投资20亿元，对现有3条新闻纸

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扩大高档文化纸、包装

纸产能，抢占新兴市场份额，推动造纸主业健康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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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二是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发展战略“新产业”。

造纸原料短缺是造纸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公司依

托今年荣获的“混合材高得率清洁制浆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研项目，计划投资60

亿元，增上35万吨机械浆、70万吨化学浆两大项目，

产品以满足集团公司自用为主，主体设备全套从芬

兰、奥地利等国家引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35万吨机械浆项目计划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70万吨

化学浆项目力争下半年落地动工。该项目将充分提高

国内废纸、木片的利用率，在为国家节能减排的同

时，充分提高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三是拉长上下游产业链，全面形成“新格局”。

在已经建成全国最大的盐化工生产基地的基础上，

公司将投资100多亿元，发展海洋化工产业，加快建

设年产16万吨环保型生物基纤维、年产20万吨电子

级环氧树脂等六大项目，力争到2030年建设成为全

国最大的绿色新材料产业基地。依托印刷和包装产

业，规划建设综合文化产业园区，进一步扩大现有产

能、提升产业层次。计划投资3.2亿元，建设印刷发

行园区、包装产业园区和新材料新产品开发园区3个

产业板块，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税3800

万元。同时，抢抓国家限塑令政策机遇，与全球著名

的台湾新浦乐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同投

资2500万美元，建设可降解耐热型聚乳酸新材料项

目，生产替代塑料制品的一次性餐饮用品、无毒环保

婴童用品，为集团培植新的增长点。

科技赋能，危中寻机领先发展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挑战，华泰集团把科

技创新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坚定

“四个自信”，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创

新，推动企业领先一步，快速发展。

一是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环保领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华泰集团始终坚持“环保是企业的生命

工程”，针对造纸行业环保治理难题，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公司投资40多亿元进行综合治理，对废渣、废

灰、废水、废气等全部进行回收利用，通过废物回收

利用构建起“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循环

生产链。2020年以来，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渣焚烧综合

利用工程、循环水利用工程、焚烧炉烟气超低排放项

目相继投入应用，打造了天更蓝、水更绿的绿色生态

环境，在同行业、同地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下一步，公司还将计划投资4亿元，实施污水深度处

理、中水回用等治污项目；更大力度推进节能减排，规

划实施热电热能回收利用等项目，实现环境保护信息

化、发展模式绿色化。

二是攻关高端科研，勇攀行业高峰。科技创新是

企业的第一生产力，华泰集团每年投入上亿元用于科

技研发，建设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CNAS认可实验室、泰山学者

岗等七大科研平台，与华南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产学研

合作关系。2020年，公司一举荣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

奖，其中“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及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是造纸行业时隔20年唯一的一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多年来，公司领先同行业取

得了六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主导或参与了26项国家标

准制定，承担了“世界最轻”新闻纸等30多项国家级

重点项目的科技研发，领先的科研技术水平走在国际

国内同行业的前列。

三是推动产品创新，保持品质领先。受疫情影响，

市场竞争压力大。华泰集团化危为机，抢抓机遇，掀

起产品创新革命，先后开发了防水砂纸原纸、不锈钢

衬纸等20多种新产品，实现产品“提档升级”，成为引

领市场的风向标。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统编三科教材

共同行动计划”，积极配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要求，

领先同行业研发并生产“华泰铸魂”品牌教材专用纸，

“用最好的纸印最好的书”的理念得到广大同行业及

印刷厂的认可，产品将为全国2.8亿学生换上新书。

奋进新征程，整装再出发。站在“十四五”开局之

年，华泰集团将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坚定信念，继续奋斗，以滴水穿石的韧劲，以时不我待

的精神，拼搏实干，争当先锋，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向着“千亿华泰”的梦想，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高

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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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亚太森博坚持客户

导向，依托现代化、规范化管理模式，采用国际先进的

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并通过引进精益管理，深挖内部潜力，在技术上不

断创新，实现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2020

年，尽管面临疫情管控、木浆价格低迷以及环保攻坚等

多重压力，我们通过优化挖潜，不但挺过了最困难的一

年，冒着史上最冷的严寒，提前完成大修，而且运营各方

面都再创新高：浆、纸板产量双双完成年度目标，特别

是纸板打了翻身仗；码头卸货量和卸货效率双双创新

高；浆质量合格率达顺利完成99.1%的目标；实现浆线能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站在2021年的起点，回

眸亚太森博人携手走过的这一年，我们心潮澎湃，感慨

万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冲击，亚太森博不忘初心，在“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

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业”理念的指引下，持续推进

高质量发展。

生产发展谱新篇

2020年，亚太森博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实现了不停

工、不停产、不裁员、不降薪、不降低福利，保证了公司上

下游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穿云越霾终有径  乘风破浪正当时
⊙ 特邀通讯员  贺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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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电力的自给自足……

亚太森博生产经营成就得到了2020年前来公司考

察调研的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刘强、于国安、任爱荣、孙继

业及日照市委书记张惠等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日照市

委、市政府及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管委均授予企业

年度“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

实现浆纸纤垂直一体化

2020年，亚太森博世界领先的莱赛尔纤维生产

线顺利投产、研发中心成立。莱赛尔纤维项目是山东省

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和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示

范性项目，项目的顺利投产，标志着亚太森博从“浆纸一

体化”向“浆纸+浆纤一体化”的成功转型升级，为企业

带来新的增长点。

莱赛尔纤维是一种完全天然可降解的植物纤维，

被称为“21世纪的绿色环保纤维”，原材料来自可持续

管理的种植林。工艺中使用的有机溶剂可完全回收循

环使用。整个生产过程全闭环，仅仅需要使用极少的化

学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化学品的使用和排

放，与浆纸及纤维产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全一

致，有利于行业的技术和产品升级。

新的莱赛尔纤维生产线和全球研发中心投用，实现

了林浆纤行业升级跨越，提升了企业综合竞争力，也将

带动企业周边地区纤维素纤维、特种纤维、纺织、无纺

布、服装面料等产业集群的发展，助力日照成为生物基

新材料产业基地。

科学抗疫显担当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

及，但亚太森博还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紧急召开防疫

专题会议，成立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应急保障机制，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组织各部门全面调查员工动向、

通过微信小程序发放调查问卷等，收集和了解员工出行

及健康情况，特别是针对重点疫情发生地员工，进行详细

排查、摸底，实时记录状况，全程跟踪。从春节前疫情爆

发到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公司克服各种困难，除计划性停

机检修外一直坚持连续生产，实现了满负荷安全稳定运

行，将新冠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疫情伊始，各地防疫物资缺乏，亚太森博勇于担当，

迅速行动，成为“逆行者”。在坚持24小时全力生产的同

时，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调整工艺，生产次氯酸钠消毒

原液，无偿向全市捐赠，累计向全市捐赠1300多吨次氯酸

钠消毒液原液(可制成13万吨实用消毒液)。日照市大部分

社区、乡镇、卫生院、养老院、学校、高速公路入口等公共

场所，以及口罩生产工厂等都用上了亚太森博提供的消

毒液。

2020年2月底，全国口罩市场“一罩难求”，亚太森博

积极协调集团在全球的资源，紧急采购6万只口罩并无偿

捐赠给日照市，为一线防护人员和急需口罩的群体解了燃

眉之急。另外，公司还第一时间将口罩寄往湖北省以及欧

美、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客户，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一份力量。这份温暖的捐赠和防护，让大家体会到了

真正的“安全感”。

亚太森博成为疫情防控物资重点保障单位，抗疫举

措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先后荣膺“日照市爱心

单位”“2020企业公民防疫抗疫先锋”“疫情防控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公司抗击新冠疫情捐赠的部分实物、证

书、票据也在中国华侨博物馆展出陈列。

安全环保再立新功

2020年10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第五批

绿色制造名单，亚太森博通过工信部组织的各项评估并

顺利入选。至此，公司成为国家绿色工厂，摘得绿色制造

体系王冠上的明珠。

荣誉的取得要用实践说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环境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生态保护和经济

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环保问题上亚太森博

想的是永远领先一步，不仅不能使其成为企业生存发展

的“短板”，而且要让其变成企业发展的“跳板”。2020

年，亚太森博安全环保工作再创佳绩，实现了安全“四个

零”（零爆炸、零火灾、零死亡、零职业病）的目标，对标

“环保攻坚”行动，苦练内功，达到环保“零故障、零异

味”的目标，并开始了一号碱炉烟气升级改造工程，在全

世界率先探索烟气深度治理，为环保攻坚再立新功，日

照市生态环境局还为此向公司发了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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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亚太森博志愿者协会会长周文龙被生

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评为“2020年最美生态环保志愿

者”以及山东省年度“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公司“我

是小小造纸家”项目荣获山东省“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年度“最佳公众参与案例”。

公司的绿色发展也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

及省生态环境厅的报道和肯定。其中，山东电视台《生态

山东》栏目以《亚太森博:一家浆纸企业的绿色生态发展

之路》为题对公司进行了专题报道，赢得了广泛赞誉。

树行业标杆形象，正制浆造纸名声

受传统思维的影响，社会上对浆纸行业的负面看

法还未完全改观。亚太森博坚持开放参观，通过公开赢

得公信，通过透明促进管理，把为行业树形象、正名声

作为自己的使命。

一是开展公益性浆纸工业旅游。2020年公司高科

技展厅盛装重启，成为工业旅游、环保教育、科普教育

基地，用高科技手段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展示植树造

林、生态循环与制浆造纸、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公司开

放环保设施和工厂，组织邀请包括市民、媒体、非政府组

织、意见领袖在内的社会各界常态化参观，消除误解。

迄今为止，共接待社会各界人士10多万人次参观学习；

2020年公司通过多种新媒体形式进行了多次的线上直

播，数百万人了解了现代化浆纸企业的绿色发展，颠覆

了对行业的片面认识。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区交流互动机制。公司定期与周

边社区居民、社会代表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或座谈，听

取社会各界建议，并完善社会公示、公告制度。每当生产

设备进行重大检修、停机，或有其它社会关注的相关问

题时，公司都会在相关媒体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

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宣教活动。公司经常会同

生态环境局、教育局、媒体开展环保摄影大赛、环保征文

大赛、环保金点子改善大赛等活动。公司牵头发起、与多

个部门和单位合作连续13年开展的全市少年儿童环保绘

画大赛，参与人数累计40多万人次，成为日照市持续时间

最长、影响范围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环保公益活动之

一，影响深远。公司联合环境教育杂志社在7所中小学开

展“绿书架”活动，2000多学生直接受益。公司的城市中

水回用项目已进入国家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展示，得到

了生态环境部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是传承造纸文明，现代造纸进学校。公司创造性

举办“我是小小造纸家”系列活动，让学生利用废纸造

新纸，引导小学生在生活中养成节约用纸、循环使用的

环保习惯。“我是小小造纸家”已经在日照市各小学成为

一个志愿服务品牌。自2013年11月开始举办至今，已经在

30多所学校开展了近百次实践课。该项目2020年被山东

省环保厅评为最美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五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亚太森博已累计投入1亿

多元用于生态环保宣教等公益慈善事业。公司参与捐

建的日照江和图书馆已累计接待读者1700多万人次,每

天客流量1万人次以上。公司持续在世界读书日、世界

环境日向市民捐生态环保书籍，助力书香社会和生态

文明建设；连续10年与高校合作开展“圆梦行动”，已

经投资1300多万元、为418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和就

业梦，并培养他们成为生态环保志愿者种子成员，持续

扩大生态文明队伍；捐资1000多万元用于贫困县幼儿

早期发展，惠及10多个乡镇，在幼儿阶段就开始培育生

态环保的意识和习惯；捐资建了两所学校，连续10多年

奖学奖教，助力绿色校园建设，成为对日照市生态环保

事业投入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企业；“输血”与“造

血”相结合，助力绿色社区、绿色工厂建设，对与我们

关联的400多家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价值链，共同进

行绿色发展。

回望过去一年，我们穿云越霾，共克时艰，在逆境

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面向未来，十九届五中全会已

将蓝图擘画，2021年全国两会已将方向指明。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亚太森博将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始终坚持紧跟新时代

的发展步伐，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用实际行动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服务社会，与

城市共建、共生、共赢、共享，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浆纸行业繁荣兴盛贡献“亚太森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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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部署，通过层层分解任务、压实

责任，全面落实防控各项措施。公司

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直接指挥民丰的整场战

役。管理层靠前指挥，从情况排摸到

值班值守、从物资保障到复工准备，

一一把关。公司党员骨干身先士卒，

带头落实防控措施，使企业各项工

作有序和平稳。1月底至2月上旬，短

短10余天，民丰各单位参加疫情防

控值班值守的党员骨干累计1073人

次。

疫情面前，行动者就是最好的

榜样。为做好有序复工复产工作，公

司党委只用了半天时间，迅速组织

起疫情防控应急志愿者队伍，服务

公司的防疫工作和维持企业正常秩

序。随后，志愿者队伍扩展到近20

支，共招募志愿者202人。这些队员，

积极投入到义务消杀、检查、测温、

后勤服务等多项工作。民丰以“船”

为商标，正是有统一指挥下每个员

工的主动积极作为，民丰之船才能精

密配合不断前进。

民丰特纸获批复工复产后，公

司要求所有纸机开足马力，把之前

的损失抢回来。4月，民丰特纸全面

启动战疫复工“加速键”，坚持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公司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

情等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和贸易下

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随着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恢复

较好，成为全球亮点。在大环境影响

下，造纸行业走出了先抑后扬的整体

行情。

民丰——作为一家始创于1923

年的百年企业，饱经风霜沉浮，却也

难忘过去一年的艰辛历程。2020年

是民丰全面实施百年发展规划的关

键之年，也是为长远发展打基础之

年。面对新冠疫情的严峻局面，公司

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坚持稳

中求进的总基调，坚定实施《百年民

丰发展规划》战略。一年来，公司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整

体运营稳定，经营业绩喜人。2021年

1月下旬，民丰特纸发布了2020年度

业绩预增公告，全年利润指标大幅

提升，为做强做优做大民丰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

回顾全年工作，最终利增的成

果却是在年初疫情爆发的万分艰难

中开始，来之不易。

20 2 0年农历伊始，为防控疫

情，全国按下了暂停键。面对疫情，

民丰上下严阵以待、迅速行动，做到

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动员、第一

民丰特纸：

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二手抓、二手硬

⊙ 特邀通讯员  严水明

专门组织开展了“聚焦全年目标、抢

抓生产经营、夺回疫情损失”百日攻

坚行动，通过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攻

坚举措，全面压紧压实攻坚责任；通

过对产品销量、市场占有率等综合

分析，瞄准薄弱市场和主攻方向，强

调生产、技术、销售、装备各部门通

力合作和协同作战，努力打造多方

联动、合力攻坚的格局。同时，公司以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防各类事

故发生”为主题，开展了护航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攻坚行动。5月初，民丰

特纸全面总结回顾了企业生产运行、

疫情防控、安全环保等各项工作，提

出全力夯实生产经营根基、继续加

强内部降本增效、清醒认识市场严

峻形势三项要求。“后疫情”阶段，

公司把产品质量挺在第一位、把成本

控制好、把效益做出来,主动谋划打

好组合拳，全力推动企业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向前。

2020年，面对疫情，民丰人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汇聚起强大合力，从

困难中启航，在收获中跨越，彰显了

红船旁一家百年企业特有的使命和

担当。自强不息是民丰的企业精神之

一。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一个冬

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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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风，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聚焦三降一升

一控，着力推动资产盘活、产能释放、节能节水、新品研

发、项目筹划、安全环保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了来

之不易的成绩。

疫情防控交出合格答卷，始终坚持把疫情防控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了全年零输入、零感染、零扩散，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两不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银河纸业发展历程中极不

平凡的一年。一年来，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市场跌宕

起伏等严重冲击，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决贯彻落实诚通集团、中国

纸业的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同时深入贯彻“向文明、德载业、竞天择、新致远”企业

文化核心理念，按照三个“一以贯之”、把握“五个新动

能”和实现“四大突破”的总体要求，以“严实透快”工

银河纸业： 

紧贴市场 优化结构 持续改善 追求极致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 特邀通讯员  尹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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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杨木浆二期达产达效，为公司成本控制、产品结构

调整、指标优化、市场竞争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

品研发取得新突破，为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银河纸

业重点在工业加工用纸及特色化文化用纸方向实施转型

推进，成功开发出多品种差异化产品。其中，2640纸机

开发的皓月纯质纸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三卷专用

纸之一，全年新产品开发销售量同比提升19%。“强化管

理+技术革新”双向运行实现提速增效，通过实施严抓

班组管理、建立管理异常档案等措施，不断提升生产内

部管理水平。通过优化流浆箱主要备件、调整网前箱唇

板开口参数及匀浆辊转速等措施，实现纸机平均车速同

比提高3米/分，产能效率同比提升1.02%，综合运行效

率同比提升0.74%。通过优化调整浆料结构、自制固体

施胶增强剂、自制AKD工艺优化升级等新物资应用实现

了创效。新设备、新技术实现用能成本节降，围绕节水节

能持续改进，水耗同比节降4.85个百分点；通过实施5台

透平机改造、安装永磁电机、安装新型变频器等措施，

电耗同比节降4.38个百分点。通过安装余热回收设备、

安装PT S旋转接头、压榨辊聚氨酯改造等措施，汽耗同

比节降2个百分点。创新模式，激发销售活力，持续优化

销售结构，以“党建融入市场营销，促进双方业务增量”

为目标，分别与山东金榜苑和江苏凤凰开展支部共建活

动，签订共建合作协议，实现销量新突破。开展两届客

户大讲堂活动，掌握公司产品在客户端的真实反馈与诉

求，增强客户与银河纸业的合作粘性。切实推进全面、高

标准安全管控，防范安全风险，坚持一手抓长效机制—

完善双重预防体系、一手抓短期目标—严防重点风险，

持续提升安全管控能力和员工安全意识，重点做到查现

场、盯重点、治隐患、防违章、堵漏洞，实现安全管控全

覆盖，确保了2020年银河纸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切实推进全面、高标准环保管控，防范环保风险。根据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控”管理原则，强化治污

设施运营，确保各项污染物治理率均达100%，出水指标

稳定达到国家V类水标准。企业形象显著提升。先后荣

获山东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成功入选2020年山东省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2020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

范企业、2020年度山东省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

以及临清市重点文化企业，并被认定为临清市首个企业

培训中心。公司FSC产品连续五年入编《绿色原辅材料

目录》，并荣获绿色原辅材料质量管理持续优异单位，

公司形象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

认同与赞扬。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更是银河纸业奋力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建

设的关键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银河

纸业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用实际行动诠释“向文明、德载业、竞天择、新致

远”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坚持“紧贴市场、优化结构、持

续改善、追求极致”经营方针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改革

方向不动摇，狠抓各项重点工作的落实，凝心聚智，推进

企业持续增盈、持续向好发展。

2020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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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提供坚实可靠的物资材料保障，全力落实年初既

定目标。

开源节流两手抓，降本增效显实效

2020年，面对疫情及经济下行和进口纸冲击等多

重影响，主营纸袋纸产品价格不断下滑、毛利收窄的

严峻形势，公司组织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专项

活动，各单位上报活动共计103项。通过各分厂单位共

同努力，碱、电、汽等辅料生产成本、修理费、吨纸成

本同比下降明显。

优化原料结构，原料成本大幅降低

调整原料结构，改变传统单一木片利用模式，充

分挖掘福建省丰富的毛竹及省内马尾松疫材资源，化

区位劣势为资源优势，降低原料成本。

2020年，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在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董事会的决

策支持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坚持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总基调，以“防疫情、降成本、调结构、促销

售”为主线，以重点工作为抓手，通过内部挖潜、加大

原料结构调整、克服疫情影响的国内外经济下行压

力，全年产销量实现低开高走，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突出主线,全力落实主营各项指标

通过全公司上下认真落实生产经营管理，认真执

行生产系统高产低耗、降低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销售

部门全力增加销量等经营措施,供应部门为公司生产

青山纸业：

防疫情 降成本 调结构 促销售
⊙ 特邀通讯员  林枕雨  兰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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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原料结构调整优化目标，调整国内木片的采

购策略，将采购区重点聚焦在福建、广东、浙江三个

采购半径短的省份，重点提高省内原料采购比重。通

过与林业森防检疫部门沟通，争取政策支持，挖掘培

育竹材和马尾松疫材加工企业。

以培育竹木加工企业为原材料采购工作的重点，

将采购工作向供应链最前沿的加工企业延伸，推出

“青山纸业木材供应”微信公众号，面向竹木加工企

业实行注册申报制度和发货预报审批制度，对加工企

业价区定位、货物流向、结算方式、加工质量、服务跟

踪等行为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为全方位掌握原料供

应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煤炭采购方面，扩大煤炭采购寻源范围，进行多

煤种掺烧，有效降低了煤炭采购价格。化工原料采购

方面，通过市场信息收集调研，及时灵活调整采购模

式，整体化工原料成本取得较大下降。

推进产品多元化，拓展产品应用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2020年面对公司产品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足、出

口受阻、需求锐减及进口纸低价冲击等不利因素，在

上半年销量大幅下降的困难形势下，下半年公司通过

加大调整产品结构力度，去库存、增销量取得突破。

竹浆纸制品的市场开发力度，销量同比2019年上升

25.03%，非水泥包装用纸同比增长52.9%，非包市场

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稳步推进重点专项工作,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超越

