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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a paper industry in 2018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lowing macro-economy growth in China, China’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has 
also encountered some uncertainties in 2018, such as decreased market demand, growing material costs and 
declined profits. And the Sino-US trade tensions, changing foreign exchanges and tightene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lso added to its difficulties, leading to obvious decline of business befits for the paper industry.
In 2018, China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is predicted to be 103 million tons, 7.5% decrease compared with 
2017; paper and paperboard consumption turns out to be 103.80 million tons, dropped by 4.7%; pulp output is 
about 71 million tons, decreased by 11.0%; pulp consumption registers 93 million tons, declined by 7.5%.

Global Pap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2017 has witnessed strong global economy growth and steady paper market growth although its growing pace 
slowed down slightly. Pulp output, waste paper recycling volume,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also maintained 
steady growth throughout the year. Pulp output reached 185.76 million tons, waste paper recycling amounted 
to 229.94 million tons, and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registered 410.32 million t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active global trade, pulp export maintained its long-term growing momentum, and paper and paperboard 
trading also performed well, but waste paper export declined after its constant increase in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Statistics in the report came from authorized global associ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lthough some 
date are estimated ones. All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hina contains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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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for “China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Forum 2018”
China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Forum (13-14 Nov., 2018) successfully concluded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The forum was organized by China Paper Association(CPA) and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CPPI), co-organized by Finland Runtech System and Zhejiang Paper Association, and 
supported by several outstanding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including Valmet, Henkel, Nader, Shandong 
Ruizhong, Shanghai Senon and Zhengzhou Yunda. Over 300 delegates from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is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t 
discussions have been held surrounding the raw material development, energy sa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control, etc. And it aims to provide technological supports for paper companies to 
deal with raw material problems, tightene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global trade tensions and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s.
Report in the forum: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fiber resources in face of resources shortage 
·North American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es to China paper industry
·R&D and application of specialty paper and paper-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R&D  technologies  for  blister paperboard
Other reports are arranged in CPPI's No.24 issue, 2018.

P38-67 Special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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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期货正式挂牌交易

贾志忍在致辞中表示，纸浆期货的上线，对中国

造纸行业市场无疑是重大利好。希望纸浆期货充分发

挥其价格发现的功能，建立市场认可的纸浆价格，提

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为企业提供价格风险管理

工具，丰富报价模式，锁定价格风险；为我国造纸行

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夯实基础、提振信心、树立旗

帜。

Timothy Brown表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纸浆消

费量，中国在世界纸浆市场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

信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纸浆期货距离成为中国市场甚至

亚太地区的价格基准的一天不会太久。

姜岩在答谢词中表示，上市纸浆期货有利于形成

反映中国、乃至全球纸浆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

为实体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造纸行

业稳步健康发展。上期所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强化一线监管职责，提升在交易、交割、

结算、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和市场服务能

力，确保纸浆期货的平稳上市和稳健运行。

本刊讯（记者宋雯琪 报道) 2018年11月27日上

午9时，纸浆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正

式挂牌交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上海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郑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贾志忍、纸浆纸张产品理事会(PPPC)副总裁Timothy 

Brown、上期所理事长姜岩出席上市仪式并先后致

辞，方星海副主席、郑杨局长、贾志忍副会长、中国造

纸协会赵伟理事长和上期所姜岩理事长共同为纸浆

期货上市推杆。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副主任程莘宣读中

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纸浆期货交

易的批复》，上期所总经理席志勇主持上市仪式。来

自上海市、国家相关部委、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造

纸协会、证监会系统单位、上期所会员单位、保证金

存管银行、造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市场机构、新闻

媒体等三百余名嘉宾出席了仪式。

方星海在致辞中指出，建立我国纸浆期货市场，

对于客观反映我国及全球纸浆市场供求变化，助力国

家森林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增强我国浆纸

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引导造纸行业平稳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纸浆期货还为相关的生产、

消费、贸易企业提供套期保值工具，帮助企业稳定生

产，保障收益，提高竞争力。证监会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把期货市场建设好、发展好，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郑杨表示，纸浆期货上市将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

和深度，进一步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功能和服务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

力和全球影响力，是上海提升金融服务能级、打响金

融领域“上海服务”品牌的有力支撑。

焦点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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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不动摇，2019年进口废纸艰难

理准备，研究制定周密的应对措施，既坚定改革的决

心，又坚定改革的信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

抓实抓好每一项工作。

李干杰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2019年禁止洋

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圆满

完成调控目标和各项改革任务。

一要积极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力

争法律早日修订出台，为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要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力度，深入推进

各类专项打私行动，持续强化固体废物进口全过程监

管力度，开展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专项执法行

动，对问题突出的地方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

三要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加快国内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提高国内固体废物回收

利用率。大力推动城乡垃圾分类，继续完善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基础设施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标准体系，加

快提升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装备技术水平。

四要充分发挥协调小组的机制保障作用，不断研

究解决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指导、协调和督促落

实改革任务，调度改革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工

作，有关情况将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通报了2018年禁

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际文介绍了本单位工作

情况。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2019年工作计划》等有关文

件。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2018年11月29日，禁

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部际

协调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协调小组组长、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坚决维

护”，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增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铁的决心、铁的意志和铁的手

段，坚定不移把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制度改革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李干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禁止洋垃

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充分彰

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禁止洋垃圾入

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坚强

决心，为推进改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李干杰表示，2018年部际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司其职，通

力合作，积极完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强化洋垃

圾非法入境管控，构建禁止洋垃圾入境长效机制，大

力提升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推动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截至

11月15日，全国固体废物（废纸）进口量为1861万吨，

同比减少52.8%，为顺利完成2018年改革任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

李干杰指出，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

改革的难度和压力持续加大，如期完成改革目标任务

更加艰巨，必须保持清醒的思想认识，做好充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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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进博会

首届进博会现场的纸业亮点：

APP、UPM、福伊特等精彩亮相

本刊讯（记者 史韶惠 杨晨鸣 报道） 2018年11

月5日-10日，全球瞩目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据新华社报道，本届进博会

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共吸引了172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

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展览总面积达30万平方

米，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11月7日和8日，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在进博会现场

参观采访，接下来就带您回顾一下，进博会上的一些纸

业亮点。

印尼金光集团APP展台：

展示“林浆纸一体化”绿色大循环产业概念

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印尼金光集团APP以其“以林养纸、以纸促林、林

纸结合”的“林浆纸一体化”绿色大循环产业概念在首

届“进博会”6.1H馆日用消费品展区亮相。216平方米的

展台本着清洁生产、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围绕

“天然之美，乐享生活”的主题进行了设计。观展人员

不仅可以通过VR体验站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林浆纸一

体化”的绿色大循环生态概念，也可以在APP展台看到

用大量艺术纸花打造出的一个绿色生态化场景，突出

“绿色环保”的同时也体现了APP作为一家造纸企业的

企业特性。

此次进博会上，APP带来在中国首发的“Fo op a k

生物可降解食品卡”具有环保无塑料、可堆肥、可再制

浆、耐高温达220摄氏度等特点，无光学增白剂，100%可

生物降解，满足了生态友好的各类食品包装要求，该产

品的引进将为中国食品包装行业提供一个全新的环保

方案。参展的办公用纸产品也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且

是APP的母公司印尼金光集团独有的Trutone技术。

11月7日，以“美好生活，‘纸’为你我”为主题的APP

（中国）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会于A PP展台举

行。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应邀参加了本次发布会。

今年是APP（中国）连续十一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

告。本年度报告主要阐述了2017年APP（中国）在可持续

发展所做的多方面的努力。该报告分为“追溯，纸的诞

生之旅”、“携手，共创幸福未来”及“同行，信息社区

发展”三大板块，并且围绕“天地人和、和而不同、同生

共赢”主导概念，将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和谐共处，

实践绿色循环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首要考量因素，充

分体现了APP“林浆纸一体化”的现代化可持续产业模

式所践行的企业使命。

AP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女士在发布会致辞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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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018年是中国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值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面对中国的海内外战略布局和民生需

要，以及新一轮管理、技术、产业变革和升级，我们期

待与利益相关方共同探索造纸行业全产业链的可持续

发展，在推动中国由“造纸大国”成为“造纸强国”的

同时，也让绿水青山、人民幸福和谐共存，不负时代赋

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芬欧汇川UPM亮相芬兰国家展台：

展示创新森林工业产品，举办在华20周年庆典

应芬兰大使馆的

邀请，芬欧汇川UP M在

5.2国家馆C-05芬兰国

家展台向大家展示来自

北欧的创新森林工业

产品。

此次进博会期间，

UPM在芬兰国家展台展

示了集合集团可持续

发展理念和创新精神

的Biofore概念车。此

款概念车是进博会引

入的首件入境展品，以

创新的生物材料替代

传统由塑料制成的汽车零部件。车中使用的所有生物

材料均为可安全回收利用的纤维素复合材料或可热塑

成形的木质材料。用于Biofore概念车的材料包括UPM 

F o r m i T M——一种可回收生物复合材料，使用后高达

50%的油基不可再生原料都可用可再生纤维代替；UP M 

GradaTM——一种具有独特成形性能的可热塑成形的木

材，应用于概念车带来新的设计可能；此外，概念车使

用可再生燃料——UPMBioVerno，该燃

料产自木材残渣，能减少高达80%的温

室气体排放。

11月8日下午，UPM在华20周年庆典

仪式在“进博会”芬兰国家展台举办。

中芬两国政府官员、UPM合作伙伴和客

户共同见证了U P M的这一重要时刻。中

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应邀参加了本次庆

典。

庆典现场，UPM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贝松宁先生

（Jussi Pesonen）和UPM集团特种纸纸业执行副总裁

爱博德先生（Bernd Eikens）分享了UPM在中国市场的

愿景和长期承诺，同时表达了集团对中国未来发展潜

力的充分信心。贝松宁表示：“UP M是中国经济腾飞的

见证者，对于我们而言，中国市场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市场在集团全球发展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中国绿色发展战

略的不断深入，UPM将以创新的、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支

持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20年间，UPM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总额超过

2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芬兰在华最大的单项投资项

目，其中环保投资累计达8000万美元。

福伊特集团展台：

明星机器人亮相，VR展示现代化造纸工厂

福伊特携旗下四大事业部，即福伊特水电事业部、

福伊特造纸事业部、福伊特驱动事业部以及福伊特数

字事业部，首次以整个集团名义亮相第一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4.1H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

期间，福伊特展出了其七轴弗兰卡·艾米卡协作机

器人。该协作机器人曾在2018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

吸引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驻足观看，并实地操作亲自编

程，是与德国总理亲密互动过的明星机器人。中华纸业

杂志社记者也在现场亲身体验。

同时，在此次展会上福伊特集团还专门准备了VR

设备。在戴上V R眼镜后，观众将立刻置身于造纸工厂

或是水电站前，所有的一切都在触手可及的距离。观

众还可变身为现场工程师，完成一系列基于现实场景

的任务，亲手操作并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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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中国造纸周

盛况空前，百余家展商，4万多专业

观众为“纸”而来——2018中国国

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

订货交易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本刊讯（记者李嘉伟 报道) 2018年11月13日～

15日，2018中国造纸周之2018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

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近几年火热的造纸行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区、

直辖市和海外的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交流。

展会开幕式由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钱毅主持，赵

伟理事长致开幕词并宣布展会开幕。参加开幕式的领

导还包括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司邢涛处长，宁波市人民

政府杨小平副秘书长。

今年的展会吸引了100多家造纸行业企业参展，

出席开幕式的参展企业嘉宾包括山东晨鸣纸业副总

裁、营销总监杨伟明，玖龙纸业集团销售总经理张笃

令，恒联集团董事长李瑞丰，浙江万邦浆纸董事长徐

顺虎，广纸集团副总经理韩春辉，山东天和纸业董事

长许振利，中国纸业运营总经理吕强，山东太阳纸业

文化纸销售部总监兼销售运营管理中心总监郑祥福，

金光集团中国区市场总监陆锋，山鹰国际造纸事业部

总经理陈银景，浙江豪盛印刷总经理林峰，北京国际

浆纸交易中心总经理王番，河南江河纸业常务副总经

理姜博恩，大河纸业副总经理、营销总监龚永祥等。

现场关注
F o c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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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

易会，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和权威性的造纸行业专业

展会。本届博览会和订货交易会云集了众多国内外知

名厂商，充分展示了造纸行业的新产品、新装备、新

技术和新成就。展示范围涵盖：纸浆、纸及纸板、纸

制品、机械设备、原辅材料、造纸助剂及相关化学品

等，展示面积1万余平方米，参展企业100余家，来自

全国各地区及部分境外采购商、贸易商4万余人。

本届博览会和订货交易会的举办，得到了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宁波市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各

参展企业的鼎力相助。对推动包括浙江省、宁波市在

内的全国造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升级和促

进消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会现场还举办了“厉害了，我的纸业”“环龙杯

第四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暨首届纸业手机微

摄影大赛”的优秀作品展，用近百幅照片展示了中国

造纸行业绿色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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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中国造纸周

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2018中国造纸

周浆纸环保论坛在宁波举行

本刊讯（记者李嘉伟 报道) 2018年11月12～13

日，由中国造纸协会主办，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

业委员会、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承办，帕克公司、

景津环保、山东绿泉、OMEXELL（济南）、华测检测等

协办的“2018中国造纸周浆纸环保论坛”在宁波召

开。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应急中心巡视员、副主任、应急

管理首席专家张志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

政策部主任葛察忠，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秘书

长钱毅，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程言君等嘉宾出

席了会议。另外，新一届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

委员会委员，以及来自全国的多家制浆造纸企业相关

负责人、提供环保技术支撑的第三方机构领导以及来

自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行业媒体等单位的100余人出

席了活动。中华纸业杂志社作为支持媒体，参加了本

次论坛。

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华

同和委员会副秘书长、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环境咨

询监测中心张亮主任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的会议。

开幕式上，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钱毅代表主办

单位致辞，他代表中国造纸协会向前来出席论坛的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阐述了当前形

势下举办浆纸环保论坛的必要性，肯定了多年来造纸

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成绩，同时指出造纸行业仍然是各

项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工作重点及试点，面临日益严

峻的环保形势。本次研讨会是“2018中国造纸周”的

重要活动之一，将成为行业环保工作者定期交流提高

的平台，也是中国造纸协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定

期活动。此次论坛的召开，必将为企业解决当前的环

保问题提供思路，为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推

动中国造纸行业绿色健康发展。钱毅秘书长还透露，

由中国造纸协会编制的《中国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白

皮书（2008年-2017年）》（暂定名，以下简称白皮书）

正在整理撰写中，协会希望将造纸行业具有代表性的

内容作为经典案例编收到白皮书中，通过案例体现企

业和行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论坛的主题演讲环节邀请了六位专家进行主题演

讲，分别为环境守法与环境风险防范、污染防治攻坚

战机遇与挑战、绿色制造体系、排污许可制、排水安全

保障新技术，对当前我国的整体环保形势进行了深入

透彻的分析，对企业当前环保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

挑战明晰了方向。会议同时邀请了行业中有代表性的

国内外环保企业——帕克公司、绿泉环保、景津环保、

OMEXELL等，从当前造纸行业废水治理面临的问题、相

关技术要点、低成本运行以及固体废物高效处理与处

置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同行企业也为我们带

来了提升企业整体环保水平、加强环境管理的经验。

闭幕式上，程言君所长代表承办方对各位演讲

嘉宾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认为通过本次论坛，我们

对当前形势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对污染治理技术的发

展有了新的了解。希望各企业能够化压力为动力，以供

给侧改革为契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抓环保、促发

展。通过改进工艺、转型升级等措施，实现科学发展、

绿色发展，为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让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1月13日，会议组织参会代表参观了“2018中国

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和宁

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现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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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中国造纸周

纸浆期货燃爆市场，中国纸浆市场

形势研讨会在宁波举行

本刊讯（记者李嘉伟 报道) 2018年11月12日，由

中国造纸协会商品纸浆工作委员会、上海期货交易所主

办，中国纸浆纸张进出口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中国纸浆

市场形势研讨会于宁波召开。

纸浆市场形势研讨会随纸张订货会已连续举办

多年，已形成品牌，也是每年国内外制浆造纸企业，纸

张、纸浆贸易企业、物流企业等相聚交流的重要场合，

今年的会议作为中国造纸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恰逢

纸浆期货即将上市，更加引人关注，大量的期货行业企

业参与到会议中，会议到场人数一度达到千人。

研讨会由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钱毅先生主持，中

国造纸协会商品纸浆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文健先生和上

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滕家伟先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

辞。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先生做《国内纸浆产销

情况》的主旨报告。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的统计，今年1-9

月，全国生产各类纸张8866万吨，同比下降7.2%；生产

原生纸浆1053万吨，同比下降16%；生产纸制品4236万

吨，同比下降21.6%，其中纸箱产量2121万吨，同比下降

28.3%。赵伟预测，当前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今年

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总量将会减少，受中美贸易战和

废纸进口政策逐渐加严及汇率变化等影响，将给造纸

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平稳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即将上市交易的纸浆期货是本次会议大家关注的

重点，来自主办方上海期货交易所商品二部经理胡战国

先生做了《纸浆期货——内外部复杂环境下的新工具》

的演讲，他讲述了纸浆期货出台的背景和过程，详细介

绍了纸浆期货交易的各种细则和注意事项。

纸浆纸张产品理事会中国总经理李荔平先生介绍

了商品浆近期动态。李荔平用详实的数据介绍了一年

来，中国纸浆市场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进口方面发生的

新变化。

随后发言的是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

春生先生，石春生从期货角度出发，介绍了制浆造纸企

业应该如何利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等投资，降低经营

风险。他说，作为一项新的交易品种，纸浆期货的作用

未来将会越来越大，也将提高中国对定价的话语权。

纸浆进口量的不断增长也带来买卖双方对物流体

系的新要求。来自欧洲港口公司的市场经理沈晶晶女士

介绍他们针对纸浆进口的操作模式，可以为中国企业进

口纸浆顺利通关、合理安排库存、降低运营成本等提

供更多的服务。

会议最后一位演讲的是来自亚太森博的市场部经

理燕荣荣女士，亚太森博是国内重要的纸浆生产商之

一，对中国和全球的纸浆市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燕荣

荣做了全球纸浆市场的分析与展望，对与会者了解全球

纸浆市场未来几年的变化有很大帮助。

会议当晚，还举行了盛大的招待晚宴，近600位行

业嘉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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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中国造纸周

“天岳杯”中国浆纸足球友谊赛

展示浆纸人的活力和精神

四名。

两天激烈赛事的四场精彩比赛中，来自中国浆纸

产业链上的足球爱好者们，共同在绿茵场上挥洒汗

水、挥洒激情、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友谊，展现了纸业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众志

成城的团队精神。球员们娴熟的技巧、完美的配合赢

得场下观众阵阵喝彩；中场休息时，拉拉队员们的热

情表演也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参赛队员和观众们在此

次比赛中体验了足球的乐趣、体育的魃力，也结下了

更为浓厚的友谊。

12日的闭幕式上，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先

生、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强先生、岳阳林

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雨露先生、中国浆纸足球俱

乐部发起人洪岩先生分别对获奖球队进行了表彰。

此次比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培养了浆纸人拼

搏奋进的精神，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加深了业内

人士之间的友谊。参赛队员们用他们团结奋进的昂扬

斗志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充分展现了纸浆人的活力和

毅力。赛场上大家切磋球技、分享竞技快乐，场下大

家以球会友、共建比赛友谊，留下了无数精彩瞬间。赛

事主办方表示，明年将努力吸引更多的业内人士参与

足球友谊赛，打造属于浆纸行业的世界杯！

现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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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杨晨鸣 报道) 11月11日-12日，

“2018年中国造纸周”系列活动之一的“天岳杯”中

国浆纸足球友谊赛在宁波江北足球活动中心举办。11

日下午，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先生、中国纸业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强先生、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雨露先生、广东省出版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铨先生、中国浆纸足球俱乐部发起人洪岩先生、诚

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屠红燕女士等嘉宾出

席本届赛事的开幕式。赵伟理事长致开幕词，岳阳林

纸销售公司总经理易兰锴致欢迎词，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强完成了开球仪式。

本届足球友谊赛吸引了来自中国浆纸产业链上的

足球爱好者们所组成的四支球队参赛，经过2天4场

的激烈角逐，北京图盛队力挽狂澜，获得总冠军。岳

阳林纸队、中国浆纸队、出版联队分别获得第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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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中国造纸周

中国纸业在宁波举办产品推介暨

客户答谢会

本刊讯（记者杨晨鸣 报道) 为庆祝中国纸业30

周年华诞，在2018中国造纸周期间，中国纸业投资有限

公司于11月13日下午在宁波泛太平洋酒店召开以“三十

年初心担当·新时代筑梦远航”为主题的产品推介暨客

户答谢会。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等领导和嘉宾共

3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应邀参

加。

本次推介会是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

部分，中国纸业的初心和担当是“奉献绿色纸品，创造

美好生活”，这既是企业的愿景，更是使命。

会议由中国纸业营销&运营中心总经理吕强主持，

中国纸业总经理张强致欢迎词。

中国纸业技术中心副总经理史梦华做了公司的重

点产品推介，中国纸业是唯一拥有林浆纸开发、生产并

利用的央企，是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拥有五大平台、四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冠豪

高新（SH,600433）、粤华包B（SZ,200986）、岳阳林纸

（SH,600963）、美利云（SH,000815）和银河纸业。产品

有五大系列，包含文化纸、办公用纸、包装纸、特种纸

和浆类产品，30多个核心品种，其中知名高端品牌有：

天岳、瑞雪、美利云、红塔、红仁、红松、冠豪等。

为了感恩和回馈客户，活动现场颁发了中国纸业最

大销量合作伙伴、最具成长性合作伙伴，最佳技术创新

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合作伙伴和最佳战略合作伙伴

五个奖项。

颁奖结束后，会议邀请嘉宾RISI中国董事总经理

李炜先生做了《纸浆行业供应链价值提升》的演讲，他

说：合作共赢，共同提升供应链产业价值，是行业可

持续发展的通路之一。未来中国造纸仍将保持适度增

长，同时也面临结构性变化，这使得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作为造纸企业、纸品下游终端使用者，都处于整个

供应链其中一个环节，只有发挥良好的协同合作，才能

更好地优化结构，取得共赢的结果。

会议还举行了“新时代 新周期 合作共赢”主题

论坛，论坛由岳阳林纸销售公司总经理易兰锴主持，人

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魏运华、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向荣、宁波保税区方圆纸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坚方、卓创资讯资深分析师国亚萍作为对话嘉宾

一起分享了对未来造纸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的见解。

会议结束还举行了客户答谢晚宴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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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中再生废纸分会

新政策带来新秩序，第三届中国回

收纸行业大会在厦门隆重召开

本刊讯（记者李嘉伟 报道) 2018年11月7日～10

日，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主办、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回收纸行业大

会在厦门召开。本届大会以“新政策、新战略、新秩序”

为主题，探讨新的政策环境下，中国回收纸行业即将迎

来的新战略和新秩序，400余名代表参与了这次盛会。会

议得到了广东隽诺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小黄狗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旭阳北方（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凤

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管爱国在大会致

辞中指出，新的进口固废政策、垃圾分类政策、环保督

察和税务稽查对再生资源行业即是历史机遇，也提出了

更加严峻的挑战。再生资源企业，尤其是回收企业要正

确判断大的形势，要牢记进入行业的初心，敢于创新，善

于补全自己的短板，重新建立完善的、控制力强的、模式

科学的绿色回收体系。

国家工信部节能司罗晓丽副处长和国家商务部流通

司李嘉建副处长分别代表政府主管部门致辞。

大会分为三个议题，新政策、新形势与新战略、智

慧废纸与绿色回收。这三个议题是本次大会的核心，也

标志着未来回收纸行业发展的方向。

新政策板块的主持人是废纸分会常务副会长孙建

波。关于环保督察，原国家环保应急中心副主任张志敏

对督察的背景和未来的方向给予了解读，并对近期回收

和造纸企业容易发生的风险点进行了梳理。

中国环科院固体废物研究所周炳炎工程师对禁止洋

垃圾入境的背景、目的和具体措施给予了详细解读。进

口废纸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也是提高进口废纸质量、促进国内回收体系尽

快规范的重要推动力。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主任李国华分享了“进口

废纸类商品的质量检验鉴定”方法。

废纸分会会长吴涛对2017年和2018年国内回收纸

行业发展现状和主要趋势进行了总结，发布了废纸分会

编写的《2017年中国回收纸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

在多维度政策引导下，国内回收纸行业出现了新的发展

态势。

围绕政策组合拳的影响，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跃中、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焦铮、浙江省造

纸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郑梦樵和对话主持人博闻锐思商

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炜从各自行业角度出

发，发表了看法。

新战略与新秩序的主持人是废纸分会副会长张同

德。中南（天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秀红女

士对纸厂提高废纸采购质量要求的战略决策意义进行了

分享，她比喻造纸厂和回收企业是鱼和水的关系，认为

新的政策下，回收行业到了规范发展的契机，行业新秩

序建立指日可待。

纸业联讯助理总监冯艳女士对2017年和2018年回

收纸市场运行的整体态势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对国

内废纸未来供需情况给予了预测，也对进口废纸政策的

18
第39卷第23期 2018年12月



现场 关注
F o c u s

影响分享了她的观点。

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远分享了环保

科技在再生资源行业的创新发展之道。智能分类回收+

回收体系资源整合是小黄狗得以快速扩张的秘诀，他分

享了小黄狗作为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互联网综合体对于

再生资源体系重构的理解。

率先践行“两网融合”的环卫国企巨头，京环集团北

京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凤武的精彩发言

博得阵阵掌声，他认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定要定位于

城市环境服务，要将公共服务属性和市场属性相结合。

虎哥回收总经理胡少平向参会企业分享了虎哥回收

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作为传统回收企业在城市回收体系

重构进程中，战略选择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生死，不看大

势、不敢创新，最终只能被动被市场和形势淘汰。

广东隽诺环保工程公司技术总监许威就智能分选

对提高废纸质量和分拣效率的重要作用作了分享。

台湾环保基金会顾问杨素娥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垃

圾分类与资源回收经验。

致力于专业废纸交易平台的纸数科技首次在行业

内亮相，总经理孟庆然深入剖析了政策和市场发生的巨

大变化和废纸回收行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对标了其他已

实现在线交易的大宗产品和已有废纸交易品类的交易

所，认为国内废纸在线交易已经具备实践的条件。

山鹰集团旗下环宇中国运营总经理陈晗对环宇中国

未来的国废采购渠道布局战略和运营思路进行了分享，

同时也积极与下游客户探讨“绿盒子”项目，创新供应链

合作模式。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再生资源部总经理

邢聪分享了打造固废产业链平台的构想，整合现有各地

回收渠道资源，为合作企业提供资金、物流、信息、管理

等方面的配套。

在围绕如何构建新的回收体系和供应关系对话环

节中，中再生深圳公司总经理王慧、闲豆回收创始人兼

CEO方浩、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众赢纸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成举、原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

新芳、厦门合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伙伴关系部总经理

徐春莉等企业代表发表了精彩的观点。他们在讨论中达

成共识，目前的市场形势要求回收行业必须进行规范提

升，回收行业大发展时代即将到来。

智慧废纸与绿色回收板块的主持人是废纸分会秘

书长唐艳菊。在服务了上千家废纸分拣中心的“废纸

通”创始人兼CEO裘少波看来，智慧废纸是未来回收纸

行业的发展方向，更是发展工具。

刚刚获得2018创客50强荣誉的“广州千鸟互联”联

合创始人胡景军分享了千鸟通过信息流、物流、资金流

构建三位一体产业云端大数据，为印刷包装企业提供废

纸回收金融服务以及原纸供应服务的智慧物流+智慧排

线系统。

在绿色回收主题分享中，来自京东物流的包装规划

负责人段艳健就绿色可持续包装发展现状和趋势谈了

京东的实践。京东从减少包装材料用量、设计多次循环

包装以及自主回收资源化几个层面构建可持续包装体

系。

同样专注于绿色回收的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则是完成了传统资源利用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进程

中的蜕变，公司传媒商务中心总监张婷在发言中对陆海

全产业链的城市固废服务运营模式进行了介绍。

来自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工程中心副主任武晓燕和

中标合信认证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孙小锋分别对废纸回

收行业环评新规以及企业环境风险控制和绿色再生资

源分拣中心认证方法做了说明，这也是中再生协会今年

以来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为会员提供的服务。

会后，大会组织代表前往陆海环保资源化车间进行

了参观。

本届大会期间，废纸分会发布了《2017年中国回收

纸行业发展报告》和《2017年度中国回收纸行业20强企

业调查报告》。回收纸20强企业代表，亳州龙利再生资

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军对公司绿色规范再生资源分

拣中心的建设运营思路和前端回收体系构建进展进行了

分享。

在11月8日晚上，会议还举行了以“风雨同舟 共创

未来”为主题的“有为之夜”答谢晚宴暨协会成立五周

年庆典，协会二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单位与400多位

嘉宾一起举杯欢庆，共同祝贺协会成立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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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本刊讯（记者郝永涛 报道) 2018年11月30日下

午，杭州市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市化工研究院院长姚献平致

欢迎词并主持了会议。研讨会针对创新中心将要开展

的研究和产业化方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了生

物基新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杭州市生物基功

能性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暨合资设立杭实科技发展

（杭州）有限公司的情况。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士能，中国石化联合会秘书长胡迁林，国资委老干

部局、原化工部科技司司长侯国柱，科技部高新司原副

司长刘久贵，浙江省科协主任袁黎英，浙江省化工学会

理事长任其龙，杭州市科委副主任冯镭，以及来自于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杭州师范

大学、衢州学院、嘉兴学院、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

院、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佐力集团、杭州市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院士、教授等多行业专家参会。中

华纸业杂志社、中国造纸杂志社作为特邀媒体也参加

了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曾劲松教

授作了“生物基纳米纤维素的绿色化制备及应用”的报

告，对应用于造纸、橡胶、油墨、医药、食品包装等行业

的增强材料以及基体材料、膜材料等高值化利用进行

了阐述与分享。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杨小牛研究员演

讲了“生物基可降解和高值化功能性材料的开发与应

用”，对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如可降解生物材料等）

的发展机遇、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长春应化

所的最新科研成果。

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应

汉杰教授作了“生物质精炼在生物化工与制浆造纸产

业中的发展机遇”的报告，分享了秸秆类木质素纤维生

物质资源综合应用，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高值

化利用的科研成果与创新产品。

杭州纸友科技总经理姚臻介绍了“淀粉基功能性

新材料最新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应用于造纸、食品

等行业的非木材用淀粉、高留着表面施胶淀粉、抗干扰

杭州
杭州市化工研究院

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曾劲松教授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杨小牛研究员 南京工业大学应汉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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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再生纸增强剂、高分子淀粉、纸用环保型淀粉涂布

胶黏剂、热升华转印纸用变性淀粉、壁纸胶专用变性淀

粉、高含量抗性淀粉、生物可降解材料用淀粉、淀粉塑

料，并指出了淀粉的研究方向。

华南理工大学陈克复院士提出了生物质基新材料、

生物质基染料、微纳米基纤维材料等是今后研究的方

向，并提出目前进口废纸含杂率低于0.5%的要求过高，

难以执行，对生物质基代塑产品的研发不利，同时，这

也是“创新中心”的发展机遇。

杭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向荣向参会领导

与专家介绍了“创新中心”前期筹备情况。“创新中心”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由杭

实集团与杭化院共同设立杭实科技发展（杭州）有限

公司，组织申报成立该“创新中心”，杭实科技发展(杭

州)有限公司依托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平台资源，引进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及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研团队，组建创新团队，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机制

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为公司的持续创新保驾护航。

开展生物基纳米纤维素的绿色化制备与应用、淀粉基

功能性新材料、生物基可降解和高值化功能性材料的

开发与应用等三大领域的研究及产业化。

公司计划于2022年前，建立起国内第一条年产40万

吨的纳米纤维素中试生产线；建成年产1000吨的淀粉

基植物胶生产线一条，形成淀粉基植物胶囊100亿粒/

年的生产规模；建成年产2000吨的生物质高值及再生化

应用中试生产线一条；实现5～10项重大技术转化；建成

5家以上新材料企业应用技术研究中心，1～2家技术和

检测服务等创新平台；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的

生物基材料产业集聚群，带动橡胶、油墨、油漆、造纸

等周边产业发展产值实现500亿元以上，带动相关产业

千亿元以上。基本建成完备的终端应用示范体系。

合作投资方杭实集团总经理朱少杰介绍了杭实集

团的情况及合建“杭实科技”的初衷与打算，希望双方

强强联合、合作共赢。

与会院士、专家和领导分别就“创新中心”定位、

发展方向、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姚献

平院长表示，杭化院与杭实集团合作成立杭实科技发

展(杭州)有限公司和创新中心，是“政、产、学、研、经”

的完美结合，这是一个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一个

开放的平台，希望有志之士共同参与，最终形成强强联

合、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综合平台。

杭州纸友科技姚臻总经理 杭实科技姚向荣总经理 杭实集团朱少杰总经理 与会嘉宾参观“创新中心”

21
Dec., 2018  Vol.39, No.23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杭州
杭州市化工研究院

改革创新谋发展 合作共赢创未来

——杭化院成果转化奖颁奖、制

造业创新中心签约暨六十周年院

庆盛大召开

本刊讯（记者郝永涛 报道) 2018年12月1日，杭

州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化院）成果转

化奖颁奖、制造业创新中心签约暨建院六十周年研讨

会在杭州临安青山湖科技城盛大举行。

研讨会由杭化院总经理赵文彦主持。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名誉会长陈士能，中国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周竹

叶、秘书长胡迁林，原化工部科技司司长侯国柱，以及

浙江省、杭州市领导，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华

南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科技

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科技学院、轻工业杭州机电

设计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协会学会、企业、

新闻媒体等单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庆祝活动。

自1958年创立以来，杭化院已走过了60年历程。

60年来，杭化院在造纸化学品、石油化工助剂、高分

子功能材料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获各级科技

成果奖130多项次，拥有14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42项

授权发明专利，多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1997年开始，杭化院先后成立

了水溶性高分子造纸化学品成果转化企业（现为杭

州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杭州纸友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杭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成果转化基

地。2000年以后，杭化院不断推进体制改革，整体改

制成立了杭州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并通过机制、

管理创新，杭化院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提高了成果转化效率。“截至目前，实现科研

成果转化率达100%，成果转化收入50多亿元，实现税

利8亿元。”杭化院院长姚献平表示。

研讨会上，杭化院对在成果转化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的科研人员颁发了成果转化奖。随后举行了合作签

约仪式：杭化院与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杭实集团)共建杭州市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制造业

创新中心(简称创新中心)签约仪式；杭化院与南京工

业大学、浙江中科应化科技创新中心产学研合作签约

仪式；国家中心/纸友科技与吉林榆树市政府年产10

万吨变性淀粉成果转化项目投资签约仪式。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茅临生、中国石化联

合会副会长周竹叶等领导致辞祝贺杭化院成立60周

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陈士能为杭化院题词

“六十载彪炳史册 筑美梦再创辉煌”，祝贺杭化院

六十载华诞。

在庆祝杭化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2018年11月30

日下午，杭化院还组织召开了杭州市生物基功能性新

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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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广东造纸协会

共话粤纸发展--2018广东省造纸

行业协会年会圆满落幕

本刊讯（记者宋雯琪 报道) 2018年11月28日～

29日，“2018年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年会”在广东省中

山市东阜国贸逸豪酒店隆重召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中国造纸协会

领导，以及部分兄弟省份造纸协会代表，造纸及相关

企业，新闻媒体等约350人参加了会议。

11月28日下午，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召开第六届第

七次理事会（扩大）暨监事会会议。会上，浪潮集团有

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高志胜分享了新形势下造纸行业

管控数字化转型升级。会议审议修改并通过了《广东省

造纸行业协会章程》；审议并通过了广东省造纸行业协

会第六届第四次会员大会暨2018年年会议程。本次理

事会会议还审批了新入会单位；审批了新增和变更的监

事、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及代表；介绍了2018

年星级工会评选及名单；宣布了能效对标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介绍了2019年换届工作等。

11月29日上午，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年会正式开

始。会议上半节由协会副会长、玖龙纸业（控股）有限

公司集团销售总经理张笃令主持，协会会长翁卓致欢

迎辞，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方乐羽副处长、生态环境

厅王大力副处长发表重要讲话。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针对我国造纸行业产销形势进行分析以及对当前