（1）竹浆品种开发运用及纤维竹溶解浆研发取

得突破性进展。成功研发并生产竹本色浆、竹漂白浆、

竹溶解浆及竹环保伸性纸、竹浆复合纸、竹浆包边纸、

热压垫板纸等系列产品，突破毛竹碱法制浆造纸技术

难题，申报多项发明专利，成为国内首家掌握毛竹溶

解浆生产技术及毛竹规模化清洁制浆造纸的企业，并

组织制定竹溶解浆、竹本色浆、竹漂白浆企业质量标

准。

（2）2020年，完成6号炉、制浆洗涤、溶解浆生

产线化学浆流程改造、节水改造及各分厂单位实施的

众多技改项目，为公司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产品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3）完成FSC-COC产销监管链的认证，拓宽产

品线，提升品牌美誉度。

（4）推进F SC-F M竹林认证，落实认证面积超

过17万亩，拓展FSC产品的原料供应。

（5）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企业采购管理平台，

拓展优化物资采购渠道。公司上线阿里巴巴网采平

台，扩大了采购寻源的范围，实现物资采购全流程数

字化、可视化，在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采购工

作效率和采购管理水平。

（6）绿色纤维产业园一期顺利推进。沙县绿色

纤维产业园一期定位为以青山纸业为龙头的纸品产业

集群，以青山纸业的浆纸原料优势，吸纳周边及省内

外纸品企业入驻，完善前后端产业配套，实现龙头带

动补链成群。目前已完成土地收储及项目签约，三家

首批入园企业已达投资意向。

夯实内部基础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强化资金统筹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降低财务费用；用好疫情惠企政

策，积极争取财税补贴。通过盘活票据，拓宽融资渠

道，调整融资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加强设备管理，节约采购费用

2020年公司通过构建设备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

设备全周期管理。全面推行6S管理，现场管理进一步

提升。

落实安全环保责任

落实安全责任制。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进一

步强化应急管理演练。抓好安全教育培训与安全队伍

建设。

环境治理方面，抓好源头污染负荷控制、末端污

染治理设施改造工作，做到废水、烟气全面达标排

放，固废依法合规处置利用。全年无环境污染事故发

生。连续3年被三明市评为“环保诚信企业”，树立了公

司优良的环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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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进入21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世界瞩目，备受期待；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情

地肆虐全球，考验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企业，乃至每一个平凡的我们。

生产经营稳步推进，上缴税金连续超亿

这一年，江河纸业迎来了十八周年华诞，同时也遭遇了较多的风险与挑战。面对严峻的新冠

疫情考验和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全体江河人在董事长、总经理姜博恩的带领下，秉持“信守匠

心、永续创新，精准生产、绿色智造”发展理念，上下同心、勇毅前行，多措并举、精细防控；同时

对内强化管理，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对外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情况下，生产经营仍然取得较为满意的成绩。全公司纸产品总产量55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34亿元，出口创汇3385万美元，上缴税金2.2亿元；江河本部上缴税金已连续六年超亿元，持

续领跑地方经济发展。

江河纸业：凝心聚力  逐梦前行
⊙ 特邀通讯员  郭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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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新工艺、新产品欣欣向荣

这一年，江河本部、广源纸业、山东江河等多个新建项目和技改项目如期完成并投产达

效，再现了“江河力量”，刷新了“江河速度”；新型热敏涂布工艺、硅油涂布工艺在江河抽“新

枝”、绽“新花”，热升华转印纸、餐盘纸、食品包装纸、医疗包装纸等一批新、特纸品相继研

发成功，成为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优势的坚强后盾。

创新创造永无止境，团结协作潜力无穷

这一年，公司在造纸及造纸装备方面新获2项国家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公司内部创新成果年度评审工作开展至今整整进行了10届，共评选出解决生

产、管理难题的优秀成果2280项，累计发放专项奖金818.452万元；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勤于钻

研、勇于攻坚的创新型团队，在凝聚员工才智、提高员工素质、拓展员工能力，促进企业安全生

产和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激发了新的活力，使创新

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获得多项荣誉称号

这一年，我们在保持企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援助疫情防控，

捐款60万元定向用于全县一线医护人员、五级防控人员通话补贴，受到市、县两级党和政府

的表彰；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双年评审，蝉联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林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造纸工业十强企业，并新获中国轻工业二百强企业、省级节水型企

业、市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我们的一线员工刘卫斌更是获得了

“全国劳动模范”殊荣。所有这些，既是社会各界对企业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企业

优秀员工队伍的赞誉和认可。

旗下子公司携头并进，亮点纷呈

这一年，山东江河成本管控水平再获提升，特别是机械浆车间通过新增漂白塔、消潜池，

洗涤机排渣改造，双氧水改变加药点等一系列技改措施降低了系统流失，节约了化工料消耗，

吨浆生产成本下降150余元，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大指装备成功中标国家工信部“2020年绿

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并通过“5+n”项目攻坚大会战，在产品质量、现场管理、项目

进度控制及外协外购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进而提升了行业影响力；不仅国内项目屡屡中标，

而且海外项目持续滚动发货，还与印度、白俄罗斯等国家及中东等地区多家纸企开展了新的项

目合作。广源纸业面对国外疫情对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冲击，在原料购进、研究涂料新配比、

提升产品质量、调整改造生产线、开发新产品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2020年度无碳

纸、热敏纸、离型纸、热升华转印纸、防油纸、半透明纸等产品发货量较上一年度增长28%。

与时俱进响应新要求，持续创新书写新篇章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公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站在新

起点、践行新理念、展现新作为，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进的姿态，创新思路、砥砺

攻坚，加快信息化、集团化建设步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绚丽多彩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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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纸业市场寒冬等多种因素影

响，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投资）的生产经营面临了多重困难，“大

考”面前，银鸽投资坚决贯彻落实各级政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造纸主业发展，并在

当地政府的指导帮扶下，生产经营平稳有序。

政府纾困破局重生。2020年4月初，伴随全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银鸽投资在省、市、区

三级政府的帮扶下，重启生产经营。同时，漯河市成立了银鸽投资风险化解及纾困工作专班（以

下称纾困专班），为企业上门提供专业的协调、技术等服务，排除了复工复产道路上的一个又一

银鸽公司：

政府纾困添活力 企业涅槃谋新篇
⊙ 特邀通讯员  梁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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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拦路虎。 

在纾困专班的指导下，漯河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漯河市豫南口岸物流有限公司

以原材料核心供应链平台为依托，

全面支持银鸽投资复工复产及生

产运营。一揽子稳妥有序的支持举

措，充分体现了漯河市委市政府积

极贯彻国家“六稳”“六保”政策，

为企业发展注入巨大的信心，银鸽

投资上下齐心，各生产基地经营状

况向好。

困局突围经营向好。疫情之初，各地防疫物资奇缺，银鸽投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管理团

队快速决策，上马了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生产线，以及75%酒精卫生湿巾生产线，并创下了一次

性医用口罩生产线3天完成安装调试一次运行成功的银鸽速度，有效缓解了漯河当地及周边地

区防护口罩供应紧张的局面。为护航中小学生复课复学，银鸽投资又上马了漯河地区第一台儿

童口罩专用生产线，保障了本地和周边地区孩子入学的安全。

银鸽投资复工复产以来，银鸽特种纸不仅成功实施了铸涂原纸的新品开发，而且月产量屡

创新高；银鸽生活纸优化了妆容面巾纸工艺；银鸽卫材纸在原有中高端卫材纸的基础上，开发了

低端卫材纸产品；银鸽包装纸实施了IC塔改造……。在新品研发方面，速溶纸、厨房用纸、高厚

度面巾纸、60g/m2热敏纸等新产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投向市场，生发希望。

2020实“鼠”不易，银鸽投资上上下下都付出了艰辛和汗水，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建党百年华诞，对银鸽来说，是保生存稳运营的关

键之年，银鸽投资将以生存为核心，以利润为导向，围绕“做强生活纸、提升特种纸、稳定包装

纸、巩固卫材纸”这一方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企业综合盈利能力。

强化管理增效益。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薪酬分配，突出工资向生产一线、核心关键岗

位倾斜。扎实推进园区化管理，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各纸种优势资源共享。加强运营业务统筹

管控，灵活运用合资合作等方式，盘活资产，统筹推进管理全面升级。

深入挖潜提效能。生产系统深挖设备和人的效能、潜能，充分发挥技术先发优势和服务优

势。销售系统以提高回款率和销售利润为核心规范运营。技术研发系统在推动生活纸、卫材纸

等拳头产品系列化的同时，持续做好新产品研发。物资系统发挥好降采保供作用。

优质供给保生存。围绕当前保生存这一核心，加大内部挖潜，加快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提

升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锚定发展重心，强化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资源配置，统筹优化。紧

紧围绕产品生产链的建设，推动各类生产资源向拳头优势产品倾斜。

优化产品扩增量。加大对产品边际效益贡献率的考核，对边际利润贡献为零或负的产品，

制定有序的限产、停产计划，并制定措施限期整改。同时，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合理迭代老旧产

品，加速新产品替代，做大做强企业主打产品，并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开发力度，扩大市场

占有率，让纸品的含“金”量、含“新”量更高、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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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经济依然严峻，加上“零外废”政策快将实施、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对中国包装

纸行业造成巨大考验。面对挑战，玖龙纸业集团再次发挥龙头企业的优势。2020年7-12月，玖龙

纸业实现销售收入约308.87亿元，同比增加约7.1%；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由2019年同期的22.79

亿元增加至40.02亿元。原料（不包括备件）及成品的周转天数分别约为27天及13天，而2019年同

期则分别为22天及8天。

2020年7-12月，玖龙纸业销量达860万吨，同比增长约0.5%，主要是由于国内销量增加约10

万吨。箱板纸及灰底白板纸销量同比分别增加约5.9%及6.1%，而高强瓦楞纸及文化纸则同比分

别下降约9.3%及13.9%。

积极开发上游资源，加强产业链垂直整合优势

报告期内，随着国家全面落实“零外废”政策，玖龙纸业针对上游资源展开了周详的应对

玖龙纸业：

2020下半年实现利润40亿元 

宣布庞大产能扩张计划
⊙ 钟华

专 题 special 2020
年度盘点

32
第42卷第7期 2021年4月



计划，包括调整原料及产品结构，并积极寻找多种替代原料，例如木浆、木纤维及再生浆。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集团造浆(木浆及再生浆)总设计年产能为85万吨。造纸方面，集团位于泉

州、沈阳、东莞及河北共205万吨之造纸新产能于本期间正式投产，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支撑

市场需求增长。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集团造纸总设计年产能为1757万吨。

承蒙多个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集团未来将于湖北、辽宁及广西等地实现浆纸一体化项目，

对优质原料长期稳定供应、生产质量与成本效益之掌控有莫大裨益。集团未来的造纸扩产计

划，既要达到增强生产规模效应，更要配合好原料供应及“纸代塑”所带来发展之新风口。因

此，集团将增加高端牛卡、食品级白卡、纸袋纸等产能供应。集团计划于2022年年底前，于中国

新增312万吨木浆产能，并于2023年年底前在马来西亚新增60万吨再生浆产能。此外，集团预

计于未来两年，分别于中国及马来西亚新增535万吨及90万吨造纸年产能。

公司打算于未来数年增加372万吨造浆（木浆及再生浆）年产能、110万吨木纤维年产能及

625万吨造纸年产能。预计以上扩产计划完成后，玖龙集团之造浆（木浆及再生浆）、木纤维及

造纸的总设计年产能将达到2,94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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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万吨/年。其中，50万吨/

年化学浆、110万吨/年高档牛卡纸以及45万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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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万吨/年化学机械浆、120万吨/年食品级白卡纸、55万吨/年文化纸

以及20万吨/年纸袋纸。

在辽宁沈阳，除了此前公布的62万吨/年化学浆项目，玖龙纸业最新的规划包括了65万吨/

年的高档牛卡纸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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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吨/年化学浆和120万吨/年箱板纸产能，并将于

2022年在东莞和重庆分别新增60万吨/年和50万吨/年木纤维产能。

下游包装方面，玖龙纸业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增加12.1亿平方米包装产能。

化危为机，以大型造纸企业优势掌握行业发展机遇

展望2021年，在疫苗普及下，全球经济复苏有望，国内消费与出口将进一步加强，加上“零

外废”及“禁塑令”的落实，为整个造纸行业带来新机遇。在新发展格局下，集团将稳抓原料、产

量、质量和销量，深化成本控制及规模效益，把龙头企业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抓好原料:拓宽再生浆量的增长及国内

纤维原料的探购渠道;做好上游原料产能项目落

地工作，以达到更理想的成本及质量管控;

(2)调整产品结构:深耕细分市场，提升对高

附加值产品的市场攻关，更好地配合原料供应及

限塑令新机遇，加大食品纸白卡、手提纸袋等供

应配备;

(3)坚持审慎理财:进一步优化贷款组合以平

衡财务成本及汇兑风险;维持健康的负债水准、

现金流及资金管控;

(4)加强环保及研发能力:扎实推动环保和

造纸造浆的研发，引领行业走高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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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原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集团响应“一带一路”

战略，瞄准东南亚市场，拓展国际产业布局，并分别在

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增加新产能，未来

将继续在“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城市发掘商机，集团对

于“一带一路”造纸业的长远发展抱有信心。

分业务来看，其包装纸全年营收约215.1亿港元，

纯利约41.6亿港元；卫生纸全年营收约43.1亿港元，纯

利约5.13亿港元；同比2019年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

如果对比上半年的数据，其上半年包装纸营收约90.2

亿港元，因此下半年营收约124.9亿港元，比上半年增

长约38.4%。其上半年包装纸纯利约14.1亿港元，因此

下半年纯利约27.5亿港元，比上半年增长达到了95%。

另外，集团2020上半年总销售量278万吨，产品平

均每吨纯利505港元。按照全年纯利36.5亿港元及622

万吨的销量来计算，其下半年总销售量为344万吨，每

吨纯利约654港元。

卫生纸业务方面，集团高度重视生活用纸业务，已

实现全产品链的打造。理文造纸一直致力于提高生活用

纸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所生产的天然竹纤维原色卫生

纸，能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和环保的要求及消费需求。目

前，集团卫生纸业务总体发展平稳，现时总年产能已达

90万吨，将以市场及客户需求为导向，继续采取有效的

策略来发展卫生纸业务。

同时，集团致力以优质产品及合理价格取胜，同时

亦尽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透过废纸回收及先进生产技

术减低污染和碳排放，为客户带来更多具环保元素的产

品。长远而言，造纸行业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集

团将抓住机遇，拓展市场规模，保持集团在造纸行业的

市场竞争力。

日前，理文造纸公布了2020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

示，2020年，受新冠疫情及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等因

素影响，全球经济深受打击，造纸行业也面对一定的挑

战和调整。随着2020年下半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受控，企

业复工，且经济活动回归正常，2020年下半年集团销售

收入及利润比上半年均有所提升。

集团2020年总收入比2019年下跌4.7%，至258.7

亿港元，纯利上升10.7%，至36.5亿港元，年内公司拥

有人应占纯利则为35.2亿港元。集团2020年总销售量为

622万吨，产品平均每吨净利润为587港元。

理文造纸公布的2020年中期报告显示，其上半年

营收110.7亿港元，因此下半年营收约148亿港元，同比

上半年增加约33.75%。其上半年纯利约14亿港元，因此

下半年纯利约22.5亿港元，同比上半年增加约60.7%。

理文造纸表示，近年随着内地供给侧改革的推

进，加之环保政策趋严，新增产能投放受限，行业供需

开始偏紧。尽管2020年初中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国

际贸易的不确定性曾有所缓和，但随后出现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消费者的消费信

心备受影响，在造纸成本攀升的压力下，行业经营仍然

面对挑战。集团因应市场变化，积极应对。

集团一直致力于通过积极整合上游资源，发展涵

盖制浆及废纸回收的垂直业务模式，向产业链一体化方

向发展，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同时，集团在现有业务基

础上，不断扩充规模，控制成本，提升产能，给集团带

来更多的业绩增长机会。

新冠疫情在中国已受控，国内市场需求有所复苏，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集

团积极优化产业链，以实现纸张和纸浆业务的多元化。

理文造纸：

全年实现净利润35.2亿港元

⊙ 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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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博汇纸业与金光纸业（APP）的合流，堪称

白卡纸行业“里程碑”式的大事。2020年9月底，博汇纸

业与金光纸业（A P P）顺利完成股权变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为金光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8.8%。收购

完成后，金光纸业与博汇纸业将占据我国白卡纸总产能

50%以上。

广发证券研报指出，博汇纸业与金光纸业强强合

并，白卡纸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议价能力随之增

强，未来白卡纸价格中枢有望上移，行业盈利能力大幅

改善。

群益证券研报指出，前两大龙头企业的合并将有

利于白卡纸行业集中度提升，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

其次，在原料成本、生产效率、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

较大优化空间，同时减少因价格战引起的行业恶性竞

争，优化行业环境并提升龙头企业话语权，白卡纸价

格有望上移，行业盈利能力有望大

幅改善。

国金证券表示，博汇纸业2020

年第四季度净利率为6.7%，环比下

降0.6%，估计主要原因是A P P收

购博汇后，产生部分一次性费用摊

销所致。随着APP管理层的入驻，

公司有望通过关联木浆采购降低

整体采购成本，并通过强化生产人

员培训管理提高纸机运营效率，期

待A P P管理赋能带来的盈利能力

的边际改善。

2021年3月9日，博汇纸业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

公告显示，公司2020年1月-12月实现营业收入139.46

亿元，同比增长43.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亿元，同比增长524.13%。根据同花顺数据，造纸行

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18%；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

19.02%。

关于业绩增长，博汇纸业表示，受益于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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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白

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促使行业景气度回暖，公司产品销

量和价格在2020年度稳步上升。此外，公司年产50万吨

高档牛皮箱板纸项目、年产5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及子

公司江苏博汇二期年产75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于2019

年下半年投产，新投产机台2020年全年生产，产量稳步

提升，当年产品销量增长幅度同比超过30%。

博汇纸业：

2020年净利润增长超5倍 白卡纸量价齐升
⊙ 消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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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恒安正稳步迈向发展高端市场的策略，以扩大

卫生巾市场份额，高端产品预计将成为集团在更长周

期上的潜在增长点。

纸尿裤业务布局渐见成效，降幅大幅收窄。受到

渠道变迁的影响，恒安纸尿裤业务近年持续承压。但

至2020年，随着恒安进一步加强在电商及母婴销售的

布局，以及高端婴儿与成人纸尿裤产品的占比提高，

该业务录得营收14.26亿元左右，跌幅大幅收窄至约

0.9%，占集团整体收入保持约6.4%。尤其看到，高档

产品“QMO”的收入增幅超过70.0%，占整体纸尿裤

收入额的约18.9%。

其他收入及家居用品业务适时外延，实现多元创

收。其他收入方面，恒安年内录得收入39.11亿元，同

比增长约27.0%，当中包括因应疫情推出的口罩及其

他医疗用相关产品。家居用品方面，恒安年内录得收

入约4.00亿元，同比稳中有增，当中包括声科集团收

入约2.77亿元。

恒安的高端卫生巾、纸尿裤业务等期内已取得不

错的成效，足以带动整个业务板块，甚至集团实现正

向发展，未来潜力势必不容小觑。一方面，高端化对恒

安整体毛利率的提升将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高端化

有助于恒安塑造更加丰富的产品矩阵，提供差异化、

个性化的产品选择，进而扩大集团的受众群体。基础

之上，消费升级为日用消费品的高端化趋势提供良好

的发展条件，有望加速其发挥效能。

2021年3月19日，恒安国际公布2020年年度业绩。

2020年全年，恒安国际录得收入223.74亿元，同比基

本持平；毛利达到94.56亿元，同比增长8.8%，毛利

率由上年同期的38.6%升至42.3%；股东应占利润为

45.95亿元，同比增长17.6%；每股基本收益约3.864

元。董事会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30元，全年合共派息

每股2.50元。

整体来看，疫情影响并未大幅波及恒安国际的全

年业绩表现，同时，在营收持平的情况下，其毛利、股

东应占利润均实现不俗增长，并延续了高比例的现金

分红。

四大业务板块齐头并进，拉动利润大幅向好

纸巾业务收入略有降低，毛利率显著增长。基于

国内商业及企业活动受疫情限制而对纸巾需求的削

弱，以及会计准则下部分费用与收入的抵销，恒安期

内来自第一大业务纸巾的收入微降至103.83亿元，占

集团整体收入约46.4%。而受惠于木浆成本仍处低

位，纸巾业务毛利率显著增长，由去年同期的27.7%升

至约33.5%，同步带动净利润的正向增长。

卫生巾业务重返升轨，展现潜在增长点。2 0 2 0

年，恒安卫生巾业务收入录得近3.0%的同比增长，达

到66.55亿元左右，高于年内市场平均增长水平，占

集团整体收入比例上升至约30.0%。其中，高端产品

“Spac e7”实现快速增长，录得收入约2亿元，带动卫

生巾业务整体毛利率进一步升至约71.4%。财报同时

恒安国际：

营收223.74亿元，净利润45.95亿元
⊙ 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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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无论从营收规模还是盈利能力看，均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此外，人口结构变化也在提升个护市场空间。随着