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会

吕永松主席做了2018年广东省造纸行业年度报告，总结

了广东省造纸行业2017年及2018年1～9月的发展概况，

并针对新形势为广东省造纸企业提出十条建议。

上午下半节会议由协会秘书长陈竹主持。英德科

迪颜料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主管匡民明介绍了水性

颜料色浆在造纸行业的应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

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针对新一轮的广东经济形势作

分析报告。

下午的会议上半节由协会副会长、维达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总监梁国峰主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翠梅宣

读了2017年广东省造纸行业能效“领跑者”、能效对标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并进行颁奖。广东省造纸行

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李小玲宣读了2018年广东省造纸行业星级工会名单，

并为获奖单位颁奖。协会秘书长陈竹致谢协办单位和

赞助单位，并颁发了纪念品。

随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首席分析

师周海晨发表了“波动皆周期，关注新变化——从宏观

经济看造纸行业周期变化”的主题演讲。亚太森博（广

东）纸业有限公司许正茂经理对金鹰集团和亚太森博

（广东）纸业进行了介绍。正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胡健鹏分享了2018年行业感悟，倡导各造纸企

业2019年继续风雨同舟，砥砺前行，合作共赢。

下半节会议由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翠梅主持。永

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姚沁源为广东省的造纸企

业普及纸浆期货的相关知识。广东九丰集团有限公司

终端事业部业务管理中心总经理欧阳庆斌针对目前“煤

改气”的政策，进行了企业天然气利用的分析报告。

协会秘书长陈竹作协会秘书处工作报告。向会员大

会汇报了2018年协会秘书处的各项工作，包括党建、会

员服务、政策上传下达、技术服务和咨询等。协会监事

长曹俊作监事会总结报告。广东省造纸行业工会联合

会主席宣读章程修改、新入会会员、新增及变更理事、

常务理事单位及代表等相关决定，并做了会议总结。

现场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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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持续低迷，10月纸浆成交
再次量价齐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018年10月份，文

化用纸、生活用纸及白卡纸市场需求愈加低迷，纸张

价格走低。高库存及低迷需求情况下，本月纸浆市场

成交再次量价齐跌，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

物量总指数，以及各分类纸浆价格及物量指数全部下

滑。据统计，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下滑1.41%至134.53

点，物量总指数环比下滑2.38%至79.08点，指数降幅

有明显增加。

具体来看，10月份漂针木浆成交量价下滑，价格

指数环比下滑0.89%至138.21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

2.77%至81.49点。本月漂针浆市场交投依旧清淡，下

游刚需补库，各品牌现货价格均有下行，但跌势较漂

阔浆相对较缓。同时，受七天假期及需求低迷影响，

本月漂针浆成交量下滑也更为明显。外盘方面，10月

份漂针木浆外盘价格整体报平，维持在870～880美

元/吨左右，部分品牌有报涨，如北木因浆线检修提

涨30美元/吨。而由于下游需求的持续低迷，以及期

现货价格倒挂压力，贸易商及纸厂的期货采购意愿明

显趋弱，11月份银星、乌针、北木等品牌外盘价格均

出现下调，降幅在40～60美元/吨。目前下游纸张市场

需求仍无改善预期，而纸浆外盘价格开始下滑，预计

后期漂针木浆现货价格仍将趋向下行。

50.0％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制造业PMI为

50.0%，环比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处于临界点。

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

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原材料

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

350万个

2018年双十一期间，菜鸟“回箱计划”再升级，该

平台已经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启动了新升级的“回箱

计划”，其5000多个绿色回收台也陆续到位。同时，其

还与全国近百所高校达成了合作计划。截至目前，其

全国线下回收的纸箱已超过350万个。

13.9995万吨&0.4355万吨

11月16日和11月28日，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管理技术中心分别公示了2018年第24批和第25批限

制进口类产品明细，两次分别批准了13.9995万吨和

0.4355万吨进口废纸。

5.4%

2018年7月初，中国降低了服装、化妆品、家电和

健身产品等一系列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以履行进一步

开放中国消费市场的承诺。从11月1日起，木材、纸制

品的进口关税将从6.6%降至5.4%。

数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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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中国)获“2018年度责任企业”称号

11月24日，由中

国新闻社、中国新闻

周刊主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中华全国总

工会指导的第十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在京举行。A P P（中国）荣获“2018年度责任企业”

称号。A P 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女士受邀出席，并

代表公司接受了由原国务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颁发的奖杯。

工信部认定玖龙、山鹰、太阳等9家纸

厂为“绿色工厂”

11月6日，工信部公布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

绿色工厂共391家，其中造纸企业9家，分别是：玖

龙纸业（泉州）有限公司、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

司、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山

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洁昕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环龙新材料有

限公司和云南玉溪水松纸厂。

李洪信荣获安永企业家奖

2018年度“安永企业家奖”颁奖典礼在杭州盛

大启幕，太阳纸业董事长李洪信凭借卓越的管理能

力和引领创新、担当尽责的企业家精神，荣获本年

度制造业“安永企业家奖”。安永企业家奖是世界

著名的国际商业奖项之一。

广东省4批次纸制品抽检不合格

11月19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布了

2018年广东省纸制品产品质量“双随机”专项监督

抽查结果。本次抽查了广东省内95家企业生产的

120批次纸巾纸、卫生纸、湿巾、婴儿纸尿裤、成人

失禁用品、医护用纸卫生床垫等产品。经检验，发

现4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3.3%。不

合格项目涉及“柔软度（纵横向平均）”、“pH值”、

“细菌菌落总数”3个项目。

湖南郴州宜章县淘汰小造纸平时不作

为，临时搞突击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8年10月

30日进驻湖南省，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

开展“回头看”。11月6日，督察组下沉郴州对宜章县

造纸落后产能淘汰情况进行督察。督察发现，郴州

市政府擅自放宽小造纸落后产能淘汰时限，平时不

作为，相关企业治污设施简陋，周围群众反映强烈；

急时搞突击，等到“回头看”进驻时对部分落后产能

造纸生产线实施突击拆除。

广东4家纸厂被环保警示

11月15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关于通报

广东省2017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四家

得到黄牌（环保警示企业）的造纸企业将按照《关

于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有关问题的复函》（粤环函

〔2015〕947号）有关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向广东

省生态环境厅申请环境信用修复，企业分别是东莞

市新富发纸业有限公司、东莞市汇隆特种纸业有限

公司、中山永发纸业有限公司、中山联合鸿兴造纸

有限公司。

浮沉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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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工业2018年生产运行情况
⊙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

特稿 FEATURE

纵观2018年造纸工业的生产及运行情况，在宏观经济“稳中有变”“稳中

有缓”的形势下，造纸行业也遭遇了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润下

降等困境，加上外部环境变化，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化、环保管理加严等

叠加在一起，使得2018年造纸行业整体生产和运行问题增多，困难加大，尤其

是经济效益大幅下滑。

预计2018年全年国内制浆和造纸生产量和消费量为：(1）纸及纸板生产

总量约为10300万吨，同比下降约7.5%。(2）纸及纸板表观消费量约为10380

万吨，同比下降约4.7%。(3）造纸用纸浆生产总量约为7100万吨，同比下降约

11.0%。(4）造纸用纸浆消费量约为9300万吨，同比下降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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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1～9月生产完成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快报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数量6672家，比上年同期

增加36家。其中：纸浆制造业43家，减少3家，造纸业

2646家，减少75家，纸制品制造业3983家，增加114

家。

2018年1～9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生产量及对比上

年同期数据情况：

纸及纸板8866万吨，较上年同期产量减少593万

吨，下降7.3%；

纸浆1053万吨，较上年同期产量减少225万吨，下

降16%；

纸制品4236万吨，较上年同期产量减少1219万

吨，下降22.3%；其中：纸箱生产量2121万吨，较上年

同期减少749万吨，下降26.1%。

2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年1～9月规模以上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对

比上年数据的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收入

全行业完成10578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少

1189亿元，下降10.1%。其中：

纸浆制造业完成123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

23亿元，增长23.6%；

造纸业完成6353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少784

亿元，下降11.0%；

纸制品制造业完成4102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

少428亿元，下降9.5%。

(2）利润总额

全行业完成591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少148亿

元，下降20.0%。其中：

纸浆制造业完成11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8

亿元，增长266.7%；

造纸业完成370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少108亿

元，下降22.6%；

纸制品制造业完成209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减

少49亿元，下降19.0%。

(3）产成品存货

特稿FEATURE

全行业588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133亿元，

增长29.2%。其中：

纸浆制造业6.4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0.5亿

元，增长7.3%；

造纸业413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120亿元，

增长41.0%；

纸制品制造业168亿元，比上年同期数据增加12

亿元，增长7.7%。

综合2018年和2017年的统计快报数据分析，2018

年前9个月全行业整体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不如上年。

3  商品纸浆和废纸进口及原生纸浆生产情况

3.1 商品纸浆进口情况分析

2018年1～8月国内进口各类商品纸浆1647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加82万吨，同比增长5.2%。其中漂白针

叶浆526万吨，仅增加1万吨；漂白阔叶浆836万吨，增

加70万吨。而出口纸浆微乎其微。从前8个月的商品纸

浆进口数据上看，虽然各品种都有所增加，但总量增加

大的主要还是漂白阔叶浆，漂白针叶浆增加不多。

9月份单月进口各类商品纸浆2 2 0万吨，增长

13.9%，1～9月累计进口1867万吨，增长5.9%。

2018年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废纸进口受阻后，

带来了废纸浆进口增加，据了解，截止到9月已进口废

纸浆27万吨。

根据2018年前8个月的进口量及商品纸浆市场供

应情况并结合国内纸浆、纸及纸板生产情况看，我们

预计2018年全年商品纸浆进口总量约为2500万吨（含

溶解浆280万吨左右），造纸用进口商品纸浆实际用量

同比增长约5.5%；出口量预计不足5万吨，比上年下降

一半。

3.2 废纸进口及废纸浆生产情况

2018年1～9月累计进口各类废纸1153万吨，比上

年同期减少1016万吨，下降46.8%。

另外，2017年国内生产废纸浆6302万吨，废纸总

用量约7800万吨。其中：进口废纸2572万吨，国内回收

各类废纸约5200万吨。

2018年由于受废纸进口环保许可和进口检验标准

约束，使得废纸进口量骤减，原料趋紧，进而促使国内

回收废纸价格持续高位。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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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货源、海关检验逐渐顺畅，2018年后几个月废纸进口

量可能会有增加，但受质量标准的限制，增量难有大幅

提高。

据此，我们预计2018年全年进口废纸约1550万

吨，比上年减少约1000万吨；国内回收废纸约5150万

吨，比上年减少约80万吨。生产废纸浆合计约5500万

吨，比上年减少约800万吨，下降约12.7%。

3.3 原生纸浆生产与消费情况

根据上述国内原生纸浆生产和商品纸浆、废纸进

口情况，结合国内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及国内废纸回

收情况分析，我们预计2018年国内原生纸浆全年生产

量约为1600万吨，比上年下降约3%，加上进出口量，

预计全年造纸用原生纸浆表观消费量约3800万吨，同

比下降约1%。

4  2018年全年生产与消费预测

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我们预计2018年全年国内

制浆和造纸生产量和消费量为：

(1）纸及纸板生产总量约为10300万吨，同比下降

约7.5%。

(2）纸及纸板表观消费量约为10380万吨，同比下

特稿 FEATURE

降约4.7%。

(3）造纸用纸浆生产总量约为7100万吨，同比下

降约11.0%。

(4）造纸用纸浆消费量约为9300万吨，同比下降

约7.5%。

5  纸及纸板主要品种生产消费分析与预测

5.1 新闻纸

根据统计，2017年全国新闻纸生产量为235万吨，

下降9.6%；进口33万吨，出口1万吨；消费量为267万

吨，下降了0.8%。2018年1～9月国内新闻纸生产量为

154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47万吨，下降23.4%；进口

已达到39万吨，同比增长了91%；出口只有0.5万吨，同

比下降22%。

目前国内还在生产新闻纸的企业已不是很多，年

产超过10万吨的主要生产企业还有4家，产能近200

万吨。受需求和废纸等原辅材料成本及进口等因素影

响，2018年国内新闻纸生产量和销售量仍然呈下降态

势。

预计2018年全年新闻纸生产量不会超过190万

吨，下降约20%；进口量约50万吨，出口量不会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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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全年消费总量预计为24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

9%。

5.2 印刷书写用纸

2017年未涂布书写印刷用纸生产量为1790万吨，

同比增长1.1%；进口63万吨，增长53.7%，出口109万

吨，下降10.7%；消费量为1744万吨，同比增长3.3%。

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情况和此类产品进出口及原

料的变化情况，2018年该类产品生产量与市场需求量

整体情况要弱于2017年。

预计2018年全年未涂布印刷书写纸生产量完成约

为1750万吨，较上年下降约2%；出口约100万吨，进口

约80万吨；全年消费量约1730万吨，下降约1%。

5.3 铜版纸

2 0 17年铜版纸国内生产量为675万吨，增长

1.5%；进口33万吨，增长26.9%；出口123万吨，下降

2.4%；消费量为585万吨，增长3.5%。

2018年铜版纸生产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市场

需求有所下降，加上汇率因素影响，形成进口增加而出

口减少的局面。

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和分析，预计2018年全年国

内铜版纸生产量约600万吨，下降约11%；出口量约100

万吨，同比下降约18%；进口量约40万吨，同比增长约

20%；全年消费量约为540万吨，比上年下降约8%。

5.4 生活用纸

近年来生活用纸产能增量较快，市场竞争激烈，

加上2018年商品纸浆价格持续高位，而成本完全外延

又难于实现，使得多数生活用纸生产企业盈利水平下

降，困难增多。

据统计，2017年国内生活用纸生产量为960万吨，

增长4.3%；进口4万吨，出口74万吨；消费量为890万

吨，增长4.2%。

根据我们对国内生活用纸生产和市场的了解及商

品纸浆消耗情况，预计2018年全年国内生活用纸生产

总量与上年持平，维持在960万吨左右；但由于进口量

的增加和出口量的下降，将带来国内消费量的增长。

5.5 白纸板

由于前些年白纸板产能发展较快，但随着国内经

济发展速度放缓，市场对总量需求也减弱，虽然在产业

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拉动下，白纸板细分品种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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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白卡纸生产和消费有所增长，

灰底白纸板有减少，但整体看白纸板市场表现一般，

2018年更是出现了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

据统计，2017年国内白纸板全年生产量1430万

吨，同比还增长1.8%；出口193万吨，同比下降2.5%，

进口62万吨，同比增长6.9%；全年消费量1299万吨，

同比增长2.7%。

根据我们目前调查和分析，预计2018年国内白纸

板生产量会有减少，主要是灰底白纸板减量。预计全

年生产量约1350万吨，下降约6%；出口量约150万吨，

比上年下降约20%；进口量约80万吨，增长约30%；全

年消费量约在1280万吨，下降约1.5%。

5.6 箱纸板和瓦楞原纸

由于废纸进口新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对进口废纸

质量标准检验的执行力度加大，使得废纸进口难度加

大。虽然废纸进口环保许可已批准有1740万吨，但截

止9月底实际进口量只有1153万吨。为弥补原料不足，

各企业只能加大国内回收废纸的采购量，但国内废纸

原料有限，使得国内废纸采购价格持续高位，也形成了

国内回收废纸与进口废纸的价格差，由此给生产企业

带来了分化。

近几个月，由于经济发展放缓，使得箱纸板及瓦楞

原纸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也有所回落。

据统计，国内2017年箱纸板生产量2385万吨，同

比增长3.5%；进口量137万吨，增长45.7%；出口量12

万吨，下降65.7%；全年消费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

6.2%。瓦楞原纸生产量2335万吨，同比增长2.8%；

进口量65万吨，同比增长712.5%；出口量4万吨，下降

42.9%；全年消费量2396万吨，同比增长5.5%。

由于需求和价格等因素，2018年前8个月箱纸板

和瓦楞原纸进口量分别达115万吨和75万吨，分别增

长近40%和160%；而箱纸板出口量只有5.3万吨，下降

43%，瓦楞原纸原本出口就不多。由此也给国内企业生

产和销售带来压力，也增加了市场变数。

根据我们掌握情况和分析，预计2018年箱纸板生

产量约为2100万吨，下降约12%；进口量约180万吨，

增长约30%；出口量不会超过10万吨，下降约20%；全

年消费量约为2270万吨，下降约10%。

瓦楞原纸2018年生产量预计约为2050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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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约12%；进口量约为110万吨，增长约70%，出口量

极少；全年消费量预计在2160万吨，同比下降约10%。

6  2018年国内造纸行业生产和市场总体走势

2018年国内经济整体形势基本面是平稳向好，但

外部环境发生许多变化，诸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

化问题及环保管理力度加大等，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速

度出现放缓，下行压力加大，而造纸工业既是原材料产

业，又为众多产业配套，上述问题的发生势必影响到我

们造纸产业。

根据这些变化并结合纸业2018年生产和市场走

势分析，我们认为2018年国内造纸工业生产和市场有

以下态势：

(1）造纸行业生产运行整体情况还会保持基本平

稳态势，但随着经济发展放缓，需求下降，全年纸及纸

板生产总量会有减少，产销基本保持平衡。

(2）造纸行业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等主要经

济指标仍然会保持正数，但增长率会比上年下降。受

市场需求和原材料成本等因素影响，企业表现产生分

化，困难企业将会增多。

(3）由于废纸进口执行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而能

够满足要求的供货量变少，将会造成2018年的废纸进

口量大幅减少。

(4）受国内原生纸浆生产和国内回收废纸总量的

制约及废纸原料进口政策的影响，为满足市场对纸及

纸板总量的需求，造纸生产企业对进口商品纸浆需求

还会增加。

(5）由于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及商业利益等因素，

国内市场多数纸及纸板产品会形成进口量增加，而出

口量减少的局面。

7  2019年国内造纸工业生产和市场总体态势

对2019年国内造纸形势的判断，我们认为：

(1）国家会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继续保持在

合理区间运行。在此大的背景下，作为配套众多产业的

造纸工业，生产和消费仍将会受到拉动，预计造纸行

业整体运行会继续保持平稳，市场需求可能出现前低

后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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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中美贸易战和废纸进口政策逐渐加严及汇