老龄化及城镇化发展带动银发经济，叠加消费升级的大

趋势，成人纸尿裤、婴幼儿纸尿裤、卫生巾等个护产品

需求或将不断提升。

电商渠道及商用渠道发力成破局关键

据悉，维达国际在同业中较早布局电商渠道。电商

加速了生活用纸厂商对消费覆盖范围的扩展，提升产品

渗透率，尤其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电商渠道已成为生

活用纸行业销售的重要渠道。

数据显示，2020年维达国际集团电商渠道销售占

比达到36%，中国市场占比达到46%，在同行业公司中领

先。同时，维达国际在商用渠道的布局借助“TORK多

康”成熟的产品体系、“维达+多康”双品牌让公司在商

用渠道站稳脚跟。电商渠道的毛利率和利润率在集团内

销售渠道中名列前茅，商用渠道的毛利率虽然较低，但

费用较少，因此利润率也相对可观。预期这些特性将助

力维达国际整体的毛利率和利润率提升。

此外，在社交媒体的新战场上，维达国际布局多个社

交平台，全年直播不断。通过全明星助力，上新限量新品等

方式捕获年轻消费者，从行业的大趋势以及零售端的变革

为切入点，通过品牌联合、跨界合作营销，在促进销量增长

同时也把品牌美誉提到一个新高度。

2021年1月27日，维达国际正式公布了2020年财报。

数据显示，相较于2019年11.38亿港元的净利润，2020

年大幅跃升至18.74亿港元，涨幅达到64.7%。净负债比

率下跌5.1个百分点至35.9%。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居民

卫生防护意识的提升大大促进了纸巾、湿纸巾等相关清

洁卫生产品的消费需求，生活用纸行业迎来蓬勃发展。

维达国际凭借总收益（按固定汇率换算）上升3.7%至

165.12亿港元的跃升，与恒安国际等纸品企业一同站上

了火车头，顺势前行。

快速迭代，产品结构高端化是最大底气

从业务大类来看，纸巾业务方面，维达国际在2020

年收益增长2.7%至136.08亿港元，增幅按固定汇率换算

为3.6%，占集团总收益的82%，实现销量的继续突破。

其中高端产品表现亮眼，高端产品的组合占比上升

的趋势在延续，贡献不断提高。财报显示，高端产品的

销售贡献从2019财年的24%上升至2020财年的超30%，

期内所有高端产品的销售均录得双位数的同比增长，其

中得宝品牌的销售同比增长40%。

个护业务方面，维达国际的个护业务主要来自

2014和2016年大股东的资产注入，2015-2019年的年

复合增速为66%，刚刚出炉的2020年财报显示，收益增

长3.0%至29.04亿港元，增幅按固定汇率换算为4.3%，

占集团总收益的18%，国内业务规模仍较小。2020年维

达国际个护业务毛利率34.1%，较纸巾业务低，有券商

维达国际：

前瞻全品类布局，2020财报双位数增长
⊙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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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一直以多渠道齐头并进著称，具体包

括GT(传统经销商渠道)、KA(大型连锁卖场渠道)、

AFH(商用消费品渠道)、EC(电商渠道)、RC(新零售渠

道)、SC(母婴渠道)。2020年疫情影响下传统渠道客流

减少，消费者消费习惯向线上转变，预计2020年中顺洁

柔的电商渠道将实现亮眼增长。浙商证券预计，报告期

内预期公司电商收入增速能够达到50%，收入占比达到

35%。国金证券更是预计最近三年公司的电商团队成长

迅速，线上业务规模有望在2021年超越金红叶，跃居行

业第三。

2021年1月14日，中顺洁柔公告称，公司拟在江苏

宿迁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项目总规划40

万吨产能，总投资额约25.5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告，

公司计划第一期拟以自有资金投资约6亿元，实现年

产约1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约12亿元人民币，利润约1亿元，税后投资

回收期约7年(含建设期)。后续三期则每期规划产能

10万吨，将参照华东区域市场产需变化而择机启动建

设。

此前，中顺洁柔子公司，全面形成华东、华南、华

西、华北和华中的生产布局。此次布局江苏，将进一步

加强华东地区的渠道拓展，助推公司业绩增长。天风证

券表示，华东是国内生活用纸最大的市场，公司此次新

建产能将增强议价能力、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在该区域

的市场份额。

2021年2月26日，中顺洁柔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

根据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营收78.5亿元，同比

增长18.31%；实现归母净利润9.05亿元，同比增长

49.82%。中顺洁柔表示，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公司生

产成本降低，有效提升产品毛利率，促进盈利增长。优

化产品结构，提升高端、高毛利产品占比、开发高端新

品投入市场所致。

低价囤浆造就成本红利，未来进入提价通道

2019年，中国市场需求转弱导致木浆供大于求，全

球贸易争端及浆市库存升高等因素影响，纸浆价格大

幅回落，处于历史低位。漂针木浆和漂阔木浆的价格双

双陷入低潮。低成本红利一直持续到2020年上半年。东

北证券研报表示，四季度以来浆价的快速上涨对中顺

洁柔的毛利率有一定的影响，但公司在浆价低位采购了

大量纸浆库存，且布局浆纸一体化项目，预计后续原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利润率的影响将减轻。根据财报，该公

司2020年四个季度的净利率分别为10.98%、13.84%、

11.29%、10.11%，较为平稳。

此外，随着原材料浆价提升，当前整个生活纸行业

处于提价通道。从生活用纸原纸价格方面看，未来行业

整体处于提价通道。而作为行业龙头的中顺洁柔，在木

浆价格低位下积极囤浆锁定成本，将在涨价潮中受益。

电商渠道增长靓丽，完善全国性产能布局

中顺洁柔：

2020年净利润9.05亿元，涨幅50%
⊙ 消费日报网

专 题 special 2020
年度盘点

38
第42卷第7期 2021年4月



2021年3月5日，仙鹤股份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快

报。受限塑令政策推动，食品纸质包装、纸吸管以及医

疗用口罩、针筒等纸包装逐步替代塑料产品，纸基材料

作为可完全降解的循环纤维材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国内大型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研发和生产企业，仙

鹤股份抓住了纸基类包装材料业务的重大发展机遇，实

现了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

快报显示，2020年度仙鹤股份实现营业收入48.43

亿元，同比增长6.04%；归母净利润为7.15亿元，同比增

长62.45%；2020年度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约为1.1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56%。

仙鹤股份方面表示，2020年度业绩增长是由于多

方面因素影响，包括产能扩张、拓展新市场、以纸代塑

拉动需求增长、物流行业发展带来物流相关纸基材料

销量增长、降本增效措施的有效实施等。仙鹤股份董秘

王昱哲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1年，公司将积极布

局食品与医疗消费材料、日用消费材料和电气与工业材

料的产能，并长期看好该类市场的发展。”

产能释放助力业绩爬坡

快报显示，仙鹤股份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22万吨

高档纸基新材料中的哲丰PM5和PM6项目已分别于

2020年8月份和3月份投产并实现销售；公司东港片区

仙鹤股份：

迎“以纸代塑”东风叠加“产能爬坡”

2020年净利同比增长62.45%
⊙ 证券日报

2020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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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8项目也已在8月中旬开机生产，公司产品业务结构

得到进一步优化，综合规模效益逐渐凸显，单位生产成

本下降。

据悉，“年产22万吨高档纸基新材料项目”建设有4

条生产线（PM5-PM8），主要生产格拉辛纸、液体包装

纸、烘焙纸、热升华转印原纸等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

“目前已投产的PM5和PM6两条生产线运行稳定，另外

两条生产线PM7和PM8将于2021年一季度完成安装并

进行调试生产。”对于公司的产能布局，王昱哲向记者

提到，“公司在2020年下半年投放的产线将在2021年得

到产能的释放，公司及合营公司具备的年产能将从2020

年底的超90万吨增至2021年的110万吨。”

经营业绩方面，国金证券在研报中提及，2020

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仙鹤股份营收分别同比增加

10.8%、3.6%、10.2%、17.6%，其中第四季度环比增加

15.4%，主要原因是2020年8月份公司新产能的如期投

放。

仙鹤股份在常山基地新规划的产能还包括年产30

万吨的食品卡纸项目以及年产100亿根的可降解纸吸管

项目。王昱哲向记者透露，“若进展顺利，公司30万吨食

品卡纸项目有望于2022年上半年投产。”

“以纸代塑”打开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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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22万吨高档纸

基材料与电商快递、食品类包装等高性能纸基类消费产

品密切相关。在限塑令的严格管控与长期推广下，特种

纸的需求正在被不断挖掘。

“公司生产的纸基功能产品使用可完全降解的循

环纤维材料，在电商快递、食品包装、外卖服务、医疗健

康等领域均可实现对塑料包装的替代。”王昱哲向记者

介绍，“目前公司的产品能够辐射到以纸代塑产品端基

本上所有的产品种类，并且已经与下游客户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关系。”

专 题 special 2020
年度盘点

据记者了解，仙鹤股份已连续多年进入百胜中国

（肯德基、必胜客等）、麦当劳、星巴克等知名快速餐

饮巨头的食品包装类产品供应链，近年来也同时进入了

太平洋咖啡、Cos t a、喜茶、奈雪、盒马鲜生、全家、喜士

多、华润万家、万豪、洲际、香格里拉等知名品牌和企业

的食品包装类产品供应链。

“公司目前以纸代塑方面的产品需求旺盛。”王昱

哲表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公司食品与医疗包

装用纸及标签离型用纸的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23.95%

提高到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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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20 2 0年财报，公司实现营收16.9 5亿元，同比增长

1.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2亿元，同

比下降6.92%。同时，公司还公布本年度分红计划，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0 0元（含

税），分红规模约1.77亿元，占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76.39%。

荣晟环保董秘胡荣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现金分红是监管层长期倡导的做法，我

们积极响应。此次分红1.77亿元回报股东，也将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收益的信心，是坚持追求企业发展

和回馈股东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高研发投入夯实核心竞争力

公开资料显示，荣晟环保以再生纸生产为龙头，集

废纸回收供应、热电联产、再生环保纸生产、纸板纸箱制

造于一体，主要产品包括牛皮箱板纸、高强瓦楞原纸、

瓦楞纸板和蒸汽等，核心产品为牛皮箱板纸、高强瓦楞

原纸和瓦楞纸板三大类包装纸板。

胡荣霞告诉记者：“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2020

年各种环保活动共投入3000余万元，主要用于实施清洁

生产、污染防治、环境管理、环境友好产品研发等。”

年报中提到，荣晟环保重视研发创新能力，报告期

内公司研发投入高达8686.39万元。公司共有126位研发

人员，占员工总人数的15.24%；全年获得授权17个实用

新型专利，1个发明专利。

同时，荣晟环保2020年还耗资1.5亿元，开展9个技

术改造项目。其中包括膜转移改造项目、尾浆浓缩多盘

荣晟环保：倡导循环经济走低碳发展之路 

2020年净利润2.32亿元

⊙ 证券日报  吴文婧

项目改造，实现节约蒸汽、提质增产。尤其8号机绿色节

能升级改造项目，引进国际先进的靴式压榨脱水系统、

两用膜转移施胶机、低能耗真空系统、智能传动控制系

统等设备，对现有造纸生产线实施节能及智能化升级改

造。

据了解，2021年荣晟环保研发的重点是升级版的超

低克重高强度的环保再生纸；同时，将加大对新能源新

材料以及和公司造纸主业相关行业的投资。

低碳环保方能可持续发展

造纸行业作为高排放行业之一，国家对造纸企业

的排放问题一直也非常重视，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

和规范。《新固废法》已于2020年9月1日正式生效，造

纸行业环保政策频出且日趋严厉，多管齐下进行产业

调整，造纸行业进入重要转型发展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制造业碳排放出现分化，造纸业

‘碳达峰’或将提前，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我国

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部分产业规模继续扩张的

可能性在降低，低端产能出清和产业转移将直接带来

碳排放的下降；二是受到碳排放约束，行业需通过技

术改造效率提升达到减排目的。”

胡荣霞表示，公司积极倡导循环经济，走低碳

发展之路，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公司遵循‘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在造纸污水减排及处理、

造纸污泥回用、沼气利用等方面走在行业前列或为

行业首创，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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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造纸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加剧，

产业资源向头部企业、向区位优势地区转移的趋势非

常明显。为此，公司积极推进换股吸收合并粤华包重

组项目，采用市场化方式实现优质资产的快速整合，

降低管理运行成本，提升企业规模效益、协同效益，

增强盈利能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顺应造纸行业发展

趋势。

“科改示范行动”有序开展，突破体制机制赋新能

2020年4月27日，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核准，公司正式入选“科改示范行动”。报告

期内，公司结合实际，重点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强化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

和激发创新发展动能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突破。全

面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

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全面推进用工市

场化，建立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市场化招聘

制度，大力推行竞争上岗、绩效考核、末位调整和不胜

任退出等制度，建立适合经营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技

术工人等各类人才的差异化职级晋升体系。建立中长

期激励约束机制，积极筹划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筹划组建科技创新平

台，搭建多层次研发体系，同步制定并实施《改革创新

容错纠错管理办法》《退休科研和专业人才返聘管理

办法》等，为激发科技创新动能提供有效保障。

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转43页）

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整理  2 0 2 0年，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经济低迷等诸多不利因素，在冠豪高新

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带领全体员工，

以“深化改革”为总基调，坚持“三五四”核心理念和

“严实透快”工作作风，以做大做强“以纸、膜为基材

的涂布新材料及相关产业”为战略定位，将“为股东

创造价值、为客户提升服务、与员工共创未来”作为目

标，持续强化党建工作，扎实推进依法治企工作，积

极落实“科改示范行动”综合改革举措，不断创新工

作方法、产品业务和管控模式，牢筑疫情防控城墙，

实现全员“零感染”，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在逆势中

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40亿元，同比下降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79亿元，同比增长4.83%。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公司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稳

步推进党建经营“嵌入式”融合，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和“严实透快”工作作风得到深入巩固。有效创立“党

建促经营重点项目”机制,建立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常

态化交流融通机制，积极探索党建共建新模式，创新

以党建链对接业务链，实现党建经营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重组整合，扩充高档白卡纸业务

当前，国内造纸行业面临发展机遇，也存在竞争

加剧的挑战。随着“限塑令”趋严、消费升级影响，生

态环保及可循环的纸制产品成为市场发展方向，具有

冠豪高新：

突破体制机制赋新能，净利润同比增长4.83%
⊙ 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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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实现营业收入5.15亿元，与2019年同期基本

持平。

资料显示，凯恩股份控股子公司强云科技是一家

以金融领域为突破口、以数据能力为核心资产、以智

能风控和精准营销为核心服务的技术服务公司。报告

期内,凯恩股份持续推进战略转型,以科技为驱动力,

不断发展壮大强云科技业务，通过实施架构调整、团

队融合、优化产品等举措，数字化服务及信息化整体解

决方案应用场景不断增加，使得信息科技服务成长为

公司新的营收与利润增长点。2020年1～6月，强云科

技实现净利润2680万元。

2020年1～9月份，凯恩股份实现营业收入10.07

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8.74%。目前，凯恩股份已

形成纸基功能材料和信息科技服务双主业并行发展的

态势。

凯恩股份是主要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等工业配套

材料，且在氟化工、大数据、新能源领域有多元化重点

布局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公

司在全球电气用纸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是数十项国

家、行业标准的制订者。

凯恩股份2021年1月29日发布2020年业绩预告,

预计2020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0万

～9900万元,较2019年增长72.45%～113.41%。

凯恩股份方面表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精细化

管理，降本增效，开源节流，在疫情期间保持了生产

经营持续稳定，部分产品销售毛利率大幅增长，经

营效益大幅提升。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后，公司积极应对，及时调整经营管理策略，电解电

容器纸、特种食品包装材料、医用包装材料等生产

和销售稳步推进，1～6月份核心产品高附加值纸基功

凯恩股份：

双主业格局奠定，业绩预增72%～113%
⊙ 中国证券网

（上接第42页）全面开展制度文件架构梳理完

善，通过EI P建立审批流程，实现制度流程化、流程表

单化、表单信息化，同时推行生产系统清单化管理，制

定各机台车速及非有效生产时间标准和建立重要操作

标准化流程，颁布实施34份生产操作清单、11份岗位

操作安全清单。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构建完善

的供应链生态体系，产成品及原材料库存金额降幅超

过16%。加快设备技术改造，设备产能利用率均超过

100%，全年实现产量33.3万吨，提速释能、降非增效

成果显著，全面实现稳产保供，助力市场稳步扩张。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严抓安环风险管控

打造安全环保管理升级版，严控风险。安全方

面，推行领导班子分区管理机制，强化安全管理规范

化、流程化、标准化“三化”建设，建立6S竞赛和隐患

排除、安全培训常态化机制，以及开展员工岗位安全

胜任评估，全年实现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为零的好成

绩。环保方面，坚持“内控达标、外树品牌”原则，严

格落实“全面、高标准”要求，从环保设备、管理制度、

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生产管控等进行全方位升级，

积极塑造绿色环保制造企业品牌形象。报告期内，投

资2463万元完成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实现废气浓度远

低于行标排放。全年各项检测全达标，无环保事故发

生，在省市环保部门信用评价中，被评为最高级绿牌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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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维美德新增订单36.5亿欧元。造纸业

务新订单保持在上年10亿多欧元的水平上；包括与大

项目一起销售的业务在内，自动化新增订单也与上年持

平。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以及文化纸厂的产

能缩减，对服务业务线的新增订单造成负面冲击，而对

大项目的影响则不明显。这一年，中国市场特别活跃，

维美德在这一市场创下历史纪录。”

“2020年，公司净销售额达37.4亿欧元。大项目净

销售额增加；稳定业务与上年持平。可比性息税前利润

增加16%，至3.65亿欧元，相当于净销售额的9.8%。在

这极其特殊的一年里，我们整个团队表现出色，积极开

发新的经营模式，推出许多新型数字化业务经营与客户

服务工具和方案。这些工具和方案还可用于后疫情时代

维美德及客户工艺的改进。”

“近年来，我们按照精心谋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处

理并购业务。2020年，通过对波兰PMP集团的收购，维

美德板纸及生活用纸业务线的技术实力进一步增强。

该集团在中小型纸机、板纸机与生活用纸机改造方面的

技术和服务，对我们的宽幅快速纸机新建同改造技术

服务体系，起到非常好的完善作用。6月，我们又收购耐

莱斯公司14.9%的股份，逐步将对该公司持有的股份总

额提高到29.5%。维美德与耐莱斯可能的合并，将打造

一家立足北欧、服务全球的市场领先者。客户因此获得

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而公司股东长期投资的增值潜力

也更大。” 

“自从2013年底拆分后，宏观形势对我们的业务发

展一直非常有利。我们每年都有足够的未交订单，利润

不断增加。2021年又有一个好的开端。”

2020年1～12月，可比性息税前利润增加

（1）新订单减少8%，至36.53亿欧元。造纸业务线

新订单与上年同期持平；制浆与能源、服务及自动化服

务业务线减少。

（2）中国市场新订单增加；南北美、亚太与EMEA

（欧洲、中东和非洲）减少。

（3）净销售额为37.40亿欧元。造纸及制浆与能源

业务线净销售额增加；自动化和服务业务线与上年同期

持平。

（4）可比性息税前利润（可比性EBI TA）3.65亿

欧元，相应的可比性息税前利润率为9.8%。因净销售额

增加，而销售、综合及管理（SG&A）费用降低，因此可

比性息税前利润增加。

（5）经营流动资金5.32亿欧元。

2021年财务指导：

维美德预测，2021年净销售额与2020年（37.40

亿欧元）持平；可比性息税前利润与2020年（3.65亿欧

元）持平。

短期市场预测

维美德预测，自动化业务短期市场提升至良好（之

前为良好/满意）；生活用纸市场提升至良好（之前为满

意）；能源业务降至疲软（之前为满意）；维美德重申，

纸浆、纸及板纸短期市场保持在良好水平上；服务业务

为满意/疲软。 

董事长兼最高行政官Pasi Laine：可比性息税前

利润连续7年增长

维美德：

净销售额37.4亿欧元，中国市场特别活跃
⊙ 特邀通讯员  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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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我们在2020年更新了集团战略，以加速增长和价

值创造为出发点打造业务模式。我们选择将发展重点放

在包装、建筑解决方案和生物质材料的创新上。我们在

这些领域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这里也是客户驱动创新

的前沿阵地。我们还可以依托强大的、有竞争力的资产

来推动盈利加速增长。

我们将把创新投入和资源集中在新型可持续包装

材料、可持续的淋膜和生物质材料领域。加快推向市场

的速度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通过合作和开放式创新来

推动这一进程。

芬兰Ou lu工厂已完成从文化用纸到牛卡纸的改造

项目，这是转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还在扩大纸浆

模塑制品的产能、投资交叉层积材（CLT）生产线、建

设木质素造粒和包装厂，并着手进行纸浆和纸板扩产的

可行性研究。

我们已调拨充足的流动资金，并通过利润保护计

划等方式积极管理营运资金和节约成本。强劲的现金

流确保了我们的灵活性。新冠疫情给我们的造纸和纸

浆业务带来了不少挑战，但其它业务在疫情期间持续表

现良好，因而整体业务所受影响有限。

可持续发展植根于我们的业务中，作为负责任的社

会公民，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更为绿色的世界。我们一

直强调在运营和价值链中积极承担社会、环境和经济责

任。

在我看来，只有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长期秉承

可持续发展，贴近客户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创新

的公司才能获得成功，把握好市场波动也很重要。而这

些，正是斯道拉恩索的竞争优势所在。

2020年全年业绩

纵观2020年，受量价下跌及市场结构变化影响，

斯道拉恩索集团全年销售额为85.53亿欧元，相较2019

年的100.55亿欧元有所下滑；经营性息税前利润达6.5

亿欧元。

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疫情大流行、经济整体放缓、

地缘政治动荡……尽管如此，相比2019年同期，集团在

2020年第四季度仍取得了稳定的业绩，除去纸张事业部

后的经营性息税前利润达到了1.22亿欧元。环比来看，

销售额有所提升，说明市场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集团正在兑现减少4亿欧元支出的承诺，并进一步将营

运资本降至历史低点，加强现金流。

在维护任务繁重的季度，公司的主营业务表现

仍然良好。市场活动有所回暖，包装材料事业部和包

装方案事业部也发展势头良好。森林事业部业绩表

现强劲，木材事业部第四季度业绩则创出历史第二

高。在生物质材料事业部，受供需趋于平衡、中国经

济持续复苏影响，价格有积极回升的迹象。纸张业

务结构性加速下滑的情况依然存在，导致产能过剩，

价格压力较大，尽管如此，纸张事业部还是提供了良

好的现金流。

斯道拉恩索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博安妮女士业

务展望

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加之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当社会、企业

和个人都面临挑战时，斯道拉恩索始终保持其业务韧

性。我们的业务建立在可再生原材料之上，旨在为全球

市场提供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消费者做出环保的

斯道拉恩索：

现金流创历史新高，外部市场挑战延续 
⊙ 斯道拉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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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都必须经过检测。即使我们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预防措

施，但11月至12月我们在芬兰以外工厂的感染病例仍有所

增加。我们能够按计划继续开展业务运营和项目开发。

我们的投资项目正在按 计划进行。芬兰劳马

（Rauma）锯木厂的建设施工如期进行，设备安装将于

2021年2月启动。我们已对芬兰凯米生物制品工厂已做出

投资决定。由于产量的增长，我们将成为更强大的合作

伙伴，助力客户实现可持续增长。凯米生物制品工厂是

环境、能源和材料效率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个大型项

目将为凯米地区及芬兰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瑞典胡苏姆工厂回收锅炉的环境许可证已于2020年11月

获得更新。这项决定没有收到反对意见，我们在获得许

可证后立即进入了项目安装阶段。胡苏姆工厂的新回收

锅炉将于2022年5月启用。

芬林集团旗下创新公司芬林之春已开始与维美德

公司合作，在芬兰艾内科斯基建设3D纤维包装试验工

厂。该项目旨在开发新的生产技术，用于生产高质量的纤

维基包装。由芬林之春和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共同

投资的纺织品示范工厂在持续开展运营，首批试验新材

料正通过伊藤忠的合作伙伴网络，在生产面向市场的纺

织品。

芬林集团通过自身的运营，满足人们对可再生材

料制成品的日常需求。我们正积极开展运营，将北欧森

林相关的生态和经济目标进行更好地结合，持续改进我

们的生产和运营流程，为消费者推出资源效率不断提高

的、可再生的产品。”

2020年全年业绩

销售额为50.55亿欧元（2019年同期：54.73亿欧

元）。

经营性利润为3.76亿欧元（2019年同期：3.74亿欧

元）。可比经营性利润为3.68亿欧元（2019年同期：4.95

亿欧元）。

税前利润为3.30亿欧元（2019年同期：3.16亿欧

元）。可比税前利润为3.22亿欧元（2019年同期：4.36亿

欧元）。

可比已占用资本回报率为7.1%（2019年同期：

9.6%）。

经营现金流为6.67亿欧元（2019年同期：4.85亿欧

元）。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亦凯（Ilkka Hämälä）表示

正如本季度初我们的估计，芬林集团2020年第四季

度的业绩比上一季度趋弱。原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开展

的年度维护停机也已于第四季度进行。纸板和生活用纸

的市场形势仍然良好。市场对木浆的需求强劲，尤其是

在中国；亚洲市场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不过，价格

的上升尚未体现在第四季度的盈利能力中。欧洲木浆市

场正追随亚洲的脚步，但略有延迟。锯材和单板产品的

需求及价格均有所改善。

集团继续按照2020年春季针对疫情大流行采取的

特别流程开展业务。我们已开始针对特定工厂进行检

测，覆盖全部人员。所有外部工作人员到工厂开展工作

芬林集团：

2020年全年可比经营性利润达到3.68亿欧元
⊙ 芬林集团

专 题 special 2020
年度盘点

46
第42卷第7期 2021年4月



行稳致远，推动高质量发展
——专访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涛

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其高质量

发展必然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

伟更是在《中华纸业》2021年的新

年寄语中表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

造纸工业及装备制造业“十四五”

时期的主题，这不仅仅是口号，更将

是落实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

破，不断推动我国造纸工业由大到

强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自我党提出“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以来，中国制浆造纸装备制造

业便以此为发展目标，并涌现出了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10月，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已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三年之间，高质量

发展已经从“我国经济”变成了“我

国”。而在刚刚过去的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又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

释，总书记说：“高质量发展不只是

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

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造纸工业作

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

一批以“高质量发展”自我要求，突

破关键技术，由此赢得市场的造纸

机械企业，而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磊展）就

是这其中的代表性企业。为了更加

深入地了解郑州磊展，本刊记者特

别走访了郑州磊展公司，实地考察，

并与郑州磊展总经理刘建涛深入座

谈，近距离了解和体会郑州磊展的

“高质量发展”理念。通过走访和

座谈，郑州磊展的发展思路和理念

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

“行稳致远”四个字能够诠释出郑

⊙ 李玉峰  赵琬青  张洪成

特 写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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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磊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刘建

涛总经理在座谈中表示：企业行稳，

不是一味的慢行，而是快慢有度，聚

气练好内功，稳健才能长远发展。

这或许也正是郑州磊展这几年在行

业内不断赢得客户认可的秘诀。

工匠精神，郑州磊展的坚守和创

新

1981年，借着改革春风吹遍神

州大地的时机，曾在政府企业从事

过造纸机械制造的刘建涛总经理的

父辈创立了河南弘达造纸机械有限

公司（磊展的前身），从此开启了始

终如一，从事制浆造纸机械研发和

制造的事业。2010年，河南弘达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更名为郑州磊展科

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在原来坚守

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并立

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放眼全球，不

断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郑州磊展已

经发展成为一家专门从事制浆造纸

成套设备，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员工200余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0多人，人才

储备良好。年生产加工能力1.8亿元

以上。郑州磊展公司专业开发输送

设备、散包设备、碎浆设备、筛选设

备、除渣净化设备、磨浆设备、流送

设备等废纸制浆全套设备。拥有精

良的数控机械加工设备和齐全的产

品检测手段，技术力量雄厚。并已通

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法国BV认证、德国莱茵认证

等。

四十年磨一剑，郑州磊展两

代人用坚守和创新诠释了“工匠精

神”。郑州磊展的“工匠精神”，不

仅体现在对产品质量的追求、对废

纸制浆主要产品及生活用纸备浆设

备等技术的研发，更加体现在对产

品加工精度的把控和外在美观的追

求。在参观郑州磊展的车间时，刘

建涛总经理对着车间里每一件郑州

磊展的设备向记者们介绍其创新之

处，侃侃而谈，并表示产品质量的坚

守是企业必须守好的防线，一旦产

品质量出现问题，企业必将失去不

竭发展的动力，而产品质量是郑州

磊展发展四十余年以来一直作为头

等大事来对待的事情。刘建涛还表

示，产品的内在质量必须严格把控，

而作为一件优秀的机械装备产品，

外在的美观也是应该追求的，郑州

磊展的目标是将每一个设备打造成

一件工艺品。而这一项目标的提出，

对于郑州磊展的客户来说，不仅仅

设备外观的视觉感提升，更是使用

寿命和设备性能的整体提高。

拳头产品，为郑州磊展赢下市场

在郑州磊展发展的四十余年

里，一直致力于制浆成套设备的研

发和制造，特别是以废纸为原料的

制浆设备，已经发展成为了郑州磊展

的拳头产品。如转鼓碎浆机，郑州磊

展在客户反馈和不同原料的试验的

基础上，不断研发、细心改进、反复

调试，优化内部结构，设计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案，能够有效提高废

纸碎解质量，减少纤维流失，使原料

适应能力大大增强。在处理质量相

对较好的国废时，依然能够杜绝纤

维流失，降低原料成本。另外，郑州

磊展的转鼓碎浆机根据客户不同的

工艺、不同的原材料，设计出差异化

的内部结构，以满足各种碎浆需求。

而郑州磊展的转鼓碎浆机在运行中

也具备了以下的优点：（1）能耗低，

节能效果明显。废纸可在18%～25%

的高浓条件下进行连续碎解，碎解

用水量大幅减少，降低了碎解能耗，

比传统碎浆设备吨浆能耗低25%左

郑州磊展总经理刘建涛（右二）、副总经理刘建坡（左二）与本刊记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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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2）提高成浆质量。经过不断改

进，新一代的转鼓碎浆机碎浆条件

温和，不仅不破坏纤维的强度和长

度，还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轻杂质与

部分重杂质不被碎解，从而保证了

成浆的质量和洁净度；（3）不破坏

杂质的物理尺寸，并在碎浆工段就

进行初步的筛选，将浆料中的轻杂

选系统、分离机及用于生活用纸生

产线的备浆设备等，都烙上了郑州

磊展不断优化创新的印记，在市场

上也取得了客户的认可。

正是郑州磊展不断研发，努力

突破自我的精神，才有了作为供货商

从“点”到“线”，从单一设备供货到

整条制浆生产线供货，从年产不足

10万吨的制浆设备到年产50万吨全

套废纸制浆设备的供货能力的质的

提高。2017年，郑州磊展与云南昆明

红星荣和纸业签订了50万吨/年挂

面箱纸板、T纸全套制浆项目的供货

合同。合同涵盖了项目中制浆线的主

体设备，包括面浆链板输送机、面浆

D型水力碎浆机连续碎解系统、底

浆散包机系统、底浆转鼓碎浆机系

统、高浓一级二段除渣器系统、粗筛

选、分级处理及精筛选、三叠网纸

机网前流送系统、损纸系统、推进器

系统等全套制浆设备和相关技术服

务。其中配套使用的两套碎解系统

和筛选系统等能够保证达到日处理

1600吨绝干浆的能力。郑州磊展的

此次顺利签约和供货，不仅是郑州

磊展公司本身的突破，更是将国产

装备单线最大的整套废纸制浆产能

一举提到50万吨/年的成功案例，创

造了新的行业记录。

而自此之后，郑州磊展的整条

制浆生产线的供货订单好消息频

发。2020年，郑州磊展牵手金田纸

业，向其江苏100万吨高档灰纸板项

目和东莞本部提供制浆设备。刘建

涛总经理在谈到如何更好地服务造

纸行业时表示：面对新的市场环境

和竞争压力，作为服务于造纸行业

的设备供应商，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的品质一直被郑州磊展视为企业长

质排出系统，降低后段筛选工序的

负荷和磨损，提高筛选效率；（4）设

备维修成本低、节省人工。转鼓式碎

浆机集高浓度碎解和粗筛选这两大

先进理念于一体，不仅结构简单、

经久耐用、维修量少，将部分粗大杂

质提前去除，减少了后续设备的磨

损。当然除了转鼓碎浆机外，还有筛

郑州磊展总经理刘建涛（右）陪同本刊记者参观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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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发展的根本，郑州磊展将一如既

往地以制浆设备为主，实施技术和

管理的共同创新，为造纸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助力。

迈开脚步，为郑州磊展开拓国际

市场赋能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

深入实施，为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推进全球运营注入了持久动

力，提供了巨大商机。郑州磊展也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驱动下，迈开脚

步，逐渐布局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

际市场的竞争和合作，并拿下了不

错的成绩单。在郑州磊展参与国际

竞争的几年里，产品已经成功销往

30多个国家，出口业务的销售额已经

成为郑州磊展年销售额的重要组成

部分。刘建涛总经理在介绍郑州磊

展的海外业务时表示：郑州磊展作

出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决定，一方面

是借力国家战略，搭乘“一带一路”

的列车为郑州磊展的国际市场打开

局面；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国内市场产

能的阶段性饱和，致使国内造纸机

械企业的竞争处于低价位竞争，因

此这个时候亟需有另外的市场来进

行补充。另外，在近十几年里，包括

郑州磊展在内的中国造纸装备制造

业的生产和制造水平显著提升，这

也是“走出去”的先决条件。

郑州磊展带着自己的过硬产品

勇闯国际市场，收获了满满的订单。

2019年，郑州磊展与尼日利亚大华

纸业签订了为其年产40万吨白板纸

配套的废纸制浆项目。此项目是中

国人在非洲投资的较大的造纸项

目，也创造了新的产能和机型标准。

2020年，在全球疫情形势严重、出口

业务严重受影响的情况下，郑州磊

展依然有新订单签约。俄罗斯一家

纸厂因之前与郑州磊展合作顺利，

对其产品质量和性能都非常认可，

因此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

实地考察产品性能，依然放心地签

订了购买协议，协议约定郑州磊展

将向该纸厂提供链板输送机、推进

器、浆泵及配套附件。刘建涛总经理

在介绍机械企业如何赢得造纸企业

的认可时说的一番话让记者们印象

深刻，刘建涛表示：其实不论国内市

场还是国际市场，机械企业最具核

心的竞争力永远离不开产品本身，只

有在产品上狠下功夫，攻克机械产

品的工作原理，根据工艺流程进行

产品创新，才能真正为造纸企业的

可靠生产助力；郑州磊展在国际市场

上收到的很多订单，都是老客户的认

可，而这种认可就是建立在郑州磊

展的产品经受住了客户考验的基础

之上。

未雨绸缪，让郑州磊展未来可期

众所周知，2020年12月31日，我

国废纸进口的风口在历经了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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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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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后

的三年调整和准备，终于还是如期

到了。废纸进口的关门毫无疑问会

给我国的原料结构带来影响，一直

以来国外废纸在我国造纸原材料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废纸进口的清

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原材

料的结构，国产废纸势必成为我国

再生纤维原料的顶梁柱。但国产废

纸与进口废纸相比，纤维含量低，导

致废纸的质量不高，这样的原料结

构必然给设备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刘建涛表示：从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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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后，郑州

磊展便开始未雨绸缪，针对我国造

纸原材料结构的调整，在制浆产品

上下功夫，因为国产废纸的纤维长

度短，在生产中更要对纤维进行保

护，尽量防止纤维的切断，郑州磊展

在多次研发试验的基础上已经具备

了为完全国产废纸原料配备合适的

生产装备的能力。

刘建涛还表示，废纸进口的清

零将带来六七百万吨的原料缺口，

采访后记：在整个的郑州磊展

的参观和座谈中，刘建涛总经理给本

刊记者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便是，说到

技术头头是道，每一点都能谈到郑州

磊展的创新，他说技术上不能盲目的

跟着别人跑，要多想，多实验，找出自

己的“超越”点；说到管理，行稳致

远，他说企业越是在行业快速发展

的时候，越是要冷静的思考，找出下

一步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

在行业发展面临挑战的时候，更要

看到其中的机遇，挖掘出适合企业

发展的突破口。过去几十年里，服务

于造纸行业的造纸机械装备行业取

得的成绩斐然，而这些成绩离不开像

刘建涛总经理这样的企业家的努力

拼搏和钻研，而这股精神也将成为

造纸机械装备行业再突破的不懈动

力。

而这么大的缺口仅靠国产废纸来填

补，这对国产废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而且在短期内很难满足市场需

求。因此，很多国内造纸企业纷纷在

东南亚地区建厂，生产再生纤维浆再

进口，而目前海关的相关标准也正在

研究中，相信不久将进入标准实施阶

段，届时再生纤维浆的进口将更加规

范。郑州磊展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潜

力，因此也早早地开始准备浆板机的

相关技术和生产，相信不久的将来，

郑州磊展也可以为国内企业在国外

备料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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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造纸行业转型升级成果显著，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环保水平和技术水平持续提高，但不论是造纸行业转型升级之前还是之

后，原料问题一直是行业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华纸业》也一直将原料问

题作为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期，我们精选了行业几家知名咨询公

司关于原料中的废纸和木浆，两个造纸原料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目

前国内外市场最新的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

2021年1月1日起，废纸进口彻底关门，而这一政策必然导致中国乃至

全球废纸市场格局的转变和再塑，同时，我们可能更加关心，无外废时代

的如约而至，国内废纸到底缺不缺？缺口有多大？缺口该如何填补？近两

年，中国造纸行业设备投资又出现了一轮小高峰，而在新一轮设备投资周

期的驱使下，纸浆市场供需将如何演绎？......请读完以下几篇文章，相信

您会从中找到答案。

● 中国再生纸需求的演变

● 全球废纸市场：转变中的贸易格局

● 无外废时代到来，国内废纸到底缺不缺？

● 从木浆进口量看苏伊士运河拥堵事件

● 新一轮设备投资周期下，纸浆市场供需将如何演绎？

废纸和纸浆市场：
新形势与新预判

市 场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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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生纸需求的演变

⊙ AFRY管理咨询事业部工业单元

本世纪，中国经济出现了空前增长，与此同时，对

包装的需求也相应增长。鉴于同期当地纤维原料短缺，

中国依靠进口满足其需求，以便能够生产大量箱板瓦楞

纸。但近年来，由于种种顾虑，主要是进口废纸的质量

问题，中国实施了进口限制，最终从2021年初开始禁止

进口废纸。

在这一关键时刻，AFRY撰写了本报告以帮助我们

的核心客户更好地了解当前情况及未来局势。本报告由

AFRY全球管理咨询团队专注于纸张和回收领域的咨

询顾问专家合力完成。

1  中国政策法规的发展

中国限制进口再生材料的政策始于2013年，到

2021年初已达到零废纸进口的水平。

● 2013年2月：“绿篱”政策

对违禁物品零容忍

以废纸名义装运但申报不正确的材料将受到海关

处罚

污染物限量1.5%/包

● 2017年2月：国门利剑

重点制止使用非法许可证进行劣质回收的团体

（如：劣质塑料、混杂废纸和高含水量）

● 2018年3月：蓝天保卫战

污染物限量0.5%的新规定

● 2018年8月：中美贸易战升级

对美国废纸征收25%的关税

● 2021年1月：全面禁止废纸进口

自2017年以来，中国的年度废纸进口许可证数量逐

年下降……

……同期，中国的再生纸种产能已达1,800万t。见

图1。

2  中国废纸进口的发展

中国对废纸进口的限制导致中国的海外废纸供应

显著减少。近期禁令遵循进口量减少的趋势。

由于缺乏国内纤维（废纸和原生纤维）供应，中国

的造纸生产严重依赖进口废纸。与此同时，世纪之交以

来，中国造纸行业蓬勃发展。

中国的废纸进口量从20年前的每年数百万吨迅速

增长，直至2009年。在接下来的8年里，进口量稳定在

每年2,500万～3,000万t之间。进口限制措施在2017年

前后才真正开始产生效果，最终在2021年达到零进口。

市 场MaRkeT

专注于纸张和回收领域的AFRY全球管理咨询团队的专家合力完成了《中国

再生纸需求的演变》的报告，报告中从政策法规的发展变化、废纸进口的历史

发展及进口量的演变等方面进行细致的阐述，最后对中国市场的纤维需求做了

预测。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国内废纸回收量的增加、原生浆进口的稳步增长等

方面，将是弥补纤维缺口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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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年以来中国累计新增再生纸产能

见图2。

进口废纸占中国废纸总需求的比重从1999年的

18%大幅增长到了2005年的50%，达到峰值。随着中国

不断发展国内废纸回收，这一比重于2006年开始下降，

2010年前后徘徊在35%～40%。之后随着进口限制的出

台，这一比重在2019年回落到18%。

按废纸等级而言，OCC的比重从1999年的28%飙

升至2019年的77%。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包装用纸板产

量的增长，高档废纸和旧新闻纸/杂志纸的占比从1999

年的53%下降到2019年的23%。混杂废纸在2017年被禁

止进口之前，占比相对稳定。

3  中国废纸进口的来源国

一直以来，美国是对中国的主要废纸出口来源国，

其次是英国和日本。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是对中国的最大出口国。背后

有两个关键原因：

(1）具有最大的可供出口量；

(2）就纤维强度而言，OCC质量更优。美国的纸箱

多用原生而非再生箱板瓦楞纸制成。

美国占中国废纸进口总量的44%，这一份额相对

稳定，直到中美贸易战时略有下降。2019年，日本以占

中国废纸进口总量的16%位居第二，英国以13%紧随其

后。见图3。

随着2021年中国实施废纸进口禁令，这些国家需

要寻找新的出口地，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印度、土耳其、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4  中国国内废纸回收的发展

在纸和纸板消费增加的推动下，中国国内废纸回收

量不断增长。

随着中国纸张消费的增加，国内废纸的回收量也

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本世纪前十年。预计国内回收量

将继续增长，特别是考虑到进口限制造成的废纸供应紧

张。

废纸的表观回收率从21世纪初的35％左右增长

到2019年的49％。根据估算，实际回收率非常高，约为

85％，其中包装纸种的回收率更高，尤其是在沿海地区

和大城市。自废纸进口限制实施以来，领先的箱板瓦楞

纸生产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废纸回

收的力度。

受近期销售价格上涨以及政府和企业/个人不懈努

力开发全国性回收系统的推动，国内废纸回收仍存在增

长空间，但考虑到实际回收率相对较高，增量有限。见

图4。

5  主要出口国的回收量

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这四个主要出口国的国

内废纸回收量没有明显增加。

十多年来，主要出口国的废纸回收量一直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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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总体而言，原因在于文化纸消费减少被包装消费