率变化等影响，将给造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平稳发展

带来不确定因素。

(3）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和压力，使得环保管理

力度加大。目前多个省份正在制定产业转移“负面清

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这一变化，将对造

纸产业现有的企业、产品、区域等结构及市场格局带来

改变，同时对部分造纸企业生产运行造成影响

(4）从目前情况看，废纸进口政策还会逐渐加严，

数量还会逐步减少，由此带来对国内回收废纸需求的

增加，但受国内可回收总量的制约，会使回收废纸量趋

紧，同时也会增加对商品纸浆的需求。

(5）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尤其是废纸原料进口政策的实施落实，会使部分

造纸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意愿增强，尤其对以废纸为

原料的浆厂。这里需要提醒有投资意愿的厂家，要做好

前期的调研工作，尤其要关注对方的政策变化。

(6）经国务院批准，造纸用商品漂白针叶木浆期

货已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一举措即有利于

企业发现价格，预测成本，又给企业增加了一个套期保

值的融资渠道，但由于社会参与度的增加，也会给商品

纸浆市场带来波动和变化而变相影响商品纸浆的现货

市场。因此，这个期货产品，要引起大家特别关注。

8   结束语

纵观2018年造纸工业的生产及运行情况，在宏观经

济“稳中有变”、“稳中有缓”的形势下，造纸行业也遭遇

了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等困境，加

上外部环境变化，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化、环保管理

加严等叠加在一起，使得2018年造纸行业整体生产和运

行问题增多，困难加大，尤其是经济效益大幅下滑。

展望2019年造纸工业形势，虽然外部环境还存在

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从近期中央发布的支持民营经济

等提振经济发展的政策看，中国经济仍然会继续保持

在合理区间运行。在这个大背景下，结合造纸产业定位

和作用，仍将会给造纸产业带来发展空间。只要我们

坚持“绿色纸业”的方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

强创新能力，增加新动能，并有效控制新增产能，可以

预见2019年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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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纸业发展报告
⊙ 王钦池

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强劲，全球纸业市场需求表现

稳中趋缓，纸浆产量、废纸回收量、纸和纸板产量等生产性指标保

持增长态势，但是增速均有所放缓；在全球贸易活跃的背景下，全球

纸浆出口继续保持长期增长态势，纸和纸板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但

是废纸出口量在连续三年增长后出现下滑。

□作者介绍：王钦池，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刊特邀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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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0.08%。其中，北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纸浆产地，

产量为6469万吨，下降0.95%；其次是欧洲4717.9万

吨，增长1.67%；亚洲4131.5万吨，拉美2810.7万吨，

非洲161.2万吨，大致与2016年持平；大洋洲286.1万

吨，下降0.25%。从对全球纸浆产量的贡献看，北美

洲占34.82%，欧洲占25.4%，亚洲占22.24%，拉美占

15.13%，大洋洲占1.54%，非洲占0.87%。见表2。

从产品类别看，化学木浆产量达到14004.9万吨，

占纸浆总产量的比重为75.39%；机械木浆2488.8万

吨，占13.4%；半化学木浆847.2万吨，占4.56%；其他

纤维浆1235.5万吨，占6.65%。见表3。

美国仍然是全球纸浆产量最大的国家，达到

4835.1万吨，占全球纸浆总产量的比重为26.03%。排

名前五位的其他国家有巴西（1883.5万吨，10.14%）、

加拿大（1633.9万吨，8.8%）、中国（1633.4万吨，

8.79%）和瑞典（1185.2万吨，6.38%），上述五国占

全球纸浆产量的比重为60.14%。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还有芬兰（1042.5万吨，5.61%）、日本（865.6万吨，

4.66%）、俄罗斯（864.7万吨，4.65%）、印度尼西亚

（678.2万吨，3.65%）、印度（612.7万吨，3.30%），

上述十国占全球纸浆产量的比重合计为82.01%。见表

4。

2.2 纸浆贸易

2017年全球纸浆贸易量（按出口计）达到5893.2

万吨，比2016年增长0.6%。亚洲是最大的纸浆净进口

地区，净进口量为2480万吨，比2016年增长0.3%；欧

洲307.6万吨，下降14.86%；非洲34.6万吨，与2016年

基本持平。拉美是最大的纸浆净出口地区，净出口量为

1829.9万吨，与2016年持平；北美洲1084.9万吨，增

长0.49%；大洋洲56.7万吨，下降2.91%。见表5。

亚洲是全球最大的纸浆进口地区，进口量2988.5

万吨，比2016年增长0.2 4%，占全球纸浆进口量的

比重为51.92%；欧洲1882.9万吨，下降1.21%，占

32.71%；北美洲580.8万吨，下降0.14%，占10.09%；

拉美200.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3.49%；非洲

66.6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1.16%；大洋洲36.4

万吨，增长4.9%，占0.63%。见表6。

1  概述

2017年全球经济展示了强劲的加速增长态势，

GDP增长3.5%，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在投资复

苏的推动下，全球贸易增长4.7%，同样是2011年以来

的最高水准。在上述宏观经济形势下，2017年全球纸

浆产量继续保持增长，产量达到18576万吨，比2016

年增长0.08%，但是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废纸回收量

为22994万吨，虽然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增速放

缓，同比仅增长0.2%，是近年来的最低增速。纸和纸

板产量也保持增长态势，达到41032万吨，同比增长

0.35%，但是增速连续四年下滑。在全球贸易快速增长

的环境下，纸和纸板出口贸易表现出强劲态势，出口量

达到11505万吨，同比增长2.3%，但是纸浆和废纸贸易

增长乏力，纸浆出口增长0.6%，废纸出口下降2.4%。

总体而言，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相比，2017年全球纸

业发展表现相对平稳。见表1。

2  纸浆

2.1 纸浆生产

2017年全球纸浆产量为18576.3万吨，比2016年

表1  全球经济和纸业增长情况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份 GDP/%

3.18

2.51

2.61

2.86

2.86

2.51

3.15

1.54

0.87

0.24

3.90

0.55

0.66

0.20

废纸回收/%

1.96

-0.28

-0.58

1.84

0.77

0.42

0.35

纸和纸板产量/%

1.01

-2.42

-0.98

1.71

-0.05

1.10

0.08

纸浆产量/%

表2  各大洲纸浆产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161.2

6469.0

2810.7

4131.5

4717.9

286.1

0.00

-0.95

0.00

0.01

1.67

-0.25

增长率/%

0.87

34.82

15.13

22.24

25.40

1.54

比重/%

161.2

6531.2

2810.7

4131.0

4640.4

286.8

20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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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是全球最大的纸浆出口地区，出口量为

2030.7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全球纸浆出口量

的比重为34.46%；北美洲1665.8万吨，增长0.27%，

占28.27%；欧洲1575.3万吨，增长1.98%，占26.73%；

大洋洲93.1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1.58%；非洲

19.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0.34%。见表7。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纸浆进口国，进口量

1949.2万吨，占全球纸浆进口量的比重为33.86%；

排名前五位的国家还有美国（528.3万吨，9.18%）、

德国（438.8万吨，7.62%）、意大利（344.1万吨，

5.98%）、韩国（224.3万吨，3.9%），上述五国占全

球纸浆进口量的比重为60.54%。排名前十位的其他

国家有法国（199.3万吨，3.46%）、日本（155.1万吨，

2.70%）、荷兰（135.1万吨，2.35%）、土耳其（122.4

万吨，2.13%）、西班牙（108.3万吨，1.88%），上述十

国占全球纸浆进口量的比重合计为73.05%。见表8。

巴西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纸浆出口国，出口量

1290.7万吨，占全球纸浆出口量的比重为21.9%；排名

前五位的国家还有加拿大（950.7万吨，16.13%）、美国

（715.1万吨，12.13%）、智利（465.2万吨，7.89%）、

表6  各大洲纸浆进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66.6 

580.8 

200.8 

2988.5 

1882.9 

36.4 

0.00

-0.14

0.00

0.24

-1.21

4.90

增长率/%

1.16

10.09

3.49

51.92

32.71

0.63

比重/%

66.6 

581.6 

200.8 

2981.2 

1906.0 

34.7 

2016/万吨

表7  各大洲纸浆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19.8 

1665.8 

2030.7 

508.5 

1575.3 

93.1 

0.00

0.27

0.00

-0.04

1.98

0.00

增长率/%

0.34

28.27

34.46

8.63

26.73

1.58

比重/%

19.8 

1661.2 

2030.7 

508.7 

1544.7 

93.1 

2016/万吨

表5  各大洲纸浆净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46.8

1084.9

1829.9

-2480.0

-307.6

56.7

0.00

0.49

0.00

0.30

-14.86

-2.91

增长率/%

-46.8

1079.6

1829.9

-2472.5

-361.3

58.4

2016/万吨

表3  全球分品种的纸浆产量

机械木浆

化学木浆

半化学木浆

其他纤维浆

产品类型 2017/万吨

2488.8

14004.9

847.2

1235.5

13.40 

75.39 

4.56 

6.65 

比重/%

表4  主要国家纸浆产量

美国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瑞典

芬兰

日本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印度

国家 产量/万吨

4835.1

1883.5

1633.9

1633.4

1185.2

1042.5

865.6

864.7

678.2

612.7

26.03

10.14

8.80

8.79

6.38

5.61

4.66

4.65

3.65

3.30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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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356.8万吨，6.06%），上述五国占全球

纸浆出口量的比重合计为64.12%。排名前十位的其

他国家有芬兰（349.8万吨，5.94%）、瑞典（303.5

万吨，5.15%）、乌拉圭（256.7万吨，4.3 6%）、俄

罗斯（225.9万吨，3.83万吨）、德国（118.3万吨，

2.01%），上述十国占全球纸浆出口量的比重合计为

85.4%。见表9。

3  废纸回收

3.1 废纸回收量

2017年全球废纸回收量22993.9万吨，比2016

年增长0.2%。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废纸回收地区，回

收量为10204.1万吨，增长0.07%，占全球废纸回收

量的比重为44.38%；欧洲6135万吨，增长0.77%，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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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废纸贸易

2017年全球废纸贸易量（按出口计）达到5699万

吨，比2016年下降2.4%。亚洲和拉美是全球废纸的净

进口地区，其中亚洲的净进口量为3109.8万吨，增长

0.78%；拉美111.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北美洲、

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是废纸的净出口地区，其中，北美

洲的净出口量为1911.4万吨，下降7.93%；欧洲905.7

万吨，下降1.63%；大洋洲164.5万吨，下降3.69%；非

洲21.4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见表12。

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废纸进口地区，进口量达到

3925.6万吨，比2016年增长0.79%，占全球废纸进口

总量的比重为66.34%；欧洲1607.2万吨，增长1.81%，

占27.16%；北美洲169.7万吨，增长8.09%，占2.87%；

拉美203.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3.44%；非洲

11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0.19%；大洋洲0.3万

吨，下降50%，占0.01%。见表13。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废纸出口地区，出口量达到

2512.9万吨，比2016年增长0.54%，占全球废纸出

表11  主要国家废纸回收量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巴西

国家 回收量/万吨

5447.0

4762.7

2175.1

1527.0

834.0

777.2

729.0

647.9

471.0

458.9

23.69

20.71

9.46

6.64

3.63

3.38

3.17

2.82

2.05

2.00

比重/%

表10  各大洲废纸回收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208.5

5032.7

1059.8

10204.1

6135.0

353.9

0.00 

0.00 

0.00 

0.07 

0.77 

-2.34 

增长率/%

0.91

21.89

4.61

44.38

26.68

1.54

比重/%

208.5

5032.7

1059.8

10197.1

6088.4

362.4

2016/万吨

表8  主要国家纸浆进口量

中国

美国

德国

意大利

韩国

法国

日本

荷兰

土耳其

西班牙

国家 进口量/万吨

1949.2

528.3

438.8

344.1

224.3

199.3

155.1

135.1

122.4

108.3

33.86

9.18

7.62

5.98

3.90

3.46

2.70

2.35

2.13

1.88

比重/%

表9  主要国家纸浆出口量

巴西

加拿大

美国

智利

印尼

芬兰

瑞典

乌拉圭

俄罗斯

德国

国家 出口量/万吨

1290.7

950.7

715.1

465.2

356.8

349.8

303.5

256.7

225.9

118.3

21.90

16.13

12.13

7.89

6.06

5.94

5.15

4.36

3.83

2.01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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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8%；北美洲5032.7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

占21.89%；拉美1059.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

占4.61%%；非洲208.5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

0.91%；大洋洲353.9万吨，下降2.34%，占1.54%。见

表10。

中国是全球废纸回收量最大的国家，达到5447

万吨，占全球废纸回收量的比重为23.69%；排名前

五位的国家还有美国（4762.7万吨，20.71%）、日本

（2175.1万吨，9.46%）、德国（1527万吨，6.64%）和

韩国（834万吨，3.63%），上述五国占全球废纸回收

量的比重合计为64.13%。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还有英国

（777.2万吨，3.38%）、法国（729.0万吨，3.17%）、

意大利（647.9万吨，2.82%）、西班牙（471.0万吨，

2.05%）、巴西（458.9万吨，2%），上述十国占全球废

纸回收量的比重合计为77.54%。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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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看，包装纸和纸板产量23763.9万吨，

比2016年增长1.37%，占全球纸和纸板产量的比重

为57.91%；印刷书写纸9900.2万吨，下降1.02%，占

口总量的比重为44.09%；北美洲2081.1万吨，下降

6.8%，占36.52%；亚洲815.8万吨，增长0.82%，占

14.31%；拉美92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1.61%；

非洲32.4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0.57%；大洋洲

164.8万吨，下降3.85%，占2.89%。见表14。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废纸进口国，进口量2921.5万

吨，占全球废纸进口量的比重为49.37%；排名前五位

的国家还有德国（480.1万吨，8.11%）、印度（318.4万

吨，5.38%）、荷兰（290.2万吨，4.9%）、印尼（202.1

万吨，3.41%），上述五国占全球废纸进口量的比

重为71.18%。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还有韩国（156.2

万吨，2.6 4%）、墨西哥（153.1万吨，2.59%）、西

班牙（152.5万吨，2.58%）、奥地利（121.5万吨，

2.05%）、泰国（108.7万吨，1.84%），上述十国占全球

废纸进口量的比重为82.87%。见表15。

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废纸出口国，达到1828.9

万吨，占全球废纸出口量的比重为32.09%；排名前五

位的国家还有英国（473.3万吨，8.3%）、日本（413.8

万吨，7.2 6%）、德国（293.4万吨，5.15%）、法国

（289.6万吨，5.08%），上述五国占全球废纸出口量

的比重为57.88%。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还有荷兰（274.2

万吨，4.81%）、加拿大（252.2万吨，4.43%）、意大利

（186.7万吨，3.28%）、比利时（159.5万吨，2.8%）、

澳大利亚（135.4万吨，2.38%），上述十国占全球废纸

出口量的比重为75.58%。见表16。

4  纸和纸板

4.1 纸和纸板生产

2017年全球纸和纸板产量为41032.4万吨，比

2016年增长0.35%。亚洲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生

产地区，产量为19279.1万吨，增长0.02%，占全球纸

和纸板产量的比重为46.99%；欧洲1058.9万吨，增长

1.23%，占25.71%；北美洲8191.2万吨，增长0.12%，

占19.96%；拉美2202.6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

占5.37%；非洲419.2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

1.02%；大洋洲391.5万吨，增长0.31%，占0.95%。见

表17。

表15  2017年主要国家废纸进口量

中国

德国

印度

荷兰

印尼

韩国

墨西哥

西班牙

奥地利

泰国

国家 进口量/万吨

2921.5

480.1

318.4

290.2

202.1

156.2

153.1

152.5

121.5

108.7

49.37

8.11

5.38

4.90

3.41

2.64

2.59

2.58

2.05

1.84

比重/%

表12  各大洲废纸净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21.4

1911.4

-111.8

-3109.8

905.7

164.5

0.00

-7.93

0.00

0.78

-1.63

-3.69

增长率/%

21.4

2076.0

-111.8

-3085.8

920.7

170.8

2016/万吨

表13  各大洲废纸进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11.0

169.7

203.8

3925.6

1607.2

0.3

0.00

8.09

0.00

0.79

1.81

-50.00

增长率/%

0.19

2.87

3.44

66.34

27.16

0.01

比重/%

11.0

157.0

203.8

3895.0

1578.7

0.6

2016/万吨

表14  各大洲废纸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32.4

2081.1

92.0

815.8

2512.9

164.8

0.00

-6.80

0.00

0.82

0.54

-3.85

增长率/%

0.57

36.52

1.61

14.31

44.09

2.89

比重/%

32.4

2233.0

92.0

809.2

2499.4

171.4

20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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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新闻纸2297.1万吨，下降4.23%，占5.6%；家

庭生活用纸为3393.7万吨，增长0.49%，占8.27%；其

他纸和纸板为1677.3万吨，增长0.59%，占4.09%。见

表18。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国，达到11260

万吨，占全球纸和纸板总产量的比重为27.44%；排名

前五位的其他国家是美国（7204.5万吨，17.56%）、日

本（2622万吨，6.39%）、德国（2293.1万吨，5.59%）、

印度（1496.1万吨，3.65%），上述五国占全球纸和

纸板产量的比重达60.63%。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

有韩国（1165.2万吨，2.84%）、印尼（1046.6万吨，

2.55%）、巴西（1033.5万吨，2.52%）、芬兰（1028万

吨，2.51%）和瑞典（1026.1万吨，2.5%），上述十国占

全球纸和纸板产量的比重达73.54%。见表19。

4.2 纸和纸板贸易

全球纸和纸板贸易量（按出口计）为11505.1万

吨，比2016年增长2.3%。欧洲是纸和纸板的最大净出

口地区，净出口量为1421.8万吨，增长12.75%；北美洲

673万吨，增长8.36%。亚洲是纸和纸板最大的净进口

地区，净进口量为618.1万吨，下降1.42%；拉美551.7

表16  主要国家废纸出口量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荷兰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时

澳大利亚

国家 出口量/万吨

1828.9

473.3

413.8

293.4

289.6

274.2

252.2

186.7

159.5

135.4

32.09

8.30

7.26

5.15

5.08

4.81

4.43

3.28

2.80

2.38

比重/%

表17  各大洲纸和纸板产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419.2

8191.2

2202.6

19279.1

10548.9

391.5

0.00

0.12

0.00

0.02

1.23

0.31

增长率/%

1.02

19.96

5.37

46.99

25.71

0.95

比重/%

419.2

8181.3

2202.6

19274.8

10420.7

390.3

2016/万吨

表18  分产品的纸和纸板产量

新闻纸

印刷书写纸

家庭生活用纸

包装纸和纸板

其他纸和纸板

产品 2017/万吨

2297.1

9900.2

3393.7

23763.9

1677.3

-4.23 

-1.02 

0.49 

1.37 

0.59 

增长率/%

5.60

24.13

8.27

57.91

4.09

比重/%

2398.6

10002.2

3377.1

23443.5

1667.5

2016/万吨

表19  主要国家纸和纸板产量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韩国

印尼

巴西

芬兰

瑞典

国家 产量/万吨

11260

7204.5

2622

2293.1

1496.1

1165.2

1046.6

1033.5

1028

1026.1

27.44

17.56

6.39

5.59

3.65

2.84

2.55

2.52

2.51

2.50

比重/%

表20  各大洲纸和纸板净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407.1

673

-551.7

-618.1

1421.8

-10.6

0.00

8.36

0.00

-1.42

12.75

-67.98

增长率/%

-407.1

621.1

-551.7

-627.0

1261.0

-33.1

2016/万吨

表21  2017年各大洲纸和纸板进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470.3

1208.8

880.8

2718.3

5542.4

177.2

0.00

-0.30

0.00

0.23

0.39

-5.44

增长率/%

4.28

10.99

8.01

24.72

50.39

1.61

比重/%

470.3

1212.4

880.8

2712.0

5521.0

187.4

20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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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占8.01%；非洲470.3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

4.28%；大洋洲177.2万吨，下降5.44%，占1.61%。见

表21。

欧洲是全球纸和纸板的最大出口地区，出口量

达到6964.2万吨，比2016年增长7.97%，占全球纸和

纸板出口总量的比重为60.53%；亚洲2100.2万吨，

增长0.73%，占18.25%；北美洲1881.8万吨，增长

2.63%，占16.36%；拉美329.1万吨，大致与2016年持

平，占2.86%；非洲63.2万吨，大致与2016年持平，占

0.55%；大洋洲166.6万吨，增长7.97%，占1.45%。见

表22。

德国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进口国，进口量

为118 0.6万吨，占全球纸和纸板进口量的比重为

10.88%；排名前五位的其他国家是美国（917.21万吨，

8.45%）、英国（560.4万吨，5.17%）、意大利（518.3

万吨，4.78%）、法国（480.3万吨，4.43%），上述五国

占全球纸和纸板进口的比重为33.71%。排名前十位

的国家还有中国（454.6万吨，4.19%）、波兰（395.3

万吨，3.64%）、比利时（364.8万吨，3.36%）、墨西哥

（352.0万吨，3.24%）、西班牙（314.3万吨，2.9%），

上述十国占全球纸和纸板进口的比重为51.04%。见表

23。

德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出口国，出口

量为1438.4万吨，占全球纸和纸板出口量的比重为

13.11%；排名前五位的其他国家是美国（1160.7万吨，

占10.58%）、瑞典（995.8万吨，9.08%）、芬兰（980.2

万吨，8.94%）、中国（766.9万吨，6.99%），上述五国

占全球纸和纸板出口的比重为48.71%。排名前十位

的其他国家有加拿大（721.1万吨，6.57%）、澳大利亚

（414.7万吨，3.78%）、法国（402.2万吨，3.67%）、

比利时（401.1万吨，3.66%）、印度尼西亚（384.5万

吨，3.51%），上述十国占全球纸和纸板出口的比重为

69.89%。见表24。

注：本报告基础数据来自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部分数据是估

计数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包含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万吨，非洲407.1万吨，均与2016年基本持平；大洋洲

10.6万吨，下降67.98%。见表20。

欧洲是全球纸和纸板的最大进口地区，进口量

达到5542.4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平，占全球纸和

纸板进口总量的比重为50.39%；亚洲2718.3万吨，

增长0.23%，占24.72%；北美洲1208.8万吨，下降

0.3%，占10.99%；拉美880.8万吨，与2016年基本持

表23  2017年主要国家纸和纸板进口量

德国

美国

英国

意大利

法国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墨西哥

西班牙

国家 进口量/万吨

1180.6

917.1

560.4

518.3

480.3

454.6

395.3

364.8

352.0

314.3

10.88

8.45

5.17

4.78

4.43

4.19

3.64

3.36

3.24

2.90

比重/%

表24  主要国家纸和纸板出口量

德国

美国

瑞典

芬兰

中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比利时

印度尼西亚

国家 出口量/万吨

1438.4

1160.7

995.8

980.2

766.9

721.1

414.7

402.2

401.1

384.5

13.11

10.58

9.08

8.94

6.99

6.57

3.78

3.67

3.66

3.51

比重/%

表22  各大洲纸和纸板出口量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地区 2017/万吨

63.2

1881.8

329.1

2100.2

6964.2

166.6

0.00

2.63

0.00

0.73

2.69

7.97

增长率/%

0.55

16.36

2.86

18.25

60.53

1.45

比重/%

63.2

1833.5

329.1

2085.0

6782.0

154.3

20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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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浆纸技术论坛

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专题报道

享技术盛宴 破发展困境

⊙ 中华纸业杂志社

2018年11月13-14日，2018中国造纸周之中国浆

纸技术论坛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在宁波

阳光豪生大酒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造纸协会、中

华纸业杂志社主办，芬兰兰泰克系统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浙江省造纸行业协会协办，中华纸业杂志社承

办。会议得到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汉高（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瑞

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的大力

支持。来自国内外制浆造纸企业、上下游行业企业、

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设计咨询、行业媒

体的300余位专业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届“论坛”以“高质高效绿色新技术与新产

品”为主题，延续往届会议高端专业、先进实用、开

放互动的风格，围绕原料开发、节能降耗、提质增

效、绿色低碳、智能控制的新技术、新产品，交流新

经验、新成果，预测技术发展趋势与发展方向，为处

于原料资源愈发紧张、环保政策持续高压、国际贸易

壁垒叠加、市场竞争加剧的造纸企业提供科技支持，

探寻发展新动能。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钱毅主持，

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

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

长王泽风致欢迎辞。论坛演讲环节由中华纸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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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编张洪成先生和李玉峰女士主持。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伟先生带来《2018造纸

行业产销形势分析》的演讲，2018年受宏观经济、环

保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全国造纸行业形势稳中有变，

按照协会的预测，2018年纸及纸板产量约10300万

吨，同比下降约7.5%，表观消费量约10380万吨，同比

下降约4.7%；造纸用纸浆生产总量约为7100万吨，同

比下降约11%，消费量9300万吨，同比下降约7.5%。受

市场需求和原材料成本等因素影响，企业表现产生分

化，困难企业将会增多。赵伟还对国内进口废纸政策

变化、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建设新项目以及即将上市

的漂白针叶浆期货等发展趋势做出解读和建议。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行业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多次指出，科技创新是

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我们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

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本届论坛，围绕

产业创新特别邀请了我国造纸行业科技创新的领头

人——齐鲁工业大学校长、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嘉川教授。陈嘉川多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本次会议他带来了《资源

短缺时代纤维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的演讲，与代表

们分享了多年从事生物技术、生物质精炼、绿色制浆

的研究成果。陈嘉川正在主持的原料高值高效利用

和正在研发的生物机械浆项目，对改变我国造纸原

料短缺的现状有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参会代表的极

大关注。

作为本届论坛的联合主办单位，芬兰兰泰克公

司中国区技术总监文乐先生带来了《纸机节能及系统

优化》的演讲。文乐向大家介绍了兰泰克公司全球领

先的制浆造纸节能设备和纸机湿部优化方案，兰泰

克的产品已经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可，为越来越多的中

国造纸企业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带来了明显的实质性

效果。

作为“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目标，智能制造是

造纸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在生产线上更

新大量的高度机电一体化产品，而配电系统在其中起

到重要的关键作用。论坛上，来自上海良信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的王鹏伟经理带来了《造纸行业配电系统

解决方案》的演讲，上海良信是我国配电系统的龙头

企业，他们的技术和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已经可以部分替代进口，为中国造纸企业减少项目投

资、提高资产投资回报率、提高系统可靠性与运行效

率、降低能耗都有明显的效果。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韦环境研

究院首席科学家和CEO赵汝和博士带来了《北美浆纸

工业技术发展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赵汝和从事

制浆造纸和相关行业工作30多年，他介绍了北美浆

纸工业技术发展的现状、优势和趋势，用纸厂成功和

失败的案例分析了生物质精炼技术的研发方向，他指

出，中国造纸行业的发展应该与北美加强合作，尤其

是科技创新和先进管理。

芬兰维美德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制浆造纸和能源

产业的开发者和供应商，也是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

坛的长期以来的支持者，在本次会议上，维美德造纸

业务线销售总监周周先生带来了《维美德造纸机技

术的最新发展》的演讲。周周介绍了用于包装纸、文

化纸和生活用纸等生产线上的多项国际先进技术，实

用性强，投资回报比高，应用效果好，让在座的业内

企业再次感受了领先技术的魅力。

常言道，造纸厂的主体设备就是由“辊子”组成

的连续运转的机电仪综合体。来自汉高乐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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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张中华先生带来了《汉高乐泰制

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的演讲。张中

华以大量的成功案例，介绍了乐高汉泰是如何帮助造

纸厂来提升辊子的可靠性、安全性运转，实现提高效

率、节省成本的目标。

造纸厂除了面对原料不足的长期难题外，还饱受

原料质量不稳定的困扰，来自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李广臣总经理带来了《原料水分检测流

程及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的演讲。通过原料进厂

流程中的智能管理，可以为企业提高效率、降低安全

风险、减少人为操作弊端，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国制浆设备设计和制造行业的佼佼者——郑

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华东大区区域经理楚松伟

先生带来了《运达节能高效装备行业案例分享》的演

讲。近年来，运达专注于制浆设备的研发与制造，成

立了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生

产的产品为荣成纸业、联盛纸业、中顺洁柔、福建恒

安等国内大型纸企所选用，成功替代进口，为企业降

低了投资，节省了外汇。

本次会议在宁波举行，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宁波

最大的、也是国内造纸企业20强的宁波中华纸业/亚

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技术部王俊明经理，他做了《高质

高效绿色包装新产品——吸塑纸板开发技术交流》

的演讲。在全球正在掀起的禁止一次性塑料包装的

大潮下，吸塑包装成为取代传统塑料包装的重要替

代形式。王俊明的演讲数据详实，前沿性强，让与会

者对纸张的应用前景有了新的认识。

会议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

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陈港教授，他带来了《特种纸与

纸基功能材料的研发与应用》的演讲。陈港是我国特

种纸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和实践者，他的报告让大家

认清了未来特种纸的研发重点，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发

展思路。

“本届论坛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报告

内容抓住科技创新这条主线，紧扣时代脉波；二是

报告专家特长鲜明，突出实战派；三是论坛与展会相

结合，互相借力、共同促进，让参与代表有更多的收

获；四是报告与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集中展示相

结合，丰富会议内容；五是参会代表来源范围广泛，

包涵产、学、研、媒多个层面，覆盖造纸、装备、自控、

仪表、环保、贸易等产业链。”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崔

棣章先生在会议总结时说到。

在会议报到日的晚上，举行了“上海神农之夜”

欢迎晚宴。晚宴由中华纸业杂志社赵琬青女士主持，

中华纸业杂志社副社长史韶惠女士、上海神农节能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志平先生先后致

辞。上海神农是我国最大的降膜板式蒸发器生产商

之一，他们的MVR节能蒸发技术应用到造纸企业的废

水处理流程中，大大降低了吨水处理的成本，投资效

益明显。在晚宴上，还举行了“环龙杯第四届中国造

纸工业摄影大奖赛暨首届纸业手机微摄影大赛”的颁

奖仪式，为了记录中国造纸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纸业

人的精彩瞬间，环龙公司决定与中华纸业杂志社长期

举办“环龙杯”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初步两年

一届，杂志社王泽风社长和环龙周骏总经理举行了

签字仪式。（摄影赛详细报道请阅读本期“纵横”栏

目P84～87）

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自2009年设立以来，迄

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从2017年开始与纸展同期举

办，2018年成为中国造纸周上的系列活动。论坛充分

发挥“产、学、研、媒”合力作用，汇集中外专家学者智

慧和行业优势资源，促进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设

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和人才培养，已成为国内最有

影响力的制浆造纸技术交流会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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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 钱毅

开幕致辞：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会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 王泽风

【主题演讲：市场形势】（本期“特稿”专栏刊登）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 赵伟：《中国造纸工业2018年生产运行情况》

【主题演讲：技术创新】（本期刊登）

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齐鲁工业大学校长 陈嘉川：《资源短缺时代纤维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 

查韦环境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和CEO、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赵汝和:《北美浆纸工业技术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主题演讲：产品创新】（本期刊登）

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 陈港：《特种纸与纸基功能材料的研发及应用》

宁波中华纸业/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经理 王俊明：《高质高效绿色包装新产品——吸塑纸板的开发》

【主题演讲：装备创新】（第24期刊登）

维美德（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周周：《维美德纸机技术的最新发展》

兰泰克中国公司技术总监 文乐：《纸机节能及系统优化技术》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华东大区区域经理 楚松伟：《运达节能高效装备行业案例分享》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方案部/解决方案部经理 王鹏伟：《造纸行业良信电器低压产品解决方案》

【主题演讲：方法创新】（第24期刊登）

汉高乐泰（中国）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张中华：《汉高乐泰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广臣：《原料水分检测流程及进厂流程智能化管理》

【会议总结】

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 崔棣章

【会议主持人】

中华纸业杂志社副总编 张洪成、中华纸业杂志社记者 李玉峰

【晚宴致辞】

晚宴主持人：中华纸业杂志社编辑 赵婉青

晚宴致辞：中华纸业杂志社副社长 史韶惠、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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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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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第九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

【现场传真】

⊙ 图片摄影/杨晨鸣  李嘉伟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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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时代纤维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
⊙ 陈嘉川

陈嘉川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齐鲁工业大学校长、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

会副理事长、山东造纸学会理事长、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学科专业：制浆造纸工程。主要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山东省技术

发明一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1项；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5部。

主要业绩：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制浆造纸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等工作。是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国务

院特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针对造纸工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积极倡导绿色造纸理念，创造性的将现代生物技术成功应用于传统造纸工业，是我国制浆

造纸生物技术应用领域的开拓者，也是我国第一个专攻制浆造纸生物技术的生物学博士后。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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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1）造纸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2）纤维资源

的高效利用技术；（3）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研究的重要领域。

1  造纸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资源问题

资源问题是造纸行业经常探讨的重要话题，可以说，未来造纸行业的发展，资源问题或

将成为瓶颈问题，它的严重程度可能将比环境问题更加严重。我国造纸工业纤维资源的对外

依存度超过40%，特别是废纸进口受到限制之后，造纸行业原料短缺的问题如何解决也将是

摆在我们行业面前的重要议题在造纸行业的资源问题方面，要想在未来几年里寻找突破口需

要从两方面着手开展，

第一方面是国内资源非木材纤维的利用，目前中国的

非木材纤维可以用于造纸行业的可以达到几亿吨，就山东

一个省的可以用于造纸的非木材资源便可达到2～3千万

吨。但就目前的形势看，虽然有大量的非木材纤维资源可

以利用，但造纸行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好非木材资源，甚至

前一段时间还出现了关停非木材纤维制浆流程。那究竟非

木材纤维资源能不能用于造纸、适不适合用于造纸，从现

在的技术和工厂的生产经验看，非木材现在资源是完全可

以用于制浆的，不论是化学浆还是高得率制浆都是有可能

的。以山东泉林纸业为例，说明非木材纤维资源的化学法

制浆的道路时行得通的；另外，非木材纤维的高得率制浆

也是可以走的通的，并且还是绿色环保的。如果在未来的

几年里，非木材纤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非木材纤

维资源完全可以弥补废纸原料进口受限所带来的原料缺

口。解决资源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便是“走出去”，只要全球

范围内有造纸行业可以利用的原料，我们企业为什么不可

以走出去呢？而且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利用

国外的资源，比如山东太阳纸业在老挝的发展。

1.2 环境问题

说起造纸行业的环境问题，应该说经过近几年来造

纸业内人士的不懈努力，关于造纸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已

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不可否认的是，造纸行业的环

保问题仍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目前造纸行业的废水排

放和COD的排放量依然占全国工业废水比例的首位。因此

造纸行业近几年来所实施的在环保问题上从严要求是非

常正确的，山东省的造纸行业从2000年便开始实施对造纸

废水的从严要求，事实证明从严要求就会在环境保护的效

果、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及企业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上都会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未来几年，造纸行业的环保要求将

专题SpEciAl

图1  打通传统制浆造纸与制浆造纸生物炼制平台

图2  纤维组分高效分离技术

图3  纳米纤维素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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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SpEciAl

越来越严格，而采用高效清洁生产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造纸工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3 智能化滞后问题

造纸行业关于智能化滞后的问题，可能相比于资源和环境问题，被大家提及的频率要小

一些。但从造纸流程的技术来看，造纸行业属于高温、高噪音行业，特别是非木材资源制浆流

程更是尘土飞扬，不适合人工现场操作。但目前造纸行业的智能化水平远远满足不了我国造

纸工业的未来发展，因此便出现了智能化滞后的问题，而要实现造纸企业的智能化生产，需要

一些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

1.4 未来趋势

世界造纸工业因数字化、电子

媒体的发展导致总消费量有所下

降。我国造纸工业因人口基数大、经

济增速快等原因未来仍可能保持低

速增长。期望人均消费量达到100千

克，占世界总量的1/3。

2  纤维资源的高效利用技术

图6  气爆对杨木性能的影响（天津科技大学）

图7  气爆对木素性能的影响（天津科技大学）

图4  木质素高值化利用

图5  半纤维素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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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组分清洁分离与高值化利用

实现组分清洁分离与高值化利用，便可以完成传统制浆造纸向制浆造纸生物质精炼的战

略性转变。从图1中可以看出相比于传统制浆造纸流程，制浆造纸生物炼制平台能够更好的完

成组分的高值化利用，完成产业延伸升级。造纸工业与生物质精炼技术相结合是近年来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问题，目的是实现组分全分离和高值化利用，其优势在于：高效率、清洁化、全

组分利用。

国外分离植物三大组分技术大都采用间歇式酸预水解硫酸盐法，该技术仅利用纤维素。

木质素和半纤维素以黑液的形式燃烧掉。山东太阳纸业已建成木片生物质精炼生产线，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实现了三大组分的分离利用。图2、图3、图4及图5分别列出了纤维素、木质素