增加所抵消，并且回收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美国是最

大的废纸出口国。过去十年间的大多数年份，其总回收

量的40%左右出口到其他市场，而1999年仅为22%。加

拿大的出口比重也很高，在过去几年中为55%～70％，而

1999年仅为17％。

同样，英国出口市场的销售份额从1999年的9%上

升到2018年的60%。相反，日本的回收废纸一直主要用

于国内纸张生产，仅20%用于出口。随着对再生包装产

能和未漂白再生浆生产线的新投资，北美和欧洲的国内

废纸消耗正出现积极回升。见图5。

6  箱板瓦楞纸的需求

2020年箱板瓦楞纸的需求受到新冠疫情的抑制，

图2  中国废纸进口量的变化趋势

图3  中国废纸进口国分布情况

图4  中国国内废纸回收量变化趋势

图5  主要出口国的国内废纸回收量变化趋势

图6  中国箱板瓦楞纸的供需前景

图7  中国造纸纤维需求量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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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预期的经济复苏，预计将再次出现强劲增长。

中国的箱板瓦楞纸产能发展速度远超当地的需求增

速，多年来供过于求，而即将到来的新增产能将进一步影

响供需平衡。由于包含了一些有时用于生产其他纸种的摇

摆纸机以及一些闲置的纸机，图6可能在视觉上稍有夸大

了需求与产能之间的差距。

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是2020年中国的箱板瓦

楞纸需求并未下降。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人们对包装

的需求仍非常强烈，特别是用于疫情防控物资、在线购物

和食品等的包装。

毫无疑问，废物进口禁令将促进和加速中国的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这些措施给供应链上一些已经陷入困

境的小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成本压力。

随着小产能的潜在退出，领先生产企业仍有正在实

施和已规划的项目，以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前五大箱

板瓦楞纸生产商已占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7  中国纤维需求前景

2019年到2020年，中国的造纸纤维需求仅略有增加。

近500万t的废纸进口减少通过增加原生浆和未漂白再生

浆以及发展自产浆产能而得以弥补。我们预计2021年将有

1,500万t的纤维短缺，如何填补这一缺口？见图7。

首先，今年中国国内废纸回收量将有所增加，填补了

部分空白；其次，原生浆的进口是另一个关键来源，并一

直稳步增长——尽管对于设计采用再生纸原料的产能而

言，这一选择的作用有限。再次，预计中国将新建制浆产能

（包括自产浆和非自产浆），这也是一个关键来源。最后，

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在海外的潜在投资，可能在海外包装纸

生产方面，但更可能在北美和欧洲的未漂白再生浆生产设

施方面。

AFRY将持续监测1,500万t的缺口是否被填满。与此

同时，AFRY还将继续考察传统对华出口的废纸流向，是

否出现新的出口目的地，包括各国新增的国内产能，以及

替代出口市场。

A F RY是由瑞典ÅF与芬兰PÖYRY于2019年共同创

立。是欧洲领先的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公司，业务遍

及全球。全球的16000名专家始终致力于在基础设施、 

工业和能源领域为下一代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作为国外企业来华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服务

的桥梁，AFRY中国区将继续借助全球优秀专家资源，将

其深厚的行业知识与中国团队丰富的本地经验与协作精

神相结合，使AFRY中国区成为帮助中国相关领域企业开

拓全球市场、寻求可靠的投资项目必不可少的可靠的合

作伙伴。

免责声明及权利

本报告的任何内容均不应据以对未来事件或结果的承诺

或陈述。AFRY编制本报告时以当时可用的信息为基础，没有更新

本报告的义务。

AFRY对本报告中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未作任何明

示或暗示的担保或保证，对本报告相关的任何事宜也未作任何

其他的担保或保证。本报告部分基于AFRY控制范围以外的信息。

本报告中涉及估算的陈述可能发生变更，由于诸多因素，实际数

额与本报告中的描述可能存在实质性差异。AFRY在此明确免除部

分或全部以AFRY收到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为基础、或者因AFRY

或其任何管理人员、董事、员工或代理的疏忽、错误或疏漏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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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赔偿任何特殊、经济、附带、惩罚性、间接损害的责任。在任

何情况下，AFRY均不对本报告的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含所有信息均为保密信息，仅供接收方专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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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Y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进行复制。任何

经过许可的使用或复制均明确以本免责声明所含所有条款和限制

持续适用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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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废纸市场：转变中的贸易格局
⊙ Fastmarkets RISI废纸市场高级经济师 赵会霞  纤维市场分析师 王丽雯

自2017年中国宣布实施贸易政策限制废纸进口以来，国际废纸市场的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转

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废纸进口国，废纸进口量自2016年的2850万吨锐减至2020年的690万吨

（如图1）。各主要废纸出口国家和地区，包括北美、西欧、澳洲和日本都受到了明显冲击。出口锐

减导致当地的废纸供需失衡，废纸价格尤其是较低端的混合废纸的价格大幅下跌。美国OCC#11

的平均价格自2017年的156美元/吨下跌至2019年的41美元/吨。同时，美国混合废纸#54的均价

更是从2017年的71美元/吨狂跌至2018年的8美元/吨，并在2019年基本保持在负1美元/吨（如

图2）。而进口废纸的大幅减少导致中国回收纤维短缺问题明显，国内废纸价格自2016年的1427元

/吨飙升至2018年的2856元/吨。2019年，国废价格回落至2228元/吨，但依然远高于2017年之前

的水平。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各地的废纸回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电商的

图1　中国进口的废纸量 图2　美国OCC#11和混合废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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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纸进口量自2016年的2850万吨锐减至2020年的690万吨，更是

在2021年起全面关停废纸进口。对于一直以来在全球废纸市场中占据重要

位置的中国造纸行业，废纸进口的关门，势必对全球废纸市场带来巨大的影

响，而新的贸易格局该如何建立？中国造纸市场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影

响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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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拉动了包装纸和纸板需求逆势增长，从而带动了废纸需求。全球废纸市场供需平衡因

此收紧。2020年，美国OCC#11均价反弹至67美元/吨，混合废纸价格也终于走出负值区间，上升

至14美元/吨。

随着废纸进口政策收紧，数个中国造纸企业陆续在海外投资建立再生纤维浆生产线以满足

自身的再生纤维需求。国外一些制浆造纸企业也改造其生产线或投资新的生产线来生产再生纤

维浆出口至中国。目前，再生纤维浆生产线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南亚和印度。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出

台政策限制其未来的废纸出口，该国最近也宣布计划投资再生纤维浆生产线来处理其盈余废纸，

尤其是混合废纸。中国的再生纤维浆进口量自2017年的1.2万吨迅速扩张至2019年的100万吨左

右，并在2020年继续增长至178万吨（如图3）。再生纤维浆进口已经成为中国造纸企业获取再生

纤维的新的有效途径。

另外，再生纤维的短缺也限制了中国的成品纸生产，影响了成品纸的消费。中国近几年开始

扩大进口来满足其成品纸需求。数据显示，中国的箱板纸进口量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从2016年的

85万吨飙升至2020年的732万吨（如图4）。中国成品纸和纸板进口量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反映了

其废纸进口政策带来的纤维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废纸供需平

衡。

中国废纸进口量的大幅减少，刺激了欧美日澳的废纸供应商开始寻找新的出口目的地，比如

印度和东南亚。数据显示，除去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废纸净进口量自2016年

的720万吨迅速增长至2018年的1409万吨。虽然该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陆续宣布不同的政策来

图3　中国再生浆进口量

图4　中国箱板纸进口量

 图5　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废纸净进口量

注：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

图6　贸易占全球废纸消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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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废纸进口，该地区的废纸

净进口总量依然在2019年继

续攀升至1656万吨（如图5）。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

的蔓延，该地区的废纸进口明

显受阻。2020年末，日益突出

的国际航运运力紧张问题，又

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的废纸

进口。我们估算该地区的废纸

进口量在2020年减少约5%。

即便如此，该地区已经超越中

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废纸进口

地，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

台湾地区等都已成为国际废纸市场中十分重要的贸易参与者。随着中国在2021年全面停止废纸进

口，该地区在全球废纸贸易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除了受中国废纸进口政策的影响外，其他亚洲地区造纸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是该地区废纸进

口量大增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尤其是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该地区的纸和纸板需求快速增加。

加上近年来中国从该地区大量进口成品纸和再生浆，该地区的废纸需求量急速增加。同时，该地

区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回收系统依旧相对落后，本土废纸回收远不能满足其快速增长的废纸需求。

废纸进口因此成了该地区维持再生纤维供需平衡的重要环节。

由于近些年世界各地废纸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欧美等主要废纸出口国家和地区

在大力拓展新的出口渠道的同时，也在布局新的制浆和造纸产能来更多地自主消化其废纸原料。

我们的数据显示，欧洲和北美的混合废纸消费量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这

些地区近年来混合废纸的价格十分低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造纸企业的技术进步使其可以

更多、更好地利用较低端的混合废纸。另外，欧洲、北美、澳洲等地也有不少新的箱板纸产能在

近年或者未来几年陆续投产，这也带动了这些地区的本土废纸消费平稳增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再生纤维浆产能，也是其自主消化废纸原料的有效方式。总体来看，虽然这些地区依然有大量废

纸出口至世界各地，但其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或多或少地减轻。我们的数据显示，2015～2016年

贸易占全球废纸消费总量的24%，而该比重已在2019年下降至20%（如图6）。              

未来，我们预计贸易仍将在国际废纸市场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虽然已在2021年年初

全面停止废纸进口，但会通过其快速增加的成品纸和再生浆进口来继续影响国际废纸市场。其他

亚洲地区虽然可能会继续控制废纸进口，尤其是低端废纸进口，但基于该地区持续扩张的造纸

和再生浆产能，我们认为该地区依然会是未来全球废纸贸易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短期内，新冠

疫情对废纸供需的影响、国际航运市场的动态和各个国家和地区废纸贸易政策的变化，将会是

国际废纸市场关注的焦点所在。2021年将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多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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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外废时代到来，国内废纸到底缺不缺？
⊙ 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  刘健

从2015年以来，国废黄板纸市场重启剧烈波动，那么在大幅波动的背后，政策、经济等重要

事件对价格起到推波助澜的明显作用。通过对2021年市场分析，卓创资讯认为，2021年国废黄板

纸市场仍将面临政策、经济面的重要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禁塑令、进口废纸清零、固废污染防治

法的实施效果，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国外疫情的发展。如图1。

那么通过以上事件引申出废纸市场的几个热点问题，而废纸供应缺口就是市场讨论最热烈

的热点之一。

1  废纸供应缺口问题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21年预计国内箱板纸消费废纸量为3,293万吨，瓦楞纸消费废纸量

2,383万吨，白板纸消费废纸量880万吨。而同

期预计国内废纸供应量为6,147万吨。那么，单

从废纸角度来看，通过以上数据计算，可以得到

2021年国内废纸供应缺口为409万吨，约占2021

年国内废纸供应量的6.65%。如图2。

图1  2015～2021年废旧黄板纸日均价走势 图2  国内废纸供需趋势

随着固废进口清零，与2020年相比，2021年将减少689万吨进口废纸供应，

那么2021年国内废纸到底够不够，缺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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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禁塑令影响的主要产品

图3  禁塑令相关历程

废纸供应缺口的实际影响可能要小于理论

影响。废纸缺口对国内使用废纸的原纸厂略有

不同，头部纸厂可以通过进口废纸浆、增加木浆

与木粉使用量来填补高质量造纸纤维的供应，

另外通过中转站等形式扩大国产废纸的采购半

径，而中小纸厂对高质量纤维需求并不强烈，中

小纸厂更多的是增加采购半径，增加废纸供应

商黏性。此外，进口箱板瓦楞纸数量也预期增

加，对国内废纸供应缺口预期提供修补。

所以从造纸纤维角度看，仅仅是进口废纸

通过转换形式，加工成再生纤维浆或者成品纸

流入中国对接市场的需求。当然形式和途径的

改变需要投资和建立新的贸易通道，这会影响

价格的变化。

根据卓创资讯对市场的调研来看，2021年

预期再生纤维浆进口量将达360万吨，合算为废

纸当量为450万吨，香港废纸供应广东市场数量

图5  值得关注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图6  纸浆期货与废黄板纸现货均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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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80万吨，此外木浆、木粉使用量也可能有所提升。

2  禁塑令相关问题

另一个市场热点是禁塑令的讨论，但是通过对市场分析，我们发现，禁塑令对可降解塑料的

影响最大，其次对纸浆系商品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对废纸系商品影响暂不明显。如图3、图4。

3  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问题

再一个热点是针对固体废物回收、储存、运输、使用的一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固废污染环境

防治法对涉及固体废物的个人和企业提出规范的指导，建议大家及时积极关注该法律。如图5。

4  纸浆期货与废黄板纸现货均价的联系

卓创资讯在研究纸浆期货与废黄板纸现货价格相关性的时候，发现二者之间有较强的联

系，尽管二者相关性一般，且分时段相关性波动较大，但从纸浆期货上市以来，卓创资讯发现废

黄板纸全国均价主要在纸浆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的1/3～2/3之间内运行。如图6。

其实废纸与纸浆之间只有单向替代关系，即废纸不可替代纸浆，但纸浆可以替代废纸。那

么以上发现是否可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此发现将持续有效，仍有待观察。

5  箱板瓦楞纸新增产能

市场对于2021年箱板瓦楞纸新增产能的关注也非常高。据卓创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

箱板瓦楞纸拟新建产能共

465万吨。如表1。

6  2021废黄板纸价格

预测逻辑

通过对市场的分析，

卓创资讯总结出当前市场

不同的供需矛盾，依据矛盾

的影响大小分为：（1）主要

矛盾是中国与国外不同的疫

情控制结果，导致海运运力

不足，进口原料供应预期不

足，而国内对原料的需求预

期上升；（2）次要矛盾是固

体废纸禁止进口，废纸供应

缺口预期；（3）背景矛盾是

美元的货币超发，全球通胀

预期。如图7。

尽管自2020年第四季

表1  2021年箱板瓦楞纸新增产能

拟在建装置

产能/万吨

40 

30 

15 

50 

10 

15 

10 

20 

10 

15 

215

35 

20 

30 

20 

20 

30 

50 

30 

15 

250 

山东华迈纸业 

山西外贸平遥包装 

山西一帆纸业 

白山琦祥纸业 

云南永兴纸业 

厦门市麒龙纸业 

湖北秦楚纸业 

浙江金励纸业 

云南建水春秋 

河南雅都纸业

贵州鹏昇纸业 

云南宜良红星纸业 

西安惠宁纸业 

山东临沂华星纸业 

山东美洁纸业 

唐山市冀滦纸业 

黑龙江龙德纸业 

江苏利民再生资源 

福建漳州三星纸业

企业名称
拟在建

产品名称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瓦楞纸

一期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箱板纸

拟在建

装置位置

山东潍坊 

山西平遥 

山西左权 

吉林白山 

云南楚雄 

福建厦门 

湖北公安 

浙江龙游 

云南红河洲 

河南沁阳

贵州安龙 

云南昆明 

陕西西安 

山东临沂 

山东临沂 

河北唐山 

黑龙江佳木斯 

江苏连云港 

福建漳州

预计投

产时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市 场 MaRkeT

62
第42卷第7期 2021年4月



图7  影响废黄板纸价格的矛盾

度以来，国内废纸价格持续上涨，但其并非固废

禁止进口的全功，这期间主流纸厂淡化门口废纸

车到货量变化，持续加码购买废纸用作储备。可

见主要矛盾的影响更大。

其实，自2020年10月份以来，废纸市场重新

建立了一套上涨逻辑。如图8。

由于疫情控制结果的不同，国内外货物交

流遇阻，那么，进口原料类价格持续上涨，比如

造纸需求的纸浆、再生纤维浆产品价格上涨明

显，而另外一些能源和辅料的价格也有明显涨

势，再加上固废进口清零的影响，那么在成品纸和废纸环节出现了一个涨价的良性循环，截至

2021年3月初，此良性循环仍然有效。

对2021年剩余时间国废黄板纸价格的预期，我们再次从国外疫情的发展角度出发，预期4月

份开始，随着北半球气温回升，疫苗注射，那么疫情影响会阶段性减弱，各主要经济体会及时恢

复经济活动，利于港口船舶返航，继而促使海运费价格回落，也利于再生纤维浆和成品纸的进口

量提升。所以，可能在4～6月份国废黄板纸价格出现调整走势。而下半年，奔着四季度旺季的预

期，以及疫情可能再次局部升温的大概率事件，预计下半年国废黄板纸价格震荡上移为主。

图8  2021年废纸系商品价格预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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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浆进口量看苏伊士运河拥堵事件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表1　2021年1～2月中国进口木浆量统计

浆种

针叶浆

阔叶浆

本色浆

化机浆

合计

去年同期

进口量

143.11

207.16

13.67

27.77

391.71

1～2月

进口量

143.25

242.18

15.37

29.52

430.32

同比/

%

0.10

16.90

12.44

6.30

9.86

1  中国木浆进口量分析

2021年1～2月木浆进口量合计430.32万t，同比增

加9.86%，其中针叶浆进口量微幅增加0.10%，阔叶浆

进口量增幅最大，为16.90%。见表1。

中国针叶浆进口量分产销国来看，2021年1～2月

加拿大、芬兰、美国、智利、俄罗斯联邦、瑞典合计进口

134.49万t，占1～2月总进口量的93.88%，较去年同期

占比增加0.42个百分点，主要受芬兰、美国、智利、俄罗

斯联邦、瑞典进口量的增加影响。而加拿大进口量同比

及较去年同期占比均有下降，主要受前期加针超卖、浆

厂检修等因素影响。来自于芬兰的进口量增加明显，为

27.19万t，位居第二位，占比较去年同期增加0.47个百

分点。见表2。

中国阔叶浆进口量分产销国来看，2021年1～2月巴

西、印度尼西亚、乌拉圭、智利、加拿大、俄罗斯联邦、

芬兰合计进口233.91万t，占1～2月总进口量的96.58%，

较去年同期占比下降0.78个百分点。这与乌拉圭、智利、

加拿大及除前七大来源国以外剩余国家进口量同比及

较去年同期占比增加有关。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

联邦、芬兰进口量占比较去年同期占比虽有下降，但巴

西、印度尼西亚、芬兰的量同比增幅明显。见表3。

中国本色浆进口量分产销国来看，2021年1～2月巴

西、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俄罗斯联邦、日本、芬兰合

计进口14.31万t，占1～2月总进口量的93.09%，较去年

同期占比下降4.26个百分点。这与智利、俄罗斯联邦进

口量同比及较去年同期占比下降有关。来自于加拿大、

美国、日本、芬兰进口量同比增幅明显。见表4。

中国化机浆进口量分产销国来看，2021年1～2月加

拿大、新西兰、瑞典、爱沙尼亚、俄罗斯联邦、芬兰合计

进口29.42万t，占1～2月总进口量的99.66%，较去年同

市 场 MaRkeT

3月23日，超大型集装箱船EVER GIVEN轮搁浅阻断苏伊士运河，据悉，苏伊

士运河承担12%世界贸易量。苏伊士运河拥堵对纸浆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卓创资讯首先从进口量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市场影响因素进行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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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占比下降0.24个百分点。主要受来自于加拿大进口量

同比及较去年同期占比下降影响，而其余国家占比及较

去年同期占比增加。

产销国/

地区

加拿大

芬兰

美国

智利

俄罗斯联邦

瑞典

进口量环比/

%

-11.05

11.45

-1.12

-19.36

-21.40

3.53

进口量/

万t

34.61

27.19

25.06

19.83

18.38

9.42

进口量同比/

%

-15.94

2.65

10.01

14.35

12.96

-2.83

进口均价/

(美元/t)

640.97

621.72

629.64

622.7

598.8

597.63

表2　2021年1～2月中国进口针叶浆分来源国进口量统计

进口均价

环比/%

6.15

8.90

4.30

7.97

8.02

2.90

10.19

8.96

11.63

8.14

8.38

6.41

进口均价

同比/%

24.16

18.98

17.50

13.84

12.83

6.57

本期数量

占比/%

28.77

18.51

15.92

12.12

11.37

6.77

去年同期数量

占比/%

产销国/

地区

巴西

印度尼西亚

乌拉圭

智利

加拿大

俄罗斯联邦

芬兰

进口量环比/

%

-1.14

0.30

42.64

0.85

-43.15

-11.04

-5.00

进口量/

万t

126.17

60.40

21.15

17.33

3.42

2.84

2.60

进口量同比/

%

9.23

15.74

89.20

17.84

27.49

-5.11

7.45

进口均价/

(美元/t)

471.05

466.32

481.05

461.1

442.75

440.06

506.42

表3　2021年1～2月中国进口阔叶浆分来源国进口量统计

进口均价

环比/%

3.66

4.86

1.08

1.84

3.56

2.01

9.98

0.86

3.14

-2.53

-2.53

-2.00

-2.02

8.15

进口均价

同比/%

52.10

24.94

8.73

7.16

1.41

1.17

1.07

本期数量

占比/%

55.76

25.19

5.40

7.10

1.30

1.44

1.17

去年同期数量

占比/%

产销国/

地区

智利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俄罗斯联邦

日本

芬兰

进口量环比/

%

-14.33

72.86

28.74

-11.39

-47.93

-7.68

-5.71

进口量/

万t

3.70

2.46

2.32

2.08

1.65

1.61

0.49

进口量同比/

%

-20.27

2.43

85.49

65.63

-30.78

46.42

75.57

进口均价/

(美元/t)