和半纤维素的高效分离和利用工艺技术。并且几条示范工程将在近两年内陆续的投入运行，

如微纳米纤维素示范线、木糖制备示范线、木质素基胶黏剂示范线等。

近几年由齐鲁工业大学牵头，华南理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制浆造

纸研究院等单位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组分清洁分离与高值化利用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如气爆对杨木性能的影响、气爆对木素性能的影响、木糖

及低聚木糖的分离与纯化、纳米纤维素制备的预处理、微

纳米纤维素的应用、木质素分级纯化、木质素基环保胶黏

剂合成及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见图6～图

9。

专题SpEciAl

图9  纳米纤维素制备的预处理 （华南理工大学）

� 

� 

图8  木糖及低聚木糖的分离与纯化

图10  麦草和棉秆生物机械法制浆磨浆电耗

图11  麦草和棉秆生物机械浆松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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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

生物机械浆由传统的高温高碱转向低温生物绿色制浆技术；一是符合新旧动能转换的

新形势，用生物化工技术代替传统化工技术；二是符合绿色造纸的发展理念，新技术核心是

绿色造纸，属于清洁生产技术；三是符合农业生物质资源再利用的理念，农业剩余物得到高

附加值利用，与“三农”问题有效对接。

生物机械浆的优势主要包括：（1）节能。可节省磨浆能耗50%左右，机械浆能耗大，新技

术的节能优势值得规模化推广，见图10；（2）减排。生物处理可以有效替代化学处理，生物酶

制剂代替传统化学品，从根源上减少了污染物生成，废液和备料废渣可制备副产品—生物质

燃料，真正实现无污染、零排放；（3）提质。新技术可以明显改善机械浆纤维质量，提高产品

质量，见图11、图12。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所取得的进展有：（1）已优化适合秸秆类原料的生

物酶制剂，在生物酶制剂的研发和复配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努力实现生物机械浆废水的

零排放；（3）努力实现备料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4）生物机械浆制备包装纸和纸基材料技

术研发；（5）建设20万吨/年生产线。

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1）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的现实问题；

（2）缓解因废纸进口量锐减造成的造纸原料短缺问题；（3）大大减少能源消耗且无污染产

生，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4）用生物化工技术代替传统

化工技术，符合新旧动能转换；（5）经济效益显著。

3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研究的重要领域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大

图13  生物质材料超微结构特性

图14  生物基平台化合物图12  生物机械法制浆技术的强度性能

专题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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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进行农林生物质综合开发利用的研究。生物基材料领域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已成为并将

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之间竞争的新的制高点。全球每年产生生物质约1650亿吨，我国仅

农业秸秆就达到每年8亿多吨。农林剩余物等生物质资源尚未实现高效高值化利用，相应的

基础科学与技术问题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发达国家与地区生物基材料已占到化石基材

料的25%以上，替代率将继续上升。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碳水化合物基功能材料和衍生物材

料以及木质素基新材料的研究尚有诸多瓶颈问题未取得重大突破，基础研究薄弱。加快我国

生物基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化进程是我国赶超发达国家的路径之一。绿色发展理念迫切要求加

快发展绿色造纸技术、生物基平台化合物的绿色制造技术和生物化工技术等。2018年科技部

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依托齐鲁工业大学建立“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而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研究领域与造纸工业相关的将包括以下八

个方面。

3.1 木质纤维新资源特性与纤维新资源开发

针对农业秸秆等木质纤维原料，研究生物质材料超微结构特性，组分间的化学键和聚集

态；研究纤维植物基因组学、纤维形成关键基因挖掘、纤维植物分子育种，开发纤维新资源。

见图13。

3.2 木质纤维绿色分离

主要组分清洁高效分离、重组行为研究；木质纤维的新型绿色酶催化机制与模型构建；

新型溶剂的制备与应用。

3.3 木质纤维组分功能化 

纳米纤维素制备及功能材料制备技术;纤维素的功能化改性技术及机理；木素分子功能

化与材料界面相容机制；半纤维素逐级纯化技术与高值转化。

3.4 绿色制浆与纤维改性

生物机械制浆理论、工艺及装备；溶解浆生产过程中预水解液的分离提纯与转化利用；

造纸过程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变性纤维素材料、微纳米纤维素的制备及应用；高性能纤

维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3.5 纸基功能材料

纸页结构和纸页性能在成型过程中的构效机制；纸基新材料的制备、机理与功能；功能

化改性过程中纤维素纤维与功能因子的作用过程及调控机制；纸页表面修饰加工处理对纸产

品性能的影响机制。

3.6 功能性添加剂的制备及应用

纸浆体系中纤维、填料、助剂等组分的湿部化学特征对纤维分散和成形性能的影响机

制；变性淀粉、壳聚糖、植物胶、木质素功能化学品等新型助剂作用机制；生物质石墨烯、纳米

纤维素、离子液体制备机制研究；纸页涂层中各组分的作用机理及相关模型的建立。 

3.7 生物基平台化合物（见图14）

3.8 制浆造纸酶学研究

碱性木质纤维素水解酶芽孢杆菌工程菌高效表达平台构建；构建毕赤酵母胞外分泌阿

魏酸酯酶、木聚糖酶、漆酶表达系统；酿酒酵母木糖异构酶的高效表达机制研究；开发制浆

造纸过程各种专用酶制剂。

专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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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浆纸工业技术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赵汝和 

赵汝和博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教授，查韦环境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和CEO，英国皇家

化学学会Fellow（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UK, FRSC)，加拿大纸浆和造纸协会Fellow（Fellow of Pulp and Paper Technical 

Association of Canada, PAPTAC Fellow)，国际工程技术学会Fellow（Fellow of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FIET)，国际科学和

数学科学院 Fellow（Fellow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Math, FIASM)，国际木材科学院Fellow（Fellow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Wood Science, FIAWS)；齐鲁工业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西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科学协会会员，美国化学学会会员，

美国流变学学会会员，美国制浆造纸工业技术协会会员，加拿大化工研究院、化学工程学会终身会员，加拿大森林管理委员会成员，加拿

大绿色建筑委员会成员，加拿大制浆造纸技术协会会员，加拿大BC专业工程师和地质科学家协会注册专业工程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特

许化学家。

赵汝和博士是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77级学生，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是华南理工大学培

养的中国第一位制浆造纸工程博士。1987年至1988年英国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主修英文、应用数学和动力学，1989年至1991年U B C化学和

生物工程完成博士后。

从事制浆造纸和相关行业工作30多年，在专业刊物发表100多篇文章，获得20多项专利授权和多项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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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美浆纸工业技术发展主要特点

(1）在过去20年，北美浆纸工业是一个增长比较缓

慢但已成熟的大宗商品行业。

(2）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北美浆纸厂的设

备资产相对较为陈旧。

(3）北美浆纸厂一直致力于通过技术改革提高工厂

效率，虽有显著的改善，但最近这十几年没有出现颠覆性

的技术创新，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

(4）北美浆纸工业一直享有非常丰富且重要的植物

纤维资源和先进的物流设施，但面临废纸、能源等生产

成本方面的压力。 

制浆技术、漂白技术、回收锅炉、流浆箱、网部、压

榨部、干燥部、施胶技术、涂布技术、压光技术、控制技

术、纸机车速和幅宽的发展变化及现状，如图1～图12。

2  浆纸工业技术发展趋势

现今社会，科技发展水平飞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也相应提高。理论上，纸品消耗量应呈现增加趋势。但实

际上，包装用纸、生活用纸的消耗量是增加的，印刷书写

用纸的消耗量却在减少。浆纸工业的发展趋势也出现相

应的调整。

2.1 纸机向更快、更宽、更好的方向发展

更高速的纸机：目的：提高经济性。可行性：小幅增

加速度是可行的。风险：引纸时更高频率纸张断头。对

策：进一步提高纸张压榨后干度；配置额外的干燥设备；

更好的纸浆配料。 

更宽的纸机：目的：提高经济性。可行性：小幅度增

加幅宽是可行的。挑战：纸机设计和制造；辊子的维护。 

2.2 向生物精炼的方向发展

生物质产品与造纸行业的相关性较小，例如纤维素

纳米晶体CNC、生物质燃料、木质素应用等，与传统的制

浆造纸并没有直接联系。

木质素产品，可以作为生物质燃料、树脂和改良剂、

分散剂和絮凝剂、胶黏剂、塑料添加剂、冰激凌添加剂

等。

◆ 生物精炼成功案例一

美国北卡Domtar’s Plymouth浆厂（Domtar’s 

Plymouth N.C. Mill），该厂1937年建成运行，年生产

能力39万吨硫酸盐浆。拥有全球第一套木素回收运行装

专题SpEciAl

置，2013年初运行，采用维美德Lignoboo s t技术，木素

产量75吨/日。提取木素后，减少了回收锅炉负荷，提高

浆产量，分离的木素替代化石燃料燃烧。

◆ 生物精炼成功案例二

芬兰斯道拉恩索S u n i l a浆厂（S t o r a E n s o’s 

Sunila Mill in Finland）, 该厂1938年建成运行，

150名雇员，年生产能力37.5万吨硫酸盐浆。采用维美德

Lignoboost技术提取木素，2015年1月运行，建设工期18

个月，木素产量140吨/日。这是第一家生产商业木素产品

的纸浆公司，并对外销售。提取木素，不是为了减少回收

锅炉负荷和提高浆产量。

◆ 生物精炼成功案例三

加拿大威斯福H i n t o n浆厂（We s t F r a s e r’s 

Hinton Mill），地点在阿尔伯特省。该厂采用加拿大林

产品创新研究院/NORAM Engineering Lignoforce

技术，联邦政府+省政府+工厂共同投资3000万加币 

（约1.7亿人民币）建设，建设工期17个月，2015年8月开

始生产，日产30吨木素。目的是替代石化产品。

◆ 生物精炼成功案例四

芬兰芬欧汇川Lappeenranta生物精炼厂（UPM’s 

Lappeenranta Biorefinery），该厂是世界上第一家从

妥尔油商业生产生物柴油（BioVerno）的企业。投资1.79

亿欧元(合15亿人民币)，年生产能力10万吨。2012年夏天

动工，2年工期，2015年1月开始生产。200名员工（雇员50

人，间接雇员150人）。

◆ 生物精炼失败案例一

硫酸盐制浆前半纤维素预抽提（Hemi-cel lu lo s e 

pre-extraction before kraft pulping）。白液预抽

提，不影响浆得率和浆性能，但木聚糖浓度太低，工业界

对其回收不感兴趣；热水预抽提，木聚糖浓度高并且降

解少，但是影响制浆强度性能。

◆ 生物精炼失败案例二

黑液气化（Black liquor gasification）。950℃，

存在腐蚀问题，耐火材料损失严重；每6个月要停机维护

（通常维护间隔为12个月)；经济性差。

◆ TMP生物精炼——加拿大林产创新研究院

利用现有的制浆造纸厂基础设施并保留工作机

会，从非粮生物质获得糖和木素。2017年，在加拿大

Thu nd e r Bay建立中试工厂，处理能力100吨/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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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回收锅炉容量演变

图5  网部的变化

图1  制浆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2  漂白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6  压榨部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4  流浆箱的发展

专题 SpEciAl

质。处理过程如图13。

◆ 纳米晶体纤维素

纳米晶体纤维素得益于其生物相容性、高强度、高

长径比等优良特性，研究较多的应用在增强复合材料、石

油/天然气探勘钻井、涂料、汽车工业、食品、催化剂载体

等方面。产品具有价格高、产量低、对制浆造纸行业的影

响较小等特点。下面是几个实例：

在加拿大，Ce l l u Fo r c e I n c.公司，每天生产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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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纸机车速和幅宽变化

图7  干燥部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8  施胶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9  涂布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10  压光技术发展和现状

图11  控制技术发展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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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纤维素；InnoTech Alber ta/Alber ta-Pac i f ic 

Forest Industries Inc.公司，每天生产20千克纳米纤维

素；Blue Goose Biorefineries Inc.公司,每天生产10千

克纳米纤维素；Advanced Cellulosic Material Inc.

(formerly BioVisio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c.）

公司,每天生产4千克纳米纤维素。

在美国，American Process Inc.公司，每天生产

0.5吨纳米纤维素；USDA‐Forest Service‐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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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Laboratory (FPL) Madison, WI，每天生

产10千克纳米纤维素；Innotech Materials LLC.公司，

每天生产4千克纳米纤维素。

2.3 纸和纤维产品发展应用新方向

纸和纤维产品在建筑行业、汽车行业和农业生产

方面的应用是浆纸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应该多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例如，建筑材料方

面，纤维可制造控温材料、蜂窝纸芯结构用于建筑物保

温板，有利于建筑节能；汽车行业方面，将特种纸用于电

动车电池的隔膜；农业方面，用纤维做大棚农用膜等。纤

维应用的热点领域如图14。

加拿大查韦环境研究院是加拿大的高科技公司，总

公司在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主要业务领域包括环境保

护、污水处理、制浆造纸高新技术和节能等。其典型研究

成果之一是纤维用于制造控温材料和蜂窝纸芯结构用于

建筑物保温板，实现建筑节能，如图15、图16。这两种纸

图13  木片水解生产木素和糖

图14  纤维应用的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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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功能材料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应用前景广阔。

2.4 特种纸

特种纸生产依然是浆纸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与传

统的制浆造纸业密不可分。

3  北美浆纸工业技术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商品浆的总生产量持续下降。加拿大和美国占

据了针叶木浆市场的主要地位，拉丁美洲占据了阔叶木

浆市场的主导地位。北美和西欧是全球最主要的废纸出

口地区，亚洲则是最大的废纸进口地区。如表1。

再看中国，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废纸，预测将

消耗55%的废纸（如图17），而随着西方纸和纸板用量

减少，废纸产生量将减少，难以满足中国对回收废纸的

需求，这对全球废纸的供应和质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导致了废纸价格上行的压力。虽然中国消耗了加拿大一

半针叶木浆的产量，但西方国家木浆产量总体是减少的

（见图18）。全球范围内，再生纤维

的总产量超过原生纤维总产量的40%

（见图19）。因此，供应和需求的不平

衡，导致废纸的价格持续上升。

4  加强中国与北美之间合作

● 中国造纸的发展必须依靠科

技创新，需要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成

果出现。

● 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国外先进

管理经验。

● 科研机构和高校不但要做前

沿研究，也要关注实际问题，研究纸

在建筑、农业和汽车等领域的应用以

及废纸有效回收回用等。

● 与国外企业合作，“走出去”

建设浆厂和纸厂，把纸浆纸产品运回

来，解决中国浆纸行业原材料短缺的

问题。

5  总结

● 北美制浆造纸工业技术进步

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前，得益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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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石油化工产品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2000年以

后，制浆造纸工业技术进展不大。

● 生物精炼技术可能会解决造纸行业的一些挑战，

但不能解决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

● 提高浆厂能源利用效率，尽量减少化石燃料使

用。

图17  中国对回收废纸的需求及预测

图18  全球木浆产量及预测

图19  再生纤维与原生纤维之比分析及预测

图15  纤维应用——控温材料（建筑节能）

图16  纳米共晶纤维基保温板（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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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和纸张用于建筑节能，开辟了纤维和纸张利

用的新途径，包括秸秆等非木材纤维原料的开发利用。 

● 与国外企业合作，“走出去”建设浆厂和纸厂，

把纸浆纸产品运回来，这是解决原材料问题的一个

方法。

表1  全球商品浆、废纸的贸易情况（2015年）

北美

西欧 

东欧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拉丁美洲

中东 

纸和

纸板 

5856 

13978 

-4879 

-5088 

-89 

-566 

-7303 

-4647 

8066 

701 

-131 

-449 

-9747 

232 

1203 

-367 

漂白针叶

木浆

-1199 

-4764 

-762 

77 

-6414 

-176 

13354 

-260 

漂白阔叶

木浆

19775 

7508 

806 

164 

-30053 

1698 

-1044 

375 

废纸

8633 

-4132 

-446 

-424 

-19681 

581 

14900 

-648 

木浆

注：出口量减去进口量(×1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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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纸与纸基功能材料的研发及应用
⊙ 陈港 

陈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造纸新技术与特种纸以及纸基功能材料。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特种纸技术创新平台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团队首席教授，中国造纸学会理事，中国造

纸学会涂布加工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造纸学会纳米纤维素及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广东省特种纸与

纸基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南理工大学造纸与环境工程学院、资源科学与造纸工程学院、轻工与食品学院副院长。

30年来一直从事造纸新技术与特种纸、纸基功能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包括特种纸新技术、纸基功能材料、纸张涂布技术与理论、多

种纤维混合成型机理、纳米纤维素制备及应用、造纸化学品的优化及应用、纸张防伪技术、功能材料在造纸过程的应用等。先后主持和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等80多项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拥有17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发明专利25项。目前与

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其中特种合成纸、烟草薄片、数码相纸、数码喷墨纸、热/水转印纸、超感纸、热敏纸、耐水洗高强

纸、超平滑/高光泽纸张、充皮纸、无石棉密封材料、食品包装纸、无纺墙纸、过滤纸等技术成功产业化。

[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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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研究团队在造纸技

术、纸基功能材料、涂布新技术和理论等领域均进行了

较深入的研究，见图1。此次报告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1）造纸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2）特种纸与纸基功能

材料技术发展趋势；（3）最新研发产品与应用案例。

1  造纸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

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特点越来越明显，宏观经济、

贸易争端、气候变化、资源/能源效率、城市化/智能化、

数字化及生物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

的各行各业，而造纸行业也是其中之一，深受影响。从未

来十几年全球东西区域主要纸种的发展趋势来看，西部

和东部主要纸种的消费量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如卫生

纸、包装纸，西部区域将呈现稳态且稍有下降的趋势（图

2左），而东部区域将有所增长（图2右）。

我国造纸行业近几年来也是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

如来自环境、能源、原材料、市场、宏观经济、新经济及技

术等各方面的影响和挑战，见图3。生态文明建设，严格

的环保政策，使造纸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高质量的纤维

原料依靠进口，纤维原料政策和市场波动极大影响了全

产业链；减产保价保收益，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可能是

未来一段时间纸企特别是大企业的举措。要从根本上破

解目前造纸行业面临的困难挑战，发展模式的创新是主

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产品、技术和模式创新，才能不断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最终突破现有产