563.79

557.12

598.96

523.75

517.57

541.3

472.97

表4　2021年1～2月中国进口本色浆分来源国进口量统计

进口均价

环比/%

5.73

8.25

6.51

0.41

8.75

7.20

4.76

6.24

8.00

8.63

6.85

10.33

8.66

-3.95

进口均价

同比/%

24.05

16.03

15.11

13.51

10.73

10.45

3.21

本期数量

占比/%

33.91

17.60

9.16

9.17

17.44

8.02

2.05

去年同期数量

占比/%

卓创资讯通过对木浆进口来源国排名靠前的加拿

大、芬兰、美国、智利、俄罗斯联邦、瑞典、巴西、印度尼

西亚、乌拉圭的1～2月总进口量来看，来自于加拿大的

产销国/

地区

加拿大

新西兰

瑞典

爱沙尼亚

挪威

俄罗斯联邦

芬兰

进口量环比/

%

-9.17

-9.64

-24.37

4.73

-25.00

11.77

102.61

进口量/

万t

22.33

3.33

1.55

0.88

0.63

0.40

0.29

进口量同比/

%

-3.67

15.04

70.14

—

5.37

—

78.55

进口均价/

(美元/t)

456.21

445.06

421.48

385.35

427.42

422.49

460

表5　2021年1～2月中国进口化机浆分来源国进口量统计

进口均价

环比/%

2.35

-0.21

1.22

2.19

1.09

-1.72

-0.63

4.14

-0.66

-4.37

—

-5.43

—

3.69

进口均价

同比/%

75.67

11.27

5.27

2.99

2.14

1.35

0.97

本期数量

占比/%

83.47

10.41

3.29

—

2.15

—

0.58

去年同期数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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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浆进口量为62.69万t，同比下降8.21%；来自于瑞典

的木浆进口量为10.11万t，同比下降7.57%；其余国家进

口量同比增加4.16%～89.20%。

2  未来市场展望因素分析

2.1 中国进口针叶浆、阔叶浆到货情况分析

通过主要国家（智利、加拿大、俄罗斯联邦、美国）

出口到中国的情况来看，针叶浆方面，2021年1月主要

纸浆生产国出口到中国的针叶浆量43.69万t，环比下降

26.20%，同比下降5.11%；2月份智利出口到中国的针叶

浆量5.88万t，环比下降42.98%。从数据来看，3月份针

叶浆到货量或受其影响，但芬兰到货或维持稳定。4月

份针叶浆到货量受突发因素及浆厂检修等因素影响，

预计针叶浆到货量或受影响。

通过主要国家（巴西、智利）出口到中国的情况来

看，阔叶浆方面，2021年2月巴西和智利出口到中国的

阔叶浆49.68万t，环比下降7.21%，同比下降1.25%。

其中智利阔叶浆到中国出口量降幅较大，尤其是2月份

出口到中国阔叶浆量4.85万t，环比下降40.02%，同比

下降14.45%；巴西出口到中国阔叶浆量环比窄幅下滑

1.39%。预计3～4月阔叶浆到货量增幅相对较小。

2.2 突发事件对木浆进口量影响分析

突发事件方面，3月23日，超大型集装箱船EV ER 

G I V EN轮搁浅阻断苏伊士运河，据悉，苏伊士运河承

担12%世界贸易量。对于纸浆方面来看，芬兰、瑞典、德

国、法国等有使用苏伊士运河的情况。从中国针叶浆进

口量分析来看，来自于芬兰、瑞典的木浆进口量占总木

浆进口量的7.10%、2.35%，主要涉及芬宝、芬欧、森林

等，散货、集装箱运输方式均有。

值得一提的是，芬兰纸浆运输有两个月可以走北

极航线，但目前季节以苏伊士运河为主。此次突发事件

耗时一周左右，对前期订单到货或有一定延误情况，对

针叶浆后期的到货量或有一定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目

前苏伊士运河已恢复通航，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在心态上

相对明显一些。

2.3 下游主要原纸木浆消耗量分析

需求方面，1～2月份下游主要原纸（铜版纸、双胶

纸、白卡纸、生活用纸）木浆消耗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8

万t。3月份生活用纸价格冲高回落，多数纸厂选择限产

保价，开工负荷持续下挫，但受其在前期新增产能不断

释放影响，木浆消耗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万t，仅铜版纸

木浆消耗量窄幅下降。总体来看，铜版纸、双胶纸、白

卡纸、生活用纸木浆消耗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万t。卓创

资讯分析，二季度正值行业传统淡季，仅文化用纸处于

行业旺季中，白卡纸、铜版纸、双胶纸在二季度无新增

产能，生活用纸新增产能情况不明朗，结合行业开工负

荷来看，预计木浆消耗量较去年同期增幅不及预期。

2.4 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分析

集装箱货运指数方面，据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数

据显示，4月26日价格指数上涨1.63%，苏伊士运河突发

事件的影响暂不明显。

苏伊士运河涉及到的原油运输线路主要是从中东

通往欧洲的线路，直接影响原油的供需，同时在集装箱

紧张缓解有限的情况下，也会间接影响纸浆的运输费用

及时效。目前问题的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具体仍待

观察。

3  未来市场供需预期

卓创资讯分析，从供应方面来看，针叶浆供应量相

对偏紧、阔叶浆供应相对较为稳定；国产木浆方面有厂

存检修，或对国产阔叶浆供应形成影响，其他浆厂检修

计划较少。

从需求方面来看，二季度正值行业淡季，生活用纸

受一季度末限产保价因素影响，二季度恢复情况需待观

察；文化纸、白卡纸企业仍存提价意向，但终端执行情

况待观察；预计供需边际或两相抵消，建议关注阔叶浆

到货情况。

从价格方面来看，一季度针叶浆厂存计划及计划外

检修，部分浆厂表示前期超卖，同时因2021年无针叶浆

新增产能，预计针叶浆价格震荡整理为主，突发事件对

市场心态面有一定支撑；阔叶浆主要来自于南美洲，此

次突发事件对其影响或主要体现在运费及集装箱紧张方

面，但从供应来看，影响不大，浆价或维持基本面逻辑。

以上仅是基于基本面的分析，目前纸浆期货金融属

性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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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面对市场的影响、工厂原料

库存结构及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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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设备投资周期下，纸浆市场供需

将如何演绎？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1  一季度浆价缘何持续上扬？

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价格持续上扬，上涨行情自

2020年12月开始迹象更为明显，截止至2021年2月份，进

口木浆现货市场价格直线上扬，其中针叶浆价格累计上

扬2,150元/吨，阔叶浆价格累计上扬1,900元/吨，本色

浆累计上扬1,300元/吨，化机浆价格累计上涨650元/

吨。如图1。

此次浆价的上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组成：

第一，纸浆期货超预期上涨，纸浆期货主力合约再

度冲击7,500元/吨。

第二，进口木浆外盘接连上涨，并引起全球范围内

的浆纸上扬行情共振。

第三，下游原纸涨价函高频、高幅发布，浆纸相关

系数再度升温，互推行情再度建立。

第四，国外浆厂检修消息陆续发布，消息面持续发

酵，提振市场信心。

据各浆厂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厂家因检

修约影响产量38万吨以上，其中阔叶浆（或交叉生产的

生产线）影响产量26.27万吨，针叶浆10.04万吨，其余

为溶解浆、本色浆。其中巴西影响6.29万吨，智利25.05

万吨，加拿大3.98万吨，俄罗斯3万吨。如表1。

第五，纸浆供需面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公共卫生

事件之后，经济恢复情况良好，尤其是中国先于其他国

家率先恢复，进一步助推此轮行情。

第六，废纸政策面影响，国产浆及进口浆的替代性

被激发，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第七，禁塑令影响下，业者预期浆、纸市场后期向

好；而富阳白板纸产能清退下，同时在白卡纸、白板纸

的替代作用下，进一步刺激业者对原生木浆需求增加的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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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其他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海运费上涨、

行业集中度上升、业者预期等对浆市的助推作用。

2  1,000余万吨浆纸新增产能计划释放将引起多

大风波？

2.1 全球贸易重返增长之路

据国外网站数据显示，1月份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回

升，中国吞吐量大幅提升，北部欧元区和德国经济发展

迹象的北部范围指数也比整体指数增长幅度更大，从

（修订）114.8上升至117.9。该指标也正恢复到公共卫

生事件之前的增长路径。

2.2 浆纸行业新增产能接踵而至

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及之后，全球纸

浆新增产能超过4,500万吨，刨除溶解浆、废纸浆、半化

学浆之后，亦超过4,000万吨（含前期长期停机，近期及

后期计划复产产能），以阔叶浆、化机浆为主，占66%的

市场份额，如表2。2021年及之后，未来主要纸浆系原纸

的新增产能在2,800余万吨，中国多为浆纸一体化产能

的投放，预计行业集中度有望持续提升。

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计划新增

产能743万吨（其中中国248万吨），按照各个企业计划

开机时间及行业开工负荷率计算，预计2021年可贡献产

量为227万吨（其中中国为100万吨）；下游原纸新增产

能在460万吨以上，按照年初即投产及原纸行业开工负

荷计算，下游需消耗纸浆283万吨。从以上数据显示，

中国市场需求放量大于供应量，但由于下游原纸开工情

况存在不确定性，1～2月份来看，供需改善情况变化不

大。

2.3 未来5年中国纸浆市场供需平衡将持续博弈

2021年国际新增产能加之2020年中国纸浆新增产

能的释放，因此2021年国内外纸浆供应量将持续增加。

2020年之后下游原纸新增产能在2,000万吨以上，尤

其是以浆纸一体化产能为主，其中木浆、白卡纸或者木

浆、文化纸一体化的新增产能，2021年纸浆供需平衡差

在-84万吨。后期伴随着新增产能的不断释放，纸浆进

入被动累库存周期，到2025年预计供需平衡差持续放大

（如图2）。

具体展开来看：

供应面：（1）据P P PC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纸

浆发运量5,396万吨，同比提升2.2%。其中针叶浆下降

3%，发运至中国下降6%（48万吨）；阔叶浆增加6.7%，

发运至中国增加13.3%（121万吨）。

(2）2020年巴西、智利阔叶浆出口到中国的量较

2019年增加124万吨，来自于智利、加拿大针叶浆下降

59万吨，针叶浆供应相对紧张。

卓创资讯分析，从全球纸浆发运到中国的情况及

主要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情况来看，阔叶浆供应较为充

裕，同时从中国进口阔叶浆量的同比变化亦能佐证；针

叶浆方面相对紧缩，主要受期货、外盘等因素制约。

需求面：（1）主要原纸企业开工负荷维持正常水

平，且生活用纸开工负荷明显提升，木浆需求面稳中略

增68.4万吨（其中1～2月份文化纸木浆消耗量下降3.9

万吨，白卡纸木浆消耗量增加3.3万吨，生活用纸木浆

消耗量增加69万吨）。

(2）主要原纸企业原纸库存开始回归至相对正常水

平，在开工负荷窄幅下降的同时，原纸库存同步下降。

卓创资讯分析，木浆需求量稳中略增，短期供需失

衡情况窄幅改善，进一步助推浆价。

库存面：（1）全球纸浆库存天数2月较1月下降2天

至35天。其中针叶浆库存稳定在35天；阔叶浆库存下降

4天至35天。

(2）欧洲木浆港口库存126.85万吨，环比下降

3.38%，同比下降23.23%。

(3）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2月底国内主要港口

及地区纸浆库存（青岛港、常熟港、天津港、高栏港、保

定地区）215万吨，环比窄幅累库，较去年同期窄幅下降

11.89%。

卓创资讯分析，全球、欧洲库存有效去库，中国港图1　2015～2021年中国进口木浆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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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年上半年浆厂检修情况统计

浆厂

Bracell

CMPC

Cenibra

Cenibra

Bracell

Arauco

Arauco

Arauco

Arauco

CMPC

Arauco

Arauco

Arauco

Arauco

Arauco

CMPC

Arauco

Mercer

Resolute

Ilim

Harmacpacific

Suzano

CMPC

Arauco

Suzano

检修天数/天

8

10

10

12

7

10

18

7

10

10

20

10

18

7

10

10

20

21

-

-

12

11

12

24

12

浆种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溶解浆

本色浆

针叶浆、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溶解浆

阔叶浆

阔叶浆

本色浆

针叶浆、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溶解浆

阔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针叶浆、绒毛浆

阔叶浆

检修时间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三季度

影响产量/

万吨

0.06

1.29

2.16

1.73

1.05

0.48

5.62

0.61

1.65

1.11

3.06

0.48

5.62

0.61

1.65

1.11

3.06

3.28

0.70

3.00

1.33

1.32

1.87

2.52

2.16

表2  2021年国内外纸浆新增产能统计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巴西

巴西

智利

中国

中国

美国

产能/

万吨

30.00 

20.00 

15.00 

10.00 

18.00 

45.00 

280.00 

156.00 

80.00 

75.00 

14.00

浆厂

宁波亚洲浆纸

山东太阳宏河纸业有限公司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奥海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Klabin Puma II

Bracell

Arauco  MAPA

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玖龙全资子公司ND Paper旗

下Old Town浆厂

浆种

化机浆

本色浆

化机浆

化机浆

化机浆

本色浆

桉木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化机浆

本色浆

投产时间

2021年3月

2021年一季度

2021年3月

2020年底-2021年

2021年11月试产

2021年二季度完成

2021年四季度

2021年四季度

2021年下半年

2021年11月

2021年投产

口纸浆库存去化速度迟缓，高库存成新常态，但对后期

浆价存抑制作用。

其他方面：废纸政策面影响，原生浆用量持续增

加，预计在箱板纸、白板纸方面将会

增加120万吨左右原生浆用量，主要

由进口本色浆、国产浆来补充，同时

考虑本色浆与国产浆、废纸等价差的

问题，并通过国内外原生浆新增产能

投放及现有产能的开工负荷统计来

看，其中预计进口木浆量较去年将增

加14%，进口本色浆增量占总木浆进

口增量的17%。

综上所述，短期供应面中针叶

浆可流通性货源紧张，阔叶浆较为

充裕；需求面短期放量稳中有增，供

需平衡有一定改善；高库存成为新常

态，对浆价有抑制作用；同时浆价的

过快上涨，侵蚀下游纸厂原纸利润，

也不利于浆价后期的稳定上扬。

3  2021纸浆系市场商品预测

2021年进口木浆价格重心整体

上移，其中拐点出现在6月份（如图

3）。2021年针叶浆均价预计在7,950

元/吨左右，同比增长66%；其中最高

点预计出现在5月份的8,100元/吨，

最低点预计在1月的6,144元/吨，波

动金额在1,956元/吨左右，波幅在

32%。

2021年阔叶浆均价预计在6,976

元/吨左右，同比增长79%；其中最高

点预计出现在5月份的6,400元/吨，

最低点预计在1月的4,695元/吨，波

动金额在1,705元/吨左右，波幅在

36%。

2021～2023年仍处于通缩周期

内，2021年之后国内纸浆外新增产能

在4,000万吨以上，供应宽松或对浆

价形成影响，但行业进入新一轮的投

资周期中，新增产能以阔叶浆、化机浆为主，浆纸一体

化进程加快，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必将带来利润的稳

定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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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浆价上涨过快以后，非木浆开工负荷提升；浆价上

涨速度过快，侵蚀原纸企业利润，部分价格虚高后面临

下行风险；木浆需求实际增量释放情况及业者操盘情

况；纸浆期货过快上扬后的风险情况；废纸政策、禁塑

令政策带来的实际木浆增量等。

以上仅是基于基本面的预判，目前纸浆期货已脱

离基本面运行，同时亦不排除资金介入后纸浆期货以及

宏观面对市场的影响，另外亦需关注供需边际实际变

化、公共卫生事件等对市场的影响。

2021年生活用纸价格重心整体上移，其中拐点出

现在6月份。2021年生活用纸全国均价预计在6,936元/

吨左右，同比增长28%；其中最高点预计出现在5月份的

7,700元/吨，最低点预计在1月的6,287元/吨，波动金

额在649元/吨左右，波幅在10%。如图4。

3月随着生活用纸传统旺季到来，下游备货力度稍

增，6月份随着需求有所趋缓，叠加新增产能陆续投放，

行情或存下调态势；临近年底，新增产能投放后带来的

预计2 0 21年因新增产能的持续释放，尤其是

Bracell、Arauco阔叶浆项目的投放，浆价或承压运行，

但亦需考虑禁塑、废纸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2021年来看，一季度正值春节前后，2月份国内休

市，3月份受文化纸、生活用纸等传统旺季来临叠加纸

浆期货价格及外盘带来的成本面、流通性影响贯穿一季

度，价格调整空间在1,600～2,800元/吨。

二季度处于造纸行业淡季，叠加新增产能影响，

浆价或承压，但由于前期浆厂的减量及超卖因素影响，

预计价格维持区间震荡整理态势，调整空间在50～250

元/吨。三季度迎来造纸行业的传统旺季，加之下游进

入新一轮原料补库阶段，预计浆价或有所回升，调整空

间在100～400元/吨。四季度伴随着国内新增产能的

释放，外采浆减少，浆价或承压，价格下调50～200元/

吨。

卓创分析，2021年开始，浆、纸行业进入新一轮的

产能扩张期，行业竞争优势明显，但需警惕木片供应问

图4　2021年生活用纸月度均价走势预测

图5　2021年白卡纸月度均价走势预测图3　2021年中国进口木浆现货价格走势预测

图2　未来5年中国纸浆市场供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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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21年双胶纸、铜版纸月度均价走势预测

供应增量明显，叠加部分纸企为回笼

货款或存在低价吸单现象，价格继续

下挫。

2021年白卡纸价格重心整体上

移，其中拐点出现在10月份。2021年白

卡纸均价预计在8,653元/吨左右，同

比增长44%；其中最高点预计出现在8

～9月份的9,300元/吨，最低点预计在

1月的7,415元/吨，波动金额在1,885元

/吨左右，波幅在25%。如图5。

支撑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供应端收紧，白板供应

缩减。部分纸企排产云帆替代，白卡供

应缩减，同时食品卡价格上涨，需求增

量，纸厂排产增加。

第二，需求向好。虽目前贸易商、下游深加工对高

价略显排斥，但在供应收紧、禁塑政策影响下，整体需

求增加趋势明显。

第三，成本面支撑。纸浆价格高位上行，对纸厂提

涨起到有利支撑，加之白卡集中度较高，厂家心态乐

观，提涨意向较强。

文化印刷用纸价格受纸浆价格大幅提涨因素影

响，大幅上扬，年内价格主要根据传统淡旺季、整体

供需及上游原料价格波动而调整，其中拐点出现在3月

份。

2021年双胶纸全国均价预计在7,016元/吨左右，

同比增长23%；其中最高点预计出现在10～11月份的

7,350元/吨，最低点预计在1月的5,750元/吨，波动金

额在1,750元/吨左右，波幅在31%。如图6。

2021年铜版纸全国均价预计在7,163元/吨左右，

同比增长30%；其中最高点预计出现在5～6月份的7500

元/吨，最低点预计在1月的5,600元/吨，波动金额在

1,750元/吨左右，波幅在30%。

具体来看，2021年1月、2月受春节假期影响，市场

交投有限，纸浆价格高位，成本利好，纸厂协同推涨，价

格重心上移。3月份出版招标工作陆续进行，4月、5月出

版订单陆续释放，对于总需求有所支撑。加之2021年为

建党100周年，对于党建类需求有增加的预期。6月、7月

随着招标工作的结束，市场趋于平淡，市场价格恐有下

行风险。8月份市场交投一般，然为淡旺季的转折月份，9

～11月份，出版订单陆续释放，利好于规模纸厂，价格上

涨。12月份市场以震荡整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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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日照华泰污水处理车间

（宋明顺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

司）

专家点评：俯视的角度，完美地

展现了这一环保项目，蓝天、白

云、绿树融为一体，这是造纸企

业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承担起高

度的社会责任。

铜奖│炽热（庞结薇 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闪烁的焊花、红色的安全帽及人物的脸膛，与后面黄色的装备

相呼应，构成鲜明的色彩美，是一首工匠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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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纵 横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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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将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当仁不让扛起大旗，依托全资子公司茂源林业、

苗圃事业部打造生态农林产业链，在为美丽中国不断“加分”过程中，将央企责任时时刻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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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果、张浩奇、刘志坚、张浩奇、李晋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农林 央企责任刻心间

纵 横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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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7日，斑布勇士付猛平安落地拉萨，开始了第二次本色骑行。三年前，他从成都出发，

沿着318国道线，一路翻山越岭，直到西藏。在这条危险与美丽并存的行程中，他收获了欢乐，也收获

了爱情。骑行新藏线，平均海拔超5000米，全程超过3000千米。斑布勇士，真我本色，勇往直前，诠释

着斑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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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猛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斑布勇士，真我本色，勇往直前

纵 横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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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以来，全球浆价连续3月上涨，包装用纸需

求持续走高
据Euwid报道，截止2021年3月底，全球纸浆市场继续供不应求，针叶木浆与阔叶木浆需求都

十分紧张，但纸浆生产商一时难以提供额外的纸浆，造成纤维原料出货量继续缩减。

全球浆价上涨受多元因素影响

由于与流行病有关的不正常需求，以及一些生产限制，全球纸板和其他包装以及用于生产这

些包装的原材料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2021年1-3月，全球纸浆价格上涨了30%，而废纸

的价格上涨了1.5倍。进入4月后，浆价也可能会继续上涨，例如，Sodra便已经发布涨价函，宣布

自4月1日起，欧洲市场NBSK上涨至1220美元/吨，较其1月的960美元/吨，上涨了260美元，涨价主

因是全球纤维原料紧俏，欧洲市场供不应求。

斯堪的纳维亚和南美地区因疫情而带来的维护性停工是造成纤维原料供应短缺的关键因素

之一。此外，采购工艺化学品是目前纸厂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接下来的几周内，如果这一情况持续