业局限。当前正在不断研究的特种纸及纸基功能材料，

作为新一代纤维材料，是能有助于突破现有行业发展困

局的创新产品。

2  特种纸与纸基功能材料技术发展趋势

所谓特种纸，是指拥有某一特定性能和用途、适合

于特定终端使用、批量比较小、附加值比较高的纸种，其

特定用途和性能可通过纸张抄造过程采取的特殊工艺、

特殊原料，或者是纸张（原纸）经过加工所获得。另外，

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对于特种纸的分类不完全一样。所谓

纸基功能材料，是以水为分散介质，短纤维（特别是高性

能纤维如芳纶纤维、碳纤维、聚酰亚胺纤维等）为主要原

料，经现代造纸工业技术制备的具有特定性能和用途、

高附加值的功能材料。未来一段时间，特种纸及纸基功

图1  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团队研究领域

图2  全球东、西区域主要纸种消费量的变化趋势

图3  我国造纸行业面临各方面的挑战

能材料的发展方向是材料化和功能化，这也是未来造纸

行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对特种纸及纸基功能材料所提

出的要求。

举例来说：（1）传统的制浆造纸企业，除了生产纸

张和纸浆外，还能生产什么高附加值的产品？纤维材料？

过程化学品？功能添加剂？（2）除了满足传统印刷包装

外，还需要赋予更好阻隔性能，包括防水、防油、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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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替代塑料用于包装？（3）高平滑/透明纸基材料可

否应用于电子印刷及新一代纤维素基电子材料？（4）除了

常用的植物纤维，其他的高性能纤维、纳米功能材料等，

可否应用于纸基复合材料？（5）数码印刷技术的发展，给

纸张提出了何种新的要求?（6）除了微米级纤维，纳米级

纤维/材料会给纸张带来何种性能？（7）3D打印时构建

新一代纸张材料的手段等。

如何寻找特种纸及纸基功能材料的新机遇？这是一

个全行业都在探讨的问题。从全球特种纸市场的容量及

应用领域来看，2017年全球特种纸的产量为2500万吨，

据预计2027年将增加到4000万吨；从全球不同的区域分

布看，欧洲、北美、日本和亚太（除日本）是全球特种纸发

展最快的四个地区/国家，其中北美市场价值占据最高份

额（见图4）。图5是全球特种纸的应用领域。从应用领域

来看，包装、标签和工业三大行业将是未来特种纸市场寻

找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行业。另外，文创行业和建筑行业也

将是未来特种纸重点关注的行业。2017年，中国特种纸的

产量为670万吨，同比增长5.5%。从全球和中国的特种纸

市场发展来看，不管其他纸种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特种

纸市场依然在逐年同比增长，市场发展潜力较大。

根据中国造纸学会特种纸专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看，2017年我国特种纸市场不同纸种的价格有升有降，波

动情况见表1。市场价格的波动更有助于我们认清不同特

种纸产品的市场需求，并从市场中寻找新机遇。日本是特

种纸行业产品重要的生产国家，表2列出了日本特种纸生

产的主要品种。我们可以通过日本特种纸市场的生产品

种，从中发现发展机遇。表3列出了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加

税清单，我们可以通过贸易争端中纸张产品加税的程度

来分析产品的市场容量和机遇。

另外，环保趋势及经济新发展也是特种纸市场寻

找新机遇的重要切入点。如目前塑料的应用带来的环境

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及微粒也在逐

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减少碳排放和海洋垃圾，欧盟

委员会决定向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说“不”，包括塑料棉

签、餐具、吸管等。欧盟成员国还不得再免费发放塑料水

专题 SpEciAl

表2  日本生产的主要特种纸品种

印刷纸

信息用

纸

包装纸

特种纸

特种纸

板

薄页印刷纸、字典纸、卷烟用纸、打字纸、圣经纸、

特殊印刷纸、彩色高级纸、艺术纸、明信片、压封

纸、防伪纸

热敏纸、偶氮感光纸、OCR纸、无碳复写纸、单面

复写纸、热转印纸、输入用纸、静电记录纸、I J用

纸、磁性纸、描图纸 

夹线牛皮纸、单面光牛皮纸、半透明纸、彩色牛皮纸 

工业用纸 、壁纸原纸、层压板纸、装饰原纸、电气绝

缘纸、格拉辛纸、标签纸、食品用原纸、无尘纸、灭

菌纸、不锈钢衬纸、过滤纸、耐油纸、家庭用特种

纸、书法用纸、障子纸、油纸、礼品包装纸  

粗纸板、彩色纸板、防水原纸、石膏板纸、纸管纸、 

卷筒包装纸、衬纸 

品种

表1  2017年我国特种纸品种价格波动情况 

半透明纸、绝缘纸、无纺壁纸、

壁纸原纸、育果袋纸、薄页纸、

轻型纸、无碳纸、热压垫板纸、

离型原纸、胶带原纸、口杯纸、

拷贝纸、热转印纸、引线纸、记

事原纸、胶水原纸、热敏纸、本

色热转印纸、水转印原纸、食

品包装纸、覆铜板纸、羊皮纸

价格上涨

纸种

价格下降

纸种

高透成型纸

钢纸

绝缘纸板

表层耐磨纸

字典纸

衬纸

防伪纸

玻璃衬纸

卷烟纸

格拉辛纸

装饰纸

汽车滤纸

不锈钢垫纸

价格有涨

有降纸种

图4  全球特种纸的市场容量

图5  全球特种纸市场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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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SpEciAl

杯和餐盒，目的是为了减少其流通。为了响应“限塑令”，

星巴克和麦当劳各投500万美元，赞助了名为Nex tG e n 

Cup的一个挑战倡议，旨在邀请社会各界开发能够代替

目前市场上一次性杯子的材料和设计，帮助他们变成市

场化的解决方案。食品、快餐领域的从业公司纷纷主动或

被动地加入到这一环保行动行列，包括麦当劳、星巴克、

赛百味、汉堡王和墨西哥风味餐厅Chipot le等均采取了

相关措施。而这些行业的变化与要求，也给特种纸市场

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特种纸行业便提出了：“纸能

代替塑料薄膜吗”这样的行业问题。另外，据据国家邮政

局预计，今年“双11”包裹将超过18.7亿件，比上年同期

增长25%，最高日处理量可能达到4.1亿件，比上年增长

23.9%！在这样的新经济市场发展背景下，特种纸企业能

否从中找到发展新机遇，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3  最新研发产品与应用案例

下面接着介绍近几年来，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团队

在特种纸领域内的最新研发成果及应用案例。

案例一：热敏纸

热敏纸是一种表面涂布有热敏涂料，无需油墨，经

表3  中美贸易战中方加税清单

加征关税5%

加征关税10%

加征关税20%

加征关税25%

关税加征量

222

223

335

336

337

339

340

350

228

229

188

275

276

312

326

335

337

338

340

341

350

359

364

365

366

502

745

754

755

759

2271

37031010

37040090

48115991

48115999

48116010

48169010

48189000

49070090

37032010

37039010

34011990

42023900

42029900

48022090

48064000

48114100

48115910

48116090

48142000

48149000

48195000

48236990

49059900

49070020

49081000

34011100

48022010

48061000

48062000

48115110

85322590

成卷未曝光的感光纸及纸板，宽度>610mm

已曝光未冲洗的摄影硬片、软片，纸、纸板及纺织物，电影胶片除外

镀铝的用塑料涂布、浸渍的其他纸及纸板

其他用塑料涂布、浸渍的其他纸及纸板

用蜡或油等涂布的绝缘纸及纸板

小卷（张）热敏转印纸

纸床单及类似家庭、卫生、医院用品

指运国流通新发行未使用的印花税票及类似票证：印有邮票或印花税票的纸品；空白支票

未曝光的彩色摄影用感光纸及纸板，非成卷或宽度≤610mm

未曝光的非彩色摄影用感光纸及纸板，非成卷或宽度≤610mm

其他用肥皂及有机表面活性产品，条状、块状或模制形状的，以及用肥皂或洗涤剂浸渍、

涂面或包覆的纸、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

以钢纸或纸板作面的钱包等物品

以钢纸或纸板作面的其他容器

光敏、热敏、电敏纸、纸板的原纸、板

高光泽透明或半透明纸

自粘的胶粘纸及纸板

绝缘纸及纸板

用蜡或油等涂布的其他纸及纸板

用塑料涂面或盖面的壁纸及类似品

其他壁纸及类似品；窗用透明纸

其他纸包装容器

其他纸或纸板制的盘、碟、盆、杯及类似品

其他各种印刷的地图及类似图表

钞票

釉转印贴花纸

盥洗用肥皂及有机表面活性产品，条状、块状或模制形状的，以及用肥皂或洗涤剂浸渍、

涂面或包覆的纸、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

照相原纸

植物羊皮纸

防油纸

漂白的彩色相纸用双面涂塑厚纸

其他纸介质或塑料介质电容器

关税加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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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打印机打印后即可显现图文的记录用纸，被广泛用

于传真、医疗、商业票券等领域。图6展示了热敏纸的技

术优势。图7展示了华南理工大学特种纸团队研究产品与

普通产品的对比。

案例二：高性能阻隔纸基材料

图8、图9分别是高性能阻隔纸基材料的结构和未来

的应用领域。图10、图11展示了用纳米纤维素作为涂层的

产品及其阻隔机理，从图8中可以看出，纳米纤维素对于

水蒸气的通过有很好的阻断作用，水蒸气的通过量可以

降低40%。目前使用阻隔涂层的技术中，较常运用的是以

纳米复合材料作为涂层。图12和图13分别列出了目前阻

隔材料的种类及造纸行业常用的涂布手段。

专题 SpEciAl

图6  热敏纸的技术优势

图7  华工特种纸团队研究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对比

图9  阻隔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

图8  高性能阻隔纸基材料的结构

图10  纳米纤维素作为涂层的产品

图11  纳米复合材料作为涂层的阻隔机理 

图12  阻隔材料分类

生物高分子材料

纸张阻隔

传统阻隔材料 新型阻隔材料

纳米复合材料

低成本

多功能性

可再生

高阻隔

高分子塑料

蜡

金属

高成本 不可再生

不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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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防油纸

我们的团队还研究了防

油纸生产技术，使用创新的生

物基防油涂层，使防油纸的性

能更加优越，而且成本得到降

低（见图14）。

案例四：新一代来自植物

的透明材料

我们特种纸团队近年来

重视微纳纤维素的制备和应

用研究，而且在快速制备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应用方面主要围绕新一代来自植物的

透明材料微纳纤维素、透明纸张、高强轻质材料等（图

17）。

此外近几年提出了几项新的技术如数码包装用纸,

水诱导防伪纸张技术及纸基芯片等。表4为日本造纸企业

纳米纤维素生产线的工艺和规模。

图17  新一代来自植物的透明材料

表4  日本造纸企业纳米纤维素生产线的工艺和规模

王子控股

日本制纸

大王制纸

中越纸浆

公司 规模

40吨／年

25万米2

30吨／年

500吨／年

10吨／年

30吨／年

100吨／年

10吨／年

100吨／年

磷酸酯化法

透明膜

TEMPO

TEMPO法

树脂混炼法

CM化CNF

对向冲击法

(ACC法)

制备方法

2016年12月

2013年10月

2017年4月

2017年6月

2017年9月

2016年5月

2018年1月

2017年4月

投产时间

富冈工厂

岩国工厂

石卷工厂

富士市

江津工厂

三岛工厂

四国岛

川内工厂

地点

专题SpEciAl

图13  造纸行业常用的涂布手段

图14  使用创新的生物基防油涂层的防油纸

图15  防涂改纸张技术

图16  纸基微流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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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高效绿色包装新产品——

吸塑纸板的开发
⊙ 王俊明

王俊明先生，浙江大学化工硕士、工程师，历任宁波亚洲浆纸业/宁波中华纸业研发中心科长、处长，现任宁波亚洲浆纸业/宁波中华

纸业副经理；主要研究、工作领域：工业用纸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及工艺、品质管理。从事造纸研发及技术管理十几年，拥有授权发明

专利5项，承担了市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项、完成了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

[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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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塑包装是把两种材料结合在一起，在工艺上有

些难点。吸塑热合封装工艺是将泡壳与涂有吸塑油的

纸卡压合，同时使用电热或高周波方式将泡壳与纸卡加

热，软化后的泡壳与熔化后的吸塑油进行牢固的黏合，

冷却后，泡壳、吸塑油、纸卡形成一体，完成吸塑封装过

程。如图1所示，是吸塑包装的五个分层。

在这个工艺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吸塑油，有三个重

要作用：黏合作用，光泽、耐磨作用和满足部分渗透作

用。通常上吸塑油的量大于上光油，大部分留在纸板表

面，小部分渗透至纸内。

2  我国吸卡包装纸分市场应用量

吸塑包装的市场是非常有前景的，涉及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图2，是吸塑卡纸在不同行业中的应

用。表1是2017年国内吸塑卡纸市场的需求量，而且不

考虑未来增长。目前占主导的还是灰底白纸板，约20万

吨，白卡纸有2万吨。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原因。灰底白纸

专题SpEciAl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与之伴随的就是环保的压

力不断加大。北方的雾霾、南方的水污染等都在困扰着

我们。如何实现绿色包装，一直是我们公司致力研发和

追求的目标。

包装的四大主要材料有纸板、塑料、玻璃和金属。

塑料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塑料造成的白色污染也一直

困扰大家，过去大家都知道一些塑料垃圾无法降解，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塑料不只是处理困难，而且

已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危害。《纽约

时报》一篇文章显示，研究人员在来自8个国家的志愿

者的粪便中，都发现了微塑料颗粒；全球83%的水龙头

样本中被检测出微塑料；目前世界上超过90%的食盐

品牌，都已被微塑料污染，其中，海盐被污染的比例最

高。为此，2018年10月24日，欧洲议会通过“限塑令”：

到2021年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产品；今年5

月28日，欧盟委员会提出“限塑令”，拟禁止销售有现成

替代品且经济上可承受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包括吸管、

刀叉勺、盘子、棉签棒、饮料搅拌棒和气球棒等。此外，

“限塑令”还规定，欧盟国家必须减少塑料食品容器和

饮料杯的使用。

塑料的问题就是我们造纸业的机遇，这也是绿色

包装的方向。包装用纸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全球

一体化（保护、文化、竞争）；大型、超大型超市的普及，

包装如何去匹配不同的需求；90后、00后（追求个性）

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等。这就对包装的功能提出了五方

面要求，分别是保护与盛载；储运与促销；成组化与防

盗功能；标识品牌、提升体验、引发传播；卫生与环保。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发吸塑包装的原因。

1  什么是吸塑包装？

吸塑包装是一种新型的包装形式，一般是将不规

则物体(如玩具、文具、工具、日用品等)通过使用PVC

或PET泡壳对其加以密封防护，再将泡壳与纸卡黏合在

一起，形成完整规则透明的包装形式。有以下4个优点：

外形整齐，储运方便；一目了然，便于销售；阻隔保护，

不被污染；最大程度地减少塑料的应用。

经测算，吸塑包装可以节省1/3的塑料包装用量，

甚至更多，因此它将是取代塑料包装的一种形式。

图1  吸塑包装结构

图2  吸塑卡包装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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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吸塑效果好，白卡纸还比较困难。

热合吸塑包装应用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多应用在

对商品展示有较高要求的小商品上；二是前六大终端应

用占比较高，其余应用大多分散、量

少，小作坊即可进行包装。目前前六

大主要应用在吸塑市场上的产品份额

占到了总用量的58%，见表2。

从吸塑卡的应用等级划分来看，

分为高中低三档。如图3。像中高档的

化妆品包装，原来都是用进口包装，

现在已经逐渐使用我们的产品。

专题 SpEciAl

数据来源：APP IRT

表2  前六大主要应用在吸塑市场上的产品份额

产量

吸塑卡普及率/%

耗纸量/(吨/年)

－灰&白底白

－白卡

产品 电池

350(亿粒)

95

35310

31790

3520

267(亿支)

70

32725

29480

3245

铅笔

－

58

129745

116050

13695

合计玩具

－

－

21230

20130

1100

87(亿支)

70

28270

25410

2860

牙刷

20(亿双)

80

3410

3080

330

筷子

－

50

8800

6160

2640

自黏贴

图5  吸塑包装成功与否的判断

图6  影响吸塑效果的主要因素

数据来源：CNKI；APP IRT；国家统计局；各类产品协会。

表1  吸塑包装市场需求量

个人护理用品

家庭用品

文教办公用品

玩具

厨房用品

电子电器

五金机电

工艺饰品

体育休闲

汽车用品

其他

合计

类别
灰底&白底白

纸板/(吨/年)

30500 

45700 

40400 

20200 

3400 

6500

28700 

2200 

650

2860 

22700

203810

33900

49400

42500

21300

3780

9280

31900

3150

810

3180

23900

223100

合计

/(吨/年)

3400

3700

2100

1100

380

2780

3200

950

160

320

1200

19290

白卡纸

/(吨/年)

图4  吸塑包装制作流程

图3  吸塑卡应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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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种加工参数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时间

温度

上吸塑油次数

泡壳厚度

印刷次数

因子

↑

↑

↑

↑

↓

变化 吸塑等级趋势

表3  泡壳材料的分类和优缺点

1

2

3

4

5

序号 材料英文

PVC

PP

PS

PET(APET)