发酵，可能造成全球部分纸厂被迫停产。同时，需求受到“恐慌性采购”的影响。另外，价格也受

到全球集装箱短缺和运费增长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全球多个国家造纸行业遇到困难。以俄罗斯为例，自2020年第四季度起，

俄罗斯纤维素纸板价格上涨了11%，而可再生纸板等产品均价上涨了28%甚至更多，卢布贬值也对

俄罗斯国内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

根据IndexBox最新报告，全球木浆市场中，化学木浆消费量最大，占总消费量的77%，是机

械木浆的6倍，此外，半化学木浆在总消费量中排名第三，仅占5.9%。

包装用纸需求走高推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在疫情期间，电子商务的激增推动了生产瓦楞纸板和纸包装的工厂满负荷运转，纸板包装供

应不足，导致2020年全球纸板价格上涨。此外，文化纸需求仍然较为低迷，生活用纸需求旺盛，

全球纸浆生产商也将调整其市场策略，以适应下游造纸和纸板厂的转变。

从中期来看，由于纸张是一种环保、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的材料，即便全球性疫情形势平稳

之后，预计全球对纸包装的需求也仍将稳步增长，这是一种大的发展趋势。由于欧盟和其他国家

通过了多项新的立法，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国际上对气候保护力度继续加大，纸类包装的

前景被普遍看好，纸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也变得至关重要。 

根据欧盟包装相关法规，到2030年，至少85%（按重量计算）的纸和纸板包装废弃物必须被

回收利用。2019年，在欧盟，造纸生产中二次原料的比例为49%，木浆的比例为41%，这使得造纸

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全球机器压光牛皮纸市场前景良好，2021年市场估

值预计超90亿美元
据全球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Future Market Insights（FMI）的机器压光牛皮纸（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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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zed kraft paper）市场报告显示，2020-2030年，全球机器压光牛皮纸市场有望增长1.6

倍。到2021年，其整体估值预计将超过91.3亿美元。

全球市场逐渐升温，食品和饮料行业是消费主力

食品和饮料行业对可持续包装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这将继续推动全球压光

牛皮纸市场增长。虽然在疫情爆发后，2020年销售额有所下降，但预计2022年以后会有所恢复。

研究还显示，在预测期内，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压光牛皮纸销售额将占市场总销售额的27%以上。

报告还显示：北美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将使美国在2021年的压光牛皮纸销售

额占北美地区总销售额的80%以上；英国市场在经历了疫情影响下销量下降的时期后，预计2021

年将小幅上涨；德国和法国的需求在2020-2021年出现负增长后，预计将有所增长；预计中国将

引领整个东亚市场的发展，日本也可能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质量逐渐提高，应用领域广泛

据报告分析，压光牛皮纸机械强度、柔韧性和印刷性都很高，是工业品和非工业品包装的理

想选择。此外，作为质量高而又可持续的包装产品，市场前景良好，由于消费者对可持续包装的偏

好上升，导致对可回收利用的包装解决方案的需求增加。压光牛皮纸制造商正在使用纸质材料

作为可持续包装的替代品，以替代传统的塑料和金属化包装解决方案，用于食品、医疗保健、个

人护理和化妆品、建筑和施工以及家庭应用。

压光牛皮纸在制造包装袋、标签和离型纸、信封、涂层和层压、环保型杯子和碗、托盘以及

礼品包装等领域都可获得高效利用。

此外，全球范围内采用软包装而非硬包装的转变，也是推动压光牛皮纸市场增长的原因。在

东亚地区，压光牛皮纸在食品和饮料、个人护理和化妆品产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包装中的

渗透率越来越高。

压光牛皮纸制造商不断注重创新，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多种包装形式不断出现，具

有无异味、高阻隔性、出色的美学和表面特性等优势，在全球市场中，Mondi、Smurfit Kappa、

日本制纸、斯道拉恩索、BillerudKorsnäs、Gascogne Papier SAS、Sappi、APP、Heinzel 

Group和Papelera de Brandia等都是可生产压光牛皮纸的全球知名企业。

欧洲多国面临废纸短缺的威胁
由于疫情造成的隔离和交通限制措施，以及其带来的诸多后续影响，使得欧洲不少国家面临

废纸短缺的威胁。

以德国为例，据德国一些国家官员和地方媒体报道，德国可能面临废纸短缺的形势，可能导

致该国卫生纸和新闻用纸的短缺。据悉，这主要是由于疫情导致废纸的数量大幅下降，在国内积

累的废纸数量和收集废纸的速度下滑十分明显。

此外，近几个月来，德国的废纸进口量大幅减少，这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疫情发生前，

德国每年进口的废纸约为500万t，主要来自荷兰，然而从2020年开始，废纸收购一度陷入僵局。

大范围的边境封锁也是造成废纸短缺的原因之一。仅以宜家为例，其家具包装通常会产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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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纸和纸板形式的废纸，销售电子产品的大型连锁店也是如此，但封锁导致的交通限制措施

都使得废纸运输和流通效率大幅降低，造成了废纸短缺。

此外，俄罗斯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据废纸加工商代表和当地媒体报道，俄罗斯主要废纸加工

商希望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采取措施，借助政府力量解决俄

罗斯废纸短缺问题，防止一些基本纸品价格上涨。 

据加工商代表介绍，近年来该国面临着废纸长期短缺的问题，可能导致包装和消费品价格上

涨。目前其国内废纸短缺已经影响了行业正常发展，他们还认为，国家缺乏有力的辅助措施，从而

使废纸短缺对整个国家的造纸行业带来了威胁。

事实上，由于俄罗斯计划刺激国内废物管理行业的发展，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废纸加工能力。

例如，2015年，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关于废弃物生产和消费的联邦法律修正案，在国

内引入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根据该法，货物和包装的处置已成为制造商和进口商不可

推卸的责任，近年来也一直努力推动废弃物的处置和使用。

DS Smith在波兰和意大利新投资

两家包装纸厂
DS Smith宣布，为应对客户需求的增长，对意大利和

波兰的两个新包装基地进行1亿英镑的综合投资。由于电

子商务的普及以及传统食品和饮料市场的持续扩张，预计

可持续纸质包装市场将大幅增长，新厂区将大力补充可持

续纸类包装市场。

DS Smith发言人表示，两家纸厂将采用最先进的设

施和技术，预计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投入使用。

Smurfit Kappa投资4,000万英镑拟建设英国最大包

装盒工厂
Smurfit Kappa已经批准了其位于北威尔士（North Wales）的模具工厂的转型投资计划，

进一步扩大该工厂的产能，使其成为英国最大的包装盒工厂，并使公司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可持

续包装需求。 

该工厂成立于1994年，拥有194名员工。此次升级改造工程总投资4,000万英镑，对先进设备

的投资将使工厂每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5%。

Smurfit Kappa英国和爱尔兰首席执行官Eddie Fellows表示，在北威尔士的这项投资将

提高公司总产能、灵活性和反应速度，为英国和爱尔兰的客户提供更多创新包装方案，我们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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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满

足客户的未来需求。 

此外，除包装纸

盒工厂之外，Smurfit 

K a p p a还将在苏格兰

Tan nochside地区投

资高品质的印刷和加工

设备，进一步提高印刷

部门的市场服务。该工

厂位于苏格兰的中心位

置，作为Smurfit Kappa印刷部门的一部分，可以满足所有客户的印刷需求和服务能力，支持苏

格兰客户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并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瑞典E s s i t y计划打造全球首家大型“零温室气体排

放”的卫生纸厂
总部位于瑞典的全球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公司Essity计划将位于瑞典Lilla Edet的卫生纸

厂打造为全球首个无二氧化碳排放

的大型卫生纸厂。通过用沼气完全

取代天然气，该纸厂将在正常运营

期间把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为零。

Essity全球制造总裁Donato 

Giorgio说道：“我们在瑞典Lilla 

Edet的卫生纸厂未来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大规模零碳排放的卫生纸

厂，是Essity为可持续卫生纸生产

设定未来标准的又一例证。目前，工

厂已经进行了几次短期测试，还将

继续进行后续试验，然后再投入运

营。”

在2021年初成功进行短期测试后，Lilla Edet工厂将进行更长时间的测试，用沼气替代天

然气作为能源，生产Tork和Lotus等品牌的纸巾产品。

到2030年，Essity的目标是，将2016年作为基准年，与基准年相比，公司致力于使内部的能

源和电力使用以及购买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截至2020年，排放量比基准年已经减少

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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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纸企Sonoco宣布未涂布再生纸板涨价
近日，Sonoco公司宣布将对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等级的未涂布再生纸板（URB）实施每吨50美

元的涨价，从2021年4月26日发货的产品开始生效。

Sonoco公司表示，此次提价是为了应对美国和加拿大工厂网络的强劲需求，以及投入成本

的通胀，特别是运费、造纸化学品等产品的涨价。

成立于1899年的Sonoco，是一家全球性的供应商，提供各种消费包装、工业产品、保护性包

装、显示器和包装供应链服务。公司年净销售额约为52亿美元，在34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为约

85个国家的一些世界知名品牌提供服务。

Interfor收购美国南卡罗来

纳州WestRock锯木厂
近日，林业公司Interfor已经完成了此前宣

布的收购美国纸企WestRock位于南卡罗来纳州

Summerville的锯木厂的交易。

Interfor公司是一家以增长为导向的林产品

公司，业务遍及加拿大和美国，年生产能力约为

32亿英尺板（board feet），希望通过此次收购

进一步提高产能，扩大在北美市场的影响。

到2025年，北美林纸企业Resolute计划将温室气体排

放降低30%
北美林纸企业Resolute近期宣布，承诺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GHG）绝对排放量比2015年减

少30%。2015年之前，公司在碳排放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新的目标是建立在公司将温室

气体绝对排放量从2000年的水平已经减少83%的基础上的。通过实现其目标，公司将比2015年的

水平每年减少近70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

 该公司为实现其承诺而开展的一些近期项目主要有：

（1）加拿大魁北克省Saint-Félicien纸浆厂的效率提升项目，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化石燃

料使用量达20%；

（2）美国阿拉巴马州Coosa Pines纸浆厂热电联产涡轮机的现代化改造，以减少6%的购电

用量；

（3）在加拿大安大略省Thunder Bay纸浆和造纸厂安装了一套先进的热回收装置，以回收

废热，从而减少了20%以上的化石燃料的使用。

环球扫描
global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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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理思亚太地区造

纸化学品涨价
近日，全球特种化学品制造商索

理思（Solenis）发布亚太地区纸浆

和造纸化学品涨价函，提高一系列

造纸化学品价格。

此次涨价主要由原料成本上涨

所致，其中造纸化学品的关键原料

丙烯腈、苯乙烯、丙烯酸酯、苯胺、

环氧乙烷/环氧丙烷、ASA（烯基琥珀酸酐）和颜料等产品全球供应短缺。原材料及关键中间体成

本和生产运输成本持续上涨，其影响比预期的更为显著。源自棕榈油的AKD和松香等原材料的价

格仍然处在上升趋势，并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因此，索理思将于4月1日起，在亚太地区范围内针对一系列纸浆和造纸化学品的价格再次进

行上浮调整，其中干粉涨价11%-15%，反向乳液7%-10%，聚合物溶液4%-12%，施胶剂5%-40%，染

料颜料5%-50%，生活用纸助剂10%-25%，其它过程化学品5%-35%。

印度成品纸价攀升，行业倡导建立纸价平衡管理机制
由于国际浆价持续上涨、国内原料回收不足等原因，印度国内牛皮纸（kraft paper）价格持

续上涨，不仅影响纸厂本身的成本，也在影响着下游的加工行业及其他用户产业。

由于涨势明显，且持续时间待定，有业内人士提出，行业需要定价时形成一种价格的均衡机

制，从而使成品纸的涨价由上下游共同分担。据印度部分纸包装与加工厂负责人反应，由于价格

波动明显，在向纸厂购纸时，在纸张成本方面，无法及时与纸厂确定成本，给生产经营带来一定

困难。   

关于造纸企业与瓦楞厂或加工商之间如何分配上涨的纸张成本的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必

须要有一个“公开的成本计算表”，每一个季度都可以精确记录纸张价格的波动，并反映到表中，

从而提高两者之间的透明度。

部分内部人士也表示，每个季度都应该对纸张价格进行审查和修订，无论是涨还是跌，无论

每季度平均价格如何，都应该统一按照季度修订，从而使纸价在标准和合理的限度内进行管理

和统筹。

据印度当地媒体消息，受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在印度，不仅牛皮纸价格上涨，其他具有替

代作用的纸种也有不同程度的涨价。

亚洲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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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成功开机到现在的第九台，每一步都稳扎稳打。我

们关注纸机质量，从设计图纸到安装成型，每一个零

部件我们都会做精密细致的检查，确保安全无误。在

提升纸品品质的同时，我们还致力于降低纸机能耗、

减少排放污染，可持续发展是维美德永恒的追求。在

此，我们衷心祝愿中顺洁柔宏图大展，蒸蒸日上！愿

我们携手奋进，共赢未来！”维美德常州设计部经理

曹卫忠说道。

欧佩德昌华供货的两台特种纸机顺利
出纸

本刊讯（鞠华 报道) 3月21日，由山东欧佩德昌

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升级改造的山东恒联

特种纸业有限公司3950/800高档文化纸机项目顺利

完成并开机出纸。该纸机主要生产高档文化纸、特种

纸等，纸机幅宽3950m m，设计车速800m/min，年产能

达到10万t。据了解，欧佩德昌华供货范围从网部到卷

纸机。

3月31日，由欧佩德昌华提供整机的河南仙鹤特

种浆纸有限公司3200/400特种纸机项目也顺利开机

出纸。

这两台纸机均以节能环保为设计理念，能够大幅

提升车速和产能，为企业节省成本。

欧佩德昌华公司严格执行高标准的质量内控，产

品质量优良、稳定、可靠、产能大，交货能力强，受到

客户的欢迎。

东莞金田纸业“煤改气”项目点火调
试成功

据《南方日报》报道 3月30日，东莞金田纸业举

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项目点火启动仪式。上

午10时，与会领导、嘉宾共同点亮启动球，标志着金

田纸业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项目正式

点火调试，金田纸业煤改气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金田纸业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

项目于2020年5月正式动工，投资总额为35219万元。

项目拟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新建1台200t/h天然

维美德向中顺洁柔提供的第九台纸机
在孝感基地成功开机

本刊讯（李芳 报道) 3月10日，维美德常州向中

顺洁柔湖北孝感基地提供的T M5顺利开机并投产!至

此，维美德常州向中顺洁柔交付了共9台生活用纸纸

机，其中已有7台纸机通过性能验收测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安全卫生越来越

重视，生活用纸消费量也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维美德

IntelliTissue高端环保型生活用纸纸机顺应社会发

展趋势，无疑是在平衡产能和能耗方面为客户量身打

造的最佳解决方案。该款纸机以节能环保为设计理

念，能够大幅提升车速和产能，为企业节省大量成本，

因此在全球市场都广受青睐。

“长久以来，维美德都始终与我们保持着密切联

系，了解我们的需求并努力完善每一个步骤。项目的

顺利进行离不开所有人的默契配合，维美德项目团队

的高标准和高水平，纸机的高质量和低能耗，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会更加坚定与维美德比肩

同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相信接下来的项目会更加

成功、圆满！”中顺洁柔湖北工厂副总经理王念东说

道。

“中顺洁柔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从第一台纸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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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锅炉配套1台25M W背压式汽轮机组；二期建设1台

50M W级燃气轮机配套1台150t/h可补燃的余热锅炉单

循环热电联产机组。目前，该项目安装已基本完毕，

进入调试周期。

据了解，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期间，东莞金田纸

业完成了6号机、7号机两台灰板纸机的升级改造项

目。2月中旬，6号机首先技改完成，目前日产量已近

600t。7号机于3月下旬成功出纸。

湖北丽邦纸业3号卫生纸机正式投产

本刊讯（丽邦 消息) 3月31日，湖北丽邦纸业迎

来了3号卫生纸机的开机投产仪式。

湖北丽邦纸业有限公司3号卫生纸机是B C1500-

2850新月型高速卫生纸机，产能稳定，性能良好，净

纸幅宽2850m m，设计车速1500m/m i n，单机产能约

2.5万t/a。

据了解，4号卫生纸机的磨缸工作也已完成，4月

中旬将正式投入使用。湖北丽邦纸业3、4号卫生纸机

的陆续投产，意味着其在生活用纸产能上更上一层

楼。

目前湖北丽邦的二期土地规划工作也在如火如

荼的进行中，4月底二期施工建设也将拉开序幕。湖

北丽邦二期规划占地200余亩，总规划产能10万t/a，

规划建设两个造纸车间，两个加工车间，一个成品仓

库，一个辅料仓库。

总投资410亿元的金鹰（如皋）产业园
奠基

本刊讯（金鹰 消息) 3月31日，金鹰（如皋）产业

园在江苏如皋市长江镇奠基。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等为项目奠基培土。

金鹰（如皋）产业园计划总投资410亿元，是金鹰

集团在中国单一城市、单一省份投资最大的综合性项

目。

2020年6月18日，在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等领导

的见证下，金鹰集团如皋产业园项目隆重签约。9个

月来，金鹰集团与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方面密切配

合、团结协作，项目得以快速推进，顺利落地。

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在奠基仪式上表示：“我

们将坚持‘开发永续资源，创造美好生活’的企业宗

旨，坚持‘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

国、利业’的经营原则，把金鹰集团在全球的资源、技

术、人才、管理优势与如皋的区位、基础设施、产业配

套优势结合起来，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

效能管理，节能降耗，减碳增效，打造世界一流的高

质量发展产业园区，助力江苏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本地区上下游产业共同发

展。”

金鹰（如皋）产业园位于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

主要包括总投资200亿元的白卡纸项目和总投资60亿

元的莱赛尔纤维项目等。

维美德向玖龙纸业提供关键制浆技术

本刊讯（李芳 报道) 日前，维美德与玖龙纸业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数项订单，向该公司下属浆厂

提供制浆技术。供货包括数条制浆线以及碱回收炉与

石灰窑的核心设备。订单交付将分阶段进行，预计在

2022到2023年间相继投产。

合同金额未公布。类似项目的价格一般在1亿欧

元左右。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0年第4季度新增订单

中。

玖龙纸业行政总裁刘名中说：“我们的产品范围

不断拓宽，新的制浆线将以高质量原料为现有和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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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机提供生产支持。玖龙与维美德有着良好的合作

经验，他们可满足我们的要求。基于此，我们选择维

美德作为供应商。”

维美 德制浆与能源业务线总裁 B e r t e l 

K arlste dt说：“长期以来，维美德与玖龙有着友好

的合作关系。我们很高兴能与玖龙继续合作，为其

提供制浆技术以满足他们对包装纸板生产专用的高

卡伯值浆料的需求，同时提供高效可靠的碱回收技

术。”

维美德供货包括六条制浆线以及碱回收炉和石

灰窑各两台。

制浆线可使客户以灵活方式生产各种不同的浆

料，同时以更低的能源与木料消耗量对浆料性能加

以优化，从而实现最佳的资源效益。供货包括Valmet 

Continuous Cooking G3第三代连续蒸煮、筛选、磨

浆及洗浆等工艺。

两台高效碱炉的日产量均为2300t绝干物质。其

设计特点是能源生产效率及设备利用率高，排放低，

可对不凝气（NC G）加以燃烧。另外，供货还包括碱炉

优化器与分析仪等高级自动化设备。

两台石灰窑的日产量皆为420t干石灰。该设备配

有Valmet Lime Mud Disc Filters圆盘过滤机、

Valmet Flash Dryers闪干燥鼓、Valmet Rotary 

Coolers转动式冷却器及Valmet Burner燃烧器等。

石灰窑燃料需求少，运行寿命长，效率高。供货还包

括现场服务及Valmet Lime Kiln石灰窑相机等。

四川华侨凤凰纸业40万t高强包装用
纸扩建技改项目取得环评批复

本刊讯（钟华 消息) 3月3日，四川华侨凤凰纸

业有限公司年产40万t高强包装用纸扩建技改项目取

得了德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

该项目自正式启动以来，广汉生态环境局主动靠

前服务、全程跟踪服务，主要领导多次到省生态环境

厅、德阳市生态环境局汇报协调相关工作，先后多次

组织专家和评估机构到现场开展政策和技术论证，

就产业准入、园区准入、污染减排、总量指标、环境

相容性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指导业主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

仙鹤股份与湖北石首政府签订投资
合同，计划建设浆纸年产能250万吨

本刊讯（仙鹤股份 消息) 3月23月，仙鹤股份

与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仙鹤股份高

性能纸基新材料循环经济项目投资合同》，项目计

划建设浆纸产能250万t/a。

根据仙鹤股份最新发布的公告，此次投资的主

体项目包含年产90万t浆类纤维材料（芦苇基浆类纤

维材料、化机浆类纤维材料）、140万t纸基功能材

料、20万t涂布纸深加工材料，配套碱回收、中段水

治理、热电等项目。

项目分三期建设，正式动工之日起计三年内实现

首期投产，七年内实现二期投产，三期项目根据市场

和企业经营情况适时投资建设。

一期项目建成年产10万t芦苇基浆类纤维材料、

10万t化机浆类纤维材料、30万t纸基功能材料生产

能力，10万t涂布纸深加工材料，配套碱回收、中段

水治理、热电等项目，并同步投入生产。

二期项目在一期项目完成后启动建设，建成年

产10万t芦苇基浆类纤维材料、10万t化机浆类纤维

材料、30万t纸基功能材料生产能力，10万t涂布纸深

加工材料生产线。

三期项目在二期项目完成后根据市场和企业经

营情况适时进行建设，建成50万t浆类纤维材料，80

万t纸基功能材料生产能力。

项目总投资规模10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2亿

元，二期投资18亿元，三期投资60亿元。

2021年1月8日，在荆州市2021年第一次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上，石首市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250万t林浆纸一体化循环经济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

甘肃恒达环保与凯登公司就LO C C制
浆线升级改造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本刊讯（凯登 消息) 3月23日，甘肃恒达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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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与凯登公司就L O C C制浆线升级改造项目举行了

签约仪式，共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西北地区高

端纸制品包装产业。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朱乐斌，甘肃恒达环保集团副总裁杜进宁，

集团下属的纸业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以及项目、生

产、技术部门相关负责人员出席签约仪式。

此次签约的是一条年产25万t的再生瓦楞纸LOCC

制浆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升级后浆线设计产量可达

1000t/d，是甘肃恒达环保集团绿色制造提质增效技

术改造项目配套项目之一。此制浆生产线升级，将由

凯登提供Foundations™纤维处理全方位解决方案，

升级改造后将大幅提高浆产量，且产品品质更加稳

定，比传统系统节能超过20%，纤维流失极低。该类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中高端产品包装市场，进一步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恒达环保集团总裁杜少辉表示，“恒达很高兴能

与凯登达成默契与共识，期待双方携手在制浆造纸领

域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动西北地区纸制品包装产

业的发展。”

凯登销售经理朱乐斌表示，“凯登对恒达‘以环

保再生、创社会价值’的发展理念非常赞赏，此项目

将为双方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双方精诚

合作，一定能为西北地区制浆造纸行业带来更多创新

活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制浆造纸市场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景兴纸业首批技术人员出征马来西亚
项目

本刊讯（陈佳丽 报道) 3月28日，景兴纸业第

一批技术人员，由公司总工程师廖昌吕带队，队员沈

斌、李力勋、黄丽君、沈海涛、陈佳丽6人率先出征马

来西亚项目。

本次出征作为公司马来西亚项目海外发展的重要

关键节点，首批技术人员肩负使命，力求在保证项目

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进度，推动项目顺利完成。

马来西亚项目自2019年下半年项目启动以来，经

历了总承包及安装定标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打桩工程

完成近半，预计今年11月份进入安装阶段。出征人员

涵盖了热电、环保、土建、财务等专业，本次出征将

对该项目的进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金凤凰纸业拟扩增产能，签约年产80
万吨包装纸项目

据《湖北日报》报道 3月12日，湖北省孝感市

孝南区举行2021年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本次共签约17个项目，总投资额205.1亿元，涉

及纸品、食品、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制造、机电、机

械制造、文旅、农产品冷链交易等多个领域。

在签约活动中，金凤凰纸业（孝感）有限公司董

事长程俊介绍，落户以后，感受到孝南对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助力，这次决定增加投资，实施

年产80万t环保包装纸及配套产业设施等一体化项

目。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360亩，建成后，可新增产

值40亿元。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争取在18个月

以内再造一个现在规模的金凤凰，达到总产值100

亿元的生产规模。

环龙集团年产5万吨生活用纸扩产项
目正式启动

本刊讯（宝索 消息) 近日，环龙集团年产5万t

高档生活用纸扩产项目正式启动，宝索企业集团为该

项目提供了包含全套生产线设备的交钥匙工程，包

括：备浆系统、白水处理系统、2套BC1600-2850宝拓

新月型卫生纸机和其他全套后加工设备等。

BC1600-2850新月型卫生纸机，是目前宝拓公司

研发的高速新型卫生纸机，不仅能满足高速高产、

降低抄造成本，同时还能够适应环龙集团本色竹浆

特有的纤维特性。

此项目位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是“四川环龙

新材料有限公司斑布20万t生物质精练项目”的配套

项目之一，同时也是环龙集团斑布品牌与宝索企业集

团第四次携手合作的战略项目。前期双方合作的三

期项目已让环龙集团超额完成了年产10万t的生活用

纸造纸和加工产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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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
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项目在海南开工

据《海南日报》报道 3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2021年度第二批项目建设在海口市、三亚市、洋浦经

济开发区等地同时举行集中开工仪式。海口的项目共

5个，总投资7.7亿元，包括了玖龙废纸原料采购结算

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项目。

玖龙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

心项目，总投资为4亿元，选址海口江东新区，该项目

拟建地上8层、地下2层、高39.9米的总部商务办公大

楼，总建筑面积2289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值可达200亿元，每年综合纳税26亿元。而该项目承

建方海南中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为玖龙纸业（控股）

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

玖龙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

心项目落户海南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创造了玖

龙集团从项目考察到项目签约的最快纪录，这与海南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去年玖龙集团将整个集

团的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落户

海口江东新区。2020年已纳税逾5亿元，预计今年创

税超10亿元。

作为国内首个再生资源交易中心，目前项目大楼

已开工建设，接下来公司将全力推动项目大楼在1年

半内建成，预计建成后5年内可实现营业额超1000亿

元。该项目对海南省推进垃圾分类、循环经济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玖龙集团在海南自贸港投资兴业的热情，远不止

于此。以玖龙废纸原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

中心项目建设为契机，该集团将进一步在海南投资布

局，计划在洋浦等地谋划新项目，深度参与海南自贸

港建设。未来，该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耕海

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中顺洁柔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落
户宿迁

资 讯iNFoRMaTioN

本刊讯（鞠华 报道) 3月15日，中顺洁柔(江苏)

项目举行签约仪式，将在宿迁市宿城区运河宿迁港产

业园投资建设40万t高档生活用纸项目。宿迁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阿王昊出席签约仪式。中顺洁

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邓冠彪，宿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史志军出席签约仪式并分别致

辞。

邓冠彪在致辞中说，宿迁是江苏最年轻的城市，

也是最具活力、能够成就梦想的一方沃土，这里有亲

商、爱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环境，在这样一个处处散

发着青春气息、洋溢着干事创业精气神的城市投资、

落户和发展，绝对是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正确

的选择。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合作一定会取得

丰硕成果，宿迁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迈上新的台

阶。希望宿迁市委、市政府和宿城区委、区政府能够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给予企业更多的指导和帮助，齐心

协力把项目建设好。

东冠集团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
目正式签约

本刊讯（东冠 消息) 3月8日，东冠集团投资的

36万t高档生活用纸项目签约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项

目签约开工仪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隆

重举行。斯米克集团李慈雄董事长、陈荣国副总裁、

郑君扬总监，东冠集团何志明总经理、莫建新副总经

理、王毅珺副总经理和许明艳副总经理，马鞍山市和

当涂县的领导亲临签约现场，共同见证并进行了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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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

太阳纸业与远东智慧能源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本刊讯（太阳纸业 消息) 3月21日，山东太阳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

圣德国际酒店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太阳纸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李洪信，与

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

培，代表双方进行了框架协议的签署。

李洪信首先对远东团队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最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此次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开启了新的里程。随后，李

洪信向客人简要介绍了太阳纸业的发展情况，同时对

双方将来合作的愿景作了展望。他说，近年来，太阳

纸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抓住新旧动能转换

的大好机遇，调整战略定位，形成了山东、广西、老挝

三大生产基地。作为各自行业内的代表，太阳纸业和

远东股份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双方始终以实业发展

为主线，发展理念高度一致，此次战略合作将通过优

势互补促进双方携手共进、互利共赢。

蒋锡培对充满历史文化和现代气息的兖州、对勤

劳和智慧的太阳人表示由衷的敬佩。他表示远东希望

与智者同行、与德者为伍，找到事业合作人，坚持“数

一不数二”的战略。远东对太阳纸业倡导的“安全、环

保、质量”这一企业生命线表示高度赞同和认可。最

后，蒋锡培非常感谢太阳纸业的热情接待，期望未来

双方能够共建共享安全、绿色、美好生活。

签署框架协议之前，远东团队一行，先后参观了

公司8万立方米水处理、P M39生产线和纸文化博物

馆。规模化的生产车间、规范化的现场管理以及自动

化的生产工艺设备，理念先进的企业文化，不仅让客

人进一步了解了公司实力，也对双方的合作前景充满

信心。

江河纸业与浪潮通软等举行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

本刊讯（郭胜利 报道) 赋能数字化转型，助推

高质量发展。3月24日上午，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河南开扩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暨江河纸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启

动会在江河纸业举行。江河纸业董事长、总经理姜博

恩，浪潮国际总裁兼首席运营官Eric Lee、开扩科技

总经理杨晨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仪式。

姜博恩董事长致欢迎辞，向Eric L e e一行表示

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江河纸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

成果。他表示，浪潮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

据服务商，领先的实力，引领着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江河纸业与浪潮国际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一项具

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举措，旨在开启三方的战略合作关

系，推动三方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战略合作。

Eric L e e总裁在致辞中指出，江河纸业厂区环

境优美，创新氛围浓厚，发展成果丰硕，发展潜力巨

大；浪潮国际高度重视与江河纸业及开扩科技的战略

合作，并相信三方的携手并肩定能促进江河纸业数字

化转型项目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在热烈的气氛中，江河纸业总经理助理张卫军、

资 讯 iNFoRMaTioN

仪式。

此次项目签约，标志着东冠集团在生活用纸领域

将更进一步，集团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

着东冠集团与马鞍山市当涂县共同开启新的合作共赢

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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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通软inSuite事业部总经理邓超分别代表双方签

订合作协议。

在姜博恩董事长的陪同下，Eric Lee一行还参观

了江河纸业6号机造纸生产线。

浪潮通软inSuite事业部副总经理马光耀、研发

副总经理张东场、河南浪潮董事长刘向阳，江河纸业

财务总监薛秋林、研发中心主任胡年喜等出席活动。

项目合作方的相关人员参加活动。

建信投资、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与晨
鸣集团签署债转股战略合作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3月25日，建信投资、建

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与晨鸣集团债转股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在晨鸣集团隆重举行。建信投资党委书记、

董事长谷裕，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

军，寿光市政府副市长张中山，晨鸣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洪国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本次协议的签署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根据合

作框架协议，建信投资拟以股权、债权等多种产品方

式向晨鸣集团提供不超过20亿元的资金，支持公司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转型

发展。

陈洪国董事长在致辞中表示，建设银行是长期以

来对晨鸣集团支持最大银行之一，晨鸣和各层级分支

行的业务合作也非常紧密，这次债转股是与我们合作

的全面提升。此次合作是建设银行积极履行国有大行

责任和担当，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

要体现，对提升晨鸣集团的整体形象和企业的发展

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建信投资党委书记、董事长谷裕，建设银行山

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军，建设银行潍坊分行行

长张健、寿光市政府副市长张中山、寿光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局长张宏雨、建设银行寿光支行行长程建华，

晨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洪国等领导的共同见证

下，晨鸣集团副总裁李伟先、建信投资副总裁兼首席

风险官修琦、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资深副经理冯汝臣

分别代表各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据介绍，当前晨鸣生产经营形势大好，产品供不

应求，效益不断提升，浆纸一体化优势将充分显现，

各项经营指标将创历史新高。下一步，晨鸣集团将坚

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

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使企业的各项指标不断得到优

化和提高，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同时，企业将进一步

提升基地化建设的水平，重点抓好湖北黄冈晨鸣的生

产基地建设，使晨鸣集团尽快具备三大生产基地的

格局，新上的项目具有投资省、规模大、效益好、拉动

性强的优势，项目投产以后，将大大提升晨鸣集团的

效益水平，巩固行业的龙头地位。

江苏博汇纸业与南京林业大学构建产
学研全面深度合作举行签约仪式

本刊讯（博汇纸业 消息) 3月20日，江苏博汇纸

业有限公司与南京林业大学在江苏基地科技大厦举

行了构建产学研全面深度合作的签约仪式。出席签约

仪式的有南京林业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党委书记吴

勇、科技处副处长巨云为、制浆造纸工程系主任吴伟

兵、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景宜；江苏基地负责人刘继

春、副总经理卢永强等。

仪式上，双方代表就公司及学校发展历程、人才

培养、未来发展目标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双方在联合

建设实习基地、提供实训岗位、合作开展毕业设计等

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资 讯iNFoRMaTioN

87
Apr., 2021  Vol.42, No.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资 讯 iNFoRMaTioN

一直以来，江苏博汇纸业致力做好校企合作项

目，并与各高校保持密切联系，希望通过实习等一系

列活动，不仅给学生们带来学习帮助，更加增强公司

与高校的交流合作，为公司发展储备人才，促进彼此

互利共赢。

本次签约仪式涵盖六个方面的合作事宜：

（1）建立长期的互动合作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在

战略层面上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产学研互

动和资源共享，共同致力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

（2）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产学研基地和实

践基地作为校企双方人才培养、技术合作的共享平

台。

（3）建立密切高效的合作机制。按照校企双方

商定的工作计划，针对相应的工作内容，指定或推荐

相应的人员开展具体工作。

（4）技术合作。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学校将开

展技术咨询、成果推介与成果转化和业内信息服务等

各方面的支持。

（5）人才培养。发挥南京林业大学在科研条件、

师资力量、专家团队以及专业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优先向博汇纸业推荐各层次优秀毕业生及为人才

培养提供支撑。

（6）形象提升与品牌打造。企业可就双方的合作

进行客观的报道和宣传，学校亦将借助在业内学会、

协会等进行客观且有利于企业形象和品牌的宣传。

山鹰国际与汉高携手开发创新纸包装

项目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3月24日，山鹰国际与

德国汉高创新纸包装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山鹰

国际总部举行。

出席本次签约仪式的有山鹰国际总裁特别助理

连巧灵、副总裁严大林等以及德国汉高大中华区副总

裁方旺喜和团队。德国汉高全球副总裁Tilo Quin k

及管理团队则通过网络连线参会。

山鹰国际总裁特别助理连巧灵指出，山鹰国际长

期贯彻国家绿色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此次合作将在行

业内掀起一场包装产业的绿色革命。她期望山鹰与汉

高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开发创造出更多可再生、可降

解的产品替代市场上塑料包装制品，把中国市场做好

做大。

德国汉高包装和消费品市场粘合剂大中华区副总

裁方旺喜表示，两家企业将携手推动技术创新，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带来更优质、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

需求的产品。

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全国两会上，绿色低碳发

展成为热点话题。此次山鹰国际与德国汉高创新纸包

装项目的战略合作，用环保纸材料包装替代传统塑

料材料包装，是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举措，也是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山鹰国际副总裁严大林表示，在“以纸代塑”的

新背景下，山鹰国际的高强度轻定量再生纤维牛皮纸

技术与德国汉高创新技术进行创新合作，以资源高效

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提升纸质包装性能。

而伴随着工艺的优化和质量的稳定，以及未来产

业的产能不断释放，创新纸包装项目将在多领域多行

业得以应用，双方预估潜在市场规模100亿元。

岳阳林纸赋能“碳中和”迎低碳转型
浪潮

本刊讯（冯冰辉 报道) 碳达峰、碳中和已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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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碳排放管理和碳中和战略正

在从企业发展的可选题，转向必选题。3月26日，岳阳

林纸举办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培训，主动迎接低碳转

型浪潮。

泰格林纸、岳阳林纸董事长叶蒙，岳阳林纸总经

理李战等领导班子成员，公司战略、环保等相关部门

和茂源林业、诚通凯胜、骏泰科技、双阳高科、天岳环

保等子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低碳认证技术委员会委员武曙红，以《碳中和背景下

造纸行业的林业路径选择》为题，围绕“碳达峰、碳

中和”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明晰全球“碳中和”

路径、我国碳中和愿景实现路径、造纸行业碳中和路

径，提出造纸行业碳中和行动建议；解读“碳中和”

相关政策、林业相关规定等知识,帮助与会人员领会

最新政策要求。

双方就林业碳汇潜力、碳核算、碳市场、排放配

额等热点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交流。

面对低碳转型浪潮，叶蒙表示，岳纸作为湖南省

首家进入碳汇交易市场的央企，要发挥碳达峰、碳中

和引领作用，作先行者、排头兵。始终把绿色发展放

在战略优先位置，落实到生产经营、投资发展全过

程，落实到每一位干部员工的言行中。要科学制定，

科学测算，完善泰格林纸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尽快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绿

色协同”“绿色创新”“绿色增长”。

河南投资集团：拟推动濮阳龙丰纸业
资产证券化

据大河财立方报道 日前，中共濮阳市委常委、

濮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赵建玲，濮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纪元等一行5人到河南投

资集团就濮阳龙丰纸业资产证券化进行洽谈，投资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蔡志端，大河纸业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根等参加洽谈会议。

蔡志端详细介绍了投资集团在濮阳项目投资情

况和濮阳龙丰纸业的发展历程，指出濮阳龙丰纸业长

远发展存在的问题，表示通过资产证券化减轻濮阳

龙丰纸业负担，促进企业长远发展，从长远看对地方

政府与投资集团都有更好的前景。

赵建玲就投资集团对濮阳的贡献以及濮阳龙丰

纸业的经营管理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表示支持

濮阳龙丰纸业资产证券化工作，通过直接融资解决前

期亏损和高负债等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由濮阳投资集团与大河纸业尽快

对接，共同寻求最快、最有效率的路径推动濮阳龙丰

纸业资产证券化工作。

银河纸业成功研发抑菌书纸

本刊讯（尹继超 报道) 面对去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人们更加注重日常用品的卫生及抗菌抑

菌功能。而图书长期接触手掌后易滋生细菌，并且还

容易成为细菌传播的载体。银河纸业心系社会责任，

为了赋予文化纸抑菌功能，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

童提供多一层的健康防护，第一时间快速投入抑菌书

纸的研发，目前已攻克难关成功进行了试产。

产品研发过程中，公司通过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

纸张抑菌率须达到99%以上、纸张抑菌长效性、抑菌

功能材料与现有体系的配伍性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最终确定了抑菌书纸最佳的抑菌工艺，取得了显著成

果：抑菌书纸中试纸样经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检测，纸张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均

达到99%以上，纸张抑菌性能优异。优选出的抑菌功

能材料和纸张现有体系有极好的配伍性，对纸张其它

质量指标没有影响。

恒安完成发行1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本刊讯（恒安 消息) 近日，恒安国际公布，于

2021年3月26日已完成发行本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的

第一期超短融，票面利率定为每年3.08%，为期181日。

发行第一期超短融所得款项拟用作补充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的营运资金及偿还部分境内子公司的银行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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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恒安国际于2019年10月向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提交申请后，收到协会发出就建议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接受注册通

知书（通知书文件号：中市协注[2019]SCP 497号），

获准在两年有效期内，恒安方面可分期发行超短融。

紧随第一期超短融完成后，恒安国际其余已核准但未

发行的超短融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

中顺洁柔：总裁邓冠彪辞职，由刘鹏
接任

本刊讯（中顺洁柔 消息) 3月22日，中顺洁柔宣

布，公司于近日收到邓冠彪的辞职申请，邓冠彪申请

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第五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经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推荐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刘鹏为公司总

裁，任期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党史学习教育“指定书目”内文用纸，
岳阳林纸造

本刊讯（陈硕果 陶敬 冯冰辉 消息) 3月15日，

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上，

四本“指定书目”亮相，岳阳林纸产品以卓越的品质，

承担起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问答》《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印

制提供内文用纸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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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该书首发3000万册，内文用纸采用岳阳林纸“岳

阳楼”牌胶版印刷纸印刷。

1967年，从第一张“岳阳楼”牌凸版纸成为《毛

泽东选集》首选用纸，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读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建文献专用纸，再

到党史学习教育“指定书目”内文用纸，岳阳林纸“红

色基因”已传承54年。

“我们以党建引领，用文化聚合，同心共践，传颂

党史国史、推进教育事业、促进文化传播。”岳阳林纸

总经理李战表示，作为央企，有义务更有责任为党的

重大战略落地贡献更多力量。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岳阳林纸制定“百年梦”行动计划，与中央、省市出

版界共62家单位116名代表真诚携手，向建党百年献

礼。

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一书，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由岳阳林纸高端品牌“天岳”全

木浆纯质纸提供内文用纸，在岳阳林纸华北销售分

公司，已全力保障第一批10，000t。

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

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

出版社联合出版。书中内文纸同样采用“天岳”全木

浆纯质纸印刷，是“红色厚土”中盛开的又一朵“精神

之花”。

“工作在红色纸机上，生产好党史学习教育‘指

定书目’内文用纸，是我们每名党员的责任与使命。”

岳阳分公司文化纸事业部党员刘坤，第一时间翻阅刚

刚发行的党史书籍，倍感振奋。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阅读党史著作堪称“地基”。

岳阳林纸把完美展现党的光辉历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技高一筹”“精益生

产”“精细管理”“精心维护”等一批红星党小组，作

用于生产、物流、销售各环节，明确生产责任，实行精

准控制，以“红色经典”铸就“岳纸经典”。

长期以来，岳阳林纸坚持党建引领，牢记国企使

命，扛起央企担当，以卓越的品质保障、优质的供应

服务，多次成为国家重大主题出版图书专用纸。

“把红色基因根植于心，融入生产，服务产品，

充分发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有的积极作用。”岳阳

林纸党委书记、董事长叶蒙表示，岳阳林纸始终铭记

党和国家的殷殷嘱托、合作伙伴的真诚信任，以及员

工的倾心期盼，当好党的红色基因传承者、红色精神

践行者、红色文化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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