PET-G

中文名称

聚氯乙烯

聚丙烯

聚苯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非结晶化PET

优点

质软、韧性强、可塑性好

材质特别软、韧性好、环保无毒、耐高温

环保无毒、可塑性非常好

质硬、韧性好、强度高、环保无毒

质硬、韧性好、强度高、环保无毒

缺点

燃烧产生氯气，不环保

可塑性差，不能长久存放

韧性易脆，不可做成透明材料

高周波热合比较困难，价格高

可以高周波热合，其价格比A-PET还贵

表4  热封方法和工作原理

1

2

3

序号 名称

高温热封

高频波热封

超声波热封

参数

温度

＞100kHz

电磁波

＞20kHz

声波

工作原理

电丝加热

分子间互相激烈碰撞

产生高温

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

产生大量的热量

可归纳为六种情形，见图5。仅（a）为成功的吸塑包装，

其余5种情形皆为失败的包装。好的吸塑包装要求塑料

必须吸到原纸层，而且最好在芯层。

4  影响吸塑效果的因素

影响吸塑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如纸板、印刷工艺、

吸塑油等，见图6。我们是造纸企业，有时候我们不能要

求印刷企业去使用更好的印刷技术、更好的吸塑油来

符合我们的纸板需求。我们要通过技术改进，提高我们

纸板的适应性，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符合条件的吸

塑纸板应能满足实地印刷、水性光油、低温短时吸塑的

工艺。纸板的关键因素包括：

(1）吸塑纸板涂料配方研究

吸塑油的作用，一部分要把泡壳去掉，一部分要

渗透到纸板中。纸板的涂料配方就显得非常重要。纸板

里孔隙的分布要非常均匀，而且孔隙的直径要足够大，

要适合吸塑油的渗透。图7是吸塑油渗透至纤维层的截

面，效果非常好。

图8是不同吸塑涂料配方条件下吸塑油渗透的情

况，可以看到方案1的吸塑油(内含荧光物质)渗透距离

3  吸塑卡的制作

整个吸塑的难点在于流程多，包括印刷、包装、上

吸塑油等。这几个流程中，都看不出包装的效果，直到

把最终产品放进去，才能知道这个包装到底能不能用。

一旦吸塑效果不好，会污染到包装盒里的产品。美国

CLEARWATER公司的吸塑纸板是世界第一家也是当

时唯一一家承诺100%吸塑的产品，宁波中华纸业吸塑

卡也要做到承诺100%吸塑。

(1）制作流程

了解吸塑包装的制作，首先看一下吸塑包装的结

构，前面图1已经介绍过，共有5层组成。吸塑包装加工

流程也比较复杂，需要纸厂、印刷厂和终端用户共同协

作完成。如图4。

(2）吸塑泡壳材料及常用热封方法

吸塑包装除了对纸板有特殊要求外，对泡壳和热

封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说，泡壳分为五种，见

表3。热封的方法有3种，见表4。

(3）吸塑包装成功与否的判断

依实际包装的结果，泡壳与纸板分离的情形，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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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渗透均匀作为实验室优选方案。

(2）吸塑纸板强度结构分布

解决了渗透只是解决了第一步，能让吸塑油发挥应

有的作用，但不表示能够完全控制吸塑油的破坏位置。

我们必须保证吸塑油正好破坏在原纸层，尤其是芯纸

层，这就对纸板的强度提出了要求。简单来说，就是哪

里薄弱，就破坏在哪里。这就要求对纸板做强度梯度的

设计，见图9。这是个漏斗式的设计，从下往上芯层是最

弱的，衬层、面层稍强，涂布层最强。

这样的设计看起来简单，但是需要大量的实践去

摸索。例如，把芯层做到最弱不难，用一些差的废纸，

加一些化学品就可以。但是我们还要保证印刷的效果，

不能起泡，做得太弱，不能印刷就进入不了吸塑的过

程。

(3）各种加工参数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虽然只生产纸板，但是我们也给客户承诺了终端

的吸塑效果，所以我们也对整个流程做了大量的调研和

实验，找到一些规律。图10～图14是我们研究的各种加

工参数对吸塑效果的影响，吸塑等级分值越高，效果越

好。总结起来，就如表5所示。

这些研究帮助我们与客户沟通时，可以为他们提

供很多合理的建议。

5  吸塑的品控管理

吸塑有一个难点就是预测，我们的产品要大规模

地生产，要保证每个月每一批产品都要满足客户的需

求，质量难免有波动，但是不能等到客户使用出问题了

才去找原因，我们必须要找到规律，制定一套内部产品

质量管控标准。

我们在内部会进行打样实践，虽然这个产品没有

国家标准，但是我们内部会根据实践经验设定评估的

标准。因为客户的工艺不一样，用的泡壳、吸塑油也不

一样，我们就会把客户用的油拿过来，在我们内部做实

践，给客户看最终的效果和评价，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

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图15是我们内部根据吸塑剥离面积制定的吸塑纸

图9  吸塑纸板强度结构分布

图10  作用时间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

◆

◆

◆

图7  吸塑油渗透效果

图8  不同吸塑涂料配方条件下吸塑油渗透情况（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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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内部控制的吸塑纸板出厂检验判定标准

图14  印刷次数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

◆◆

◆

◆

图13  泡壳厚度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

◆

◆ ◆

板出厂检验判定标准，只有5分以上才能出厂。

6  结论

(1）吸塑包装具备绿色、可视化等优点，未来增长

趋势良好。其中：随着消费升级，

白卡吸塑将逐步取代灰底/白底

白纸板吸塑。

(2）吸塑包装的吸塑效果影

响因素：纸板的可吸塑性、泡壳

选择、吸塑油选择、吸塑工艺（吸

塑方式、吸塑温度、时间、压力

等）、印刷工艺（印刷油墨的选

择、油墨密度等）。

(3）纸板可吸塑性的关键在

于纸板的开放性设计和纸板的强

度结构分布。

(4）宁波厂通过自主开发，

获得了吸塑纸板的相关“技术诀窍”，并于2016年在市

场上正式推出了国内目前唯一一家承诺100%吸塑效果

的“吸塑王”吸塑白卡、铜卡纸。

图12  上油次数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

◆◆

◆

图11  作用温度对吸塑效果的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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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造纸行业通过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装备，得到快速发展，产

能已居世界第一，成为造纸大国。伴随着纸业的发展，制浆造纸机械装备行业也有了长足的进

步。以山东为例，2017年设备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年销售收入达10亿多元，占销售总收

入的37%。不可否认，近几年山东制浆造纸机械装备企业在技术进步、装备水平、产品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资源利用、运行质量等方面的确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行业中销售收入过亿元的

企业10家，利税过千万企业11家，但总体上还面临许多问题，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核心竞争力。

为全面了解山东优秀造纸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情况，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2018

年11月26日至29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中国造纸协会原理事长钱桂敬，中国轻工企业

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理事长李国都，中国轻工机械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建国，中国轻

工机械协会制浆造纸纸制品装备分会秘书长郭丽君，协调负责人马明刚等一行六人，赴山东

相关企业进行了参观学习和考察调研。山东省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全，山东省轻

工机械协会名誉理事长崔棣章，秘书长刘德新，齐鲁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学院院长许崇海，中

制浆造纸装备企业考察——山东之行

加强新品开发  提升竞争实力
⊙ 郭丽君  史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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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纸业杂志社副社长史韶惠等陪同考察。四天的时间内，陆续考察了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等五家企业，并参观了齐鲁工业大学的“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到之处

得到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热情款待，能深深感受到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做出的突

出贡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

考察团一行，首站来到滨州东瑞机械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曹大清全程陪同参观，并细

致地现场介绍，滨州科技局、投促局、经发局的领导都参加了座谈交流。东瑞机械企业规模不

大，全公司仅50人，但设计研发人员占比高，达到23人，并与齐鲁工业大学、江苏大学、德国伊尔

梅瑙工业大学合作，不断提升设计研发能力。公司拥有50万吨造纸纸浆流程泵的配套设计制

造能力；以及全生产线智能纸浆搅拌系统、全生产线单控纸浆流程泵系统的设计制造能力；公

司大功率高速电机直驱透平真空泵（10000转/分钟以上、500千瓦以上），已完成电磁、轴承试

验，不久的将来即可进入市场，产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可节能40%以上。

第二站来到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一贞、总工诸葛宝钧向考察团介绍了企业

情况，泰鼎机械是生产整饰设备的特色企业，产品科技含量高，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为仙

鹤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4575/1000超级压光机产品于2018年经过了专家鉴定。产品集中

体现了超级压光机相关的最新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产品共获得专利19项，其中发

明专利7项，并形成了系列化，已全面替代进口。目前公司的靴式压榨设备的研制正在进行中。

当地政府周村区区长刘伟对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宋一贞、诸葛宝钧这一对老军工夫妇为中

国造纸装备30年的执着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衷心地感谢。

第三站，考察团来到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这家1954年建厂的老企业通过体制机

制创新，不断进取，授权专利55项，30多种产品是国内首台套产品。其打浆设备等拳头产品一

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开发了系列新型环保设备等。近期，公司生产的直径1470毫米高浓磨

浆机在太阳纸业日产300吨化机浆生产线上一次试车成功。研制开发的CD68高浓磨浆机主

要应用于高得率碱性过氧化氢机械浆系统，目前样机已试制完成；国内最大型号压力筛——

7.6平方米内流筛，已在国内外多家企业使用；CZ J T系列污泥挤压脱水系统将污泥的含水率

从98%左右直接降低到50%左右，已在国内50多家大型企业成功使用。产品“CZ1100日处理

40-70绝干吨污泥挤压脱水系统”，获得2017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四站来到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进厂区，“筛选杰锋，永不停工”的宣传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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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眼帘，体现出杰锋人在稳定提高产品质量上的执着。考察团参观了其先进的生产车间。座谈

交流时，总经理张吉祥自豪地说，公司由之前生产筛鼓配件的小厂，历经数十年的传承与革新，

发展成为为客户提供价值最优化的制浆造纸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的碎浆系统、筛选系

统、净化系统、流送系统等一整套“废纸制浆装备”，为客户提供具有更低运行能耗、更强运行

稳定性、更低纤维流失率及更长使用寿命的成套设备。产品配件完全自给生产，在同行业中有

着较高的性价比，出口率不断提高，努力实现着“民族产品，世界布局”。

第五站，考察团来到齐鲁工业大学。校长陈嘉川、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孔凡功等陪同参观了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科研用房达1.5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近1亿

元，形成了木质化生物质资源特性及其应用、纸与纸基新材料、微生物合成材料和变性淀粉及

其功能材料四个研究方向，通过研究方向的交叉深度融合，践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

理念，为促进轻工、生物、化学、材料等学科领域的协同发展提供平台和支撑，为区域和全国

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应用基础与基础理论支持。参观结束后，大家围绕目前制浆造纸领域的新

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最后一站，来到了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其主导产品是新月型卫生纸机、钢制

扬克烘缸。据总经理张磊介绍，公司引进技术并研制的2850/1500新月型卫生纸机已在保定达

亿纸业、马来西亚启顺纸业投产运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开发3700/1700高速节能型新

月卫生纸机，并取得一定成效，两台纸机将于2019年初在金博士纸业运行。与世界知名造纸机

械制造商意大利科玛公司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节能环保钢制扬克缸，在充分吸收借鉴世界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造纸原料特性、产品需求等进行了创新性开发，攻克了造纸领域节

能、低碳、环保、高产、高质量等诸多方面的难题，现在Φ4572mm×4550mm规格钢制扬克烘

缸已试制成功，并交付客户使用，其稳定性、节能效果深受用户好评。聊城市行业管理办公室、

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有关领导陪同参观座谈，对信和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通过四天的考察交流，加深了对我国制浆造纸装备生产企业发展的认识。钱桂敬语重心

长地说，我们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还很大，我们在全球的地位还在追赶，但这是最后的追

赶，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是挑战者，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又是领先者；此次考察欣喜地看到我们行

业有不少基础好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瞄准了国际先进水平。胡楠希望企业在设备生

产建模上进行探索，在设备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在新产品开发上攻克难关，尽快成熟起来，

进入市场。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专精特新的装备企业会做优做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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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拉恩索与创业公司Sulapac合作，

推动可再生材料的使用
斯道拉恩索集团与Sulapac公司签署了一项联合开发协议，致力于加速扩大完全可再生、可

回收与生物可降解材料在包装领域的使用，共同应对全球塑料废弃物的问题。基于这份联合开

发协议，斯道拉恩索将使用Sulapac授权的材料与技术，联合开发项目还将覆盖食品包装以及消

费电子产品包装等领域。

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始于2017年。当时，斯道拉恩索推出了第一个“加速器项目”

（Accelerator programme），与阿尔托大学及一批创业公司携手合作，寻找可再生产品领域的

创新理念和项目。斯道拉恩索是首家获得Sulapac授权使用材料与技术的客户。

斯道拉恩索还与TRA集团达成了协议，TRA集团也加入了“加速器项目”，双方将携手提升建

筑行业的建设效率和数字化水平。

此外，第二个“加速器项目”也已经启动，将重点关注循环经济，特别是原材料管理、包装、

分拣和燃料等领域。

维美德向斯洛伐克Mondi SCP Ruzomberok纸厂

提供废纸浆处理及箱板纸生产线
维美德将向斯洛伐克Mondi SCP 

Ruzomberok纸厂提供废纸浆（OCC）处

理及包括复卷机在内的箱板纸生产线。

这条19号生产线预计2020年底投入运

行。

M o n d i  S C P项目主管H e r b e r t 

Hummer说：“在项目的概念开发阶段，维美德积极认真地推介其生产方案。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实

力和工艺概念非常信赖。除成熟技术外，让我们感到满意的还在于维美德连续不断的创新开发。

这可确保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包括维美德自动化方案在内的19号生产线，其设计目的是生产新型环保的白面牛皮箱板纸。

这种纸底层采用极具成本优势的废纸浆，面层则采用漂白原浆，可确保良好的强度、适印性及外

观性能。

备浆线供货包括阔叶木浆处理线、白水盘与损纸和流送系统各一套以及一条完整的废纸浆

（OCC）处理线。OptiRefiber废纸浆处理线由立式碎浆机，进料系统，高、低浓（HC、LC）除渣，

配筛分设备的粗、精筛系统，长、短纤维线圆盘浓缩机以及长纤维打散等系统组成 。

高产量箱板纸生产线的供货是一台从流浆箱到卷纸机，包括后续的OptiWin Drum双底辊

复卷机在内的OptiConcept M箱板纸机。复卷机配有Dual Unwind退纸系统，可使大纸卷更换

在1分钟之内完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供货还包括一套OptiAir高湿度汽罩及相关的空气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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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表面施胶淀粉制备和供料系统。

自动化系统包括配有纸病监测与断纸分析系统的Valmet IQ质量管理系统、Valmet DNA 

过程与纸机自动化控制系统、Valmet Retention Measurement(Valmet RM3)留着率测量及 

Valmet Wet End Analyzers(Valmet WEM)湿部分析系统。供货还包括具有强度优化功能的

Valmet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高级工艺控制以及Valmet Performance Center运行绩

效中心，该中心可应客户要求提供专家支持以解决与工艺或自动化有关的问题。

Canfor收购瑞典锯木公司Vida集团多数股份
Canfor公司已与Vida集团签署收购协

议，将以39.9亿瑞典克朗收购Vida70%的股

份，其余30%将继续保留，Vida集团管理团队

保持不变。

Vida是瑞典最大的民营锯木公司，拥有

9个锯木厂，主要加工云杉和松木产品，位于

瑞典北部地区，木材和纤维品质较高。此外，

Vida还拥有9个工厂，主要从事高级包装、模

块化住房、工业产品和能源行业。

收购Vida有利于Canfor公司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英国Mondi集团投资3000万美元在捷克Bupak

建设新瓦楞纸机
英国Mondi集团计划投资3000万美元在其位于捷克的Bupak瓦楞包装厂建设一台新的瓦楞

纸机，预计将于2020年正式投产。

Mondi瓦楞包装部首席运营官Armand Schoonbrood表示：“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我们也

一直在寻求数字化转型，目前包装纸的客户需求持续增长，捷克的需求也具有很大的潜力。”

据悉，新纸机投产后，有望使产能翻一番，包装纸板产能将超2亿立方米/年。

福伊特将扩建奥地利Laakirchen辊子工厂
福伊特宣布将扩建位于奥地利的Laakirchen辊子工厂，为了高效生产，生产基地计划扩建

3150平方米，并增加办公室和物流通道。

Laakirchen辊子工厂主要为全球市场供应纸机用的辊子，可以生产用于脱水、压榨和烘干

等各种功能的辊子。除了生产新辊子之外，还能提供辊子维护升级等服务。

生产辊子最长可达15米，重量120公吨，速度可达120km/h。此次扩建旨在提高工厂的辊子组

装效率、生产效率，巩固福伊特在辊子服务领域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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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为意大利Lucart集团提供备料系统
福伊特近日与Lucart集团达成协议，将为其Porcari纸厂供应BlueLine备料系统，帮助该

纸厂提高纤维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

福伊特Intensa碎浆技术采用浆流优化槽体和偏心式转子，可以节能降耗，使能耗降低四分

之一。该备料系统还可以配备ComMix和InduraHiClean节能部件，并能与Pluralis磨浆技术配

合使用，最大程度节约纤维原料。

亚赛利为新乡新亚纸业供应P100复卷机
亚赛利接到河南新乡新亚集团订单，将为其供应P100复卷机。早在2005年，亚赛利曾为新

乡新亚PM1纸机供应了AC842复卷机，适用于中高定量的纸张（180-400g/m2），设计车速2000m/

min，轧辊宽度3420mm。

为了提高产能、拓展业务，新乡新亚再次订购亚赛利复卷机。P100复卷机将于2019年第一季

度投产运行，届时新亚纸业将增加约20万吨的新产能，总产能将达100万吨。

安德里茨为泰国Berli Jucker Cellox供应卫生纸机
安德里茨获得泰国Berli Jucker Cellox公司订单，将为其泰国Prachinburi纸厂提供一

台PrimeLineCOMPACT VI卫生纸机，包括靴压、备料和自动化系统等。该纸机设计车速1800m/

min，幅宽2800mm，可适用于定量13-40g/m2的高质量卫生纸。

其中，PrimeDry钢制杨克缸和最新的PrimePress XT Evo靴压技术可以保证烘干效率和质

量，还能节约能源消耗，提高生产灵活性和产品质量。

备料系统具有两条备料线，可处理长纤维与短纤维纸浆，也可处理回收纤维。纸机还配有流

送系统和溶气气浮设备（FAD），用于纤维回收。此外，该纸机还能最大程度降低水耗。

北美木纤维价格相

比上年同期有所提

高
2018年第三季度，北美地区制

浆用木纤维价格相比二季度保持

平稳，但相比2017年同期，价格却

有所提高，尤其是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BC省）和美国西部地区

的价格增长尤为明显，木片价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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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了25%和23%。

美国南部

2018年第三季度，美国南部地区阔叶木片和制浆用原木价格相比第二季度增长了5%，其中东

南部价格涨幅较为平稳。造成木片价格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库存处于低位以及木材收割不足。

由于供应充足，针叶木片价格未有明显变化，中南以及东南部针叶锯木价格都处于低位。

美国西北部

2018年第三季度，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西部沿海地区花旗松和阔叶原木价格也呈增长态势，

尤其是花旗松价格甚至达到了2012年第一季度时才有的高价位。

不过针叶木片均价相比2017年第三季度下降明显，由于到达伐木期后，针叶原木库存充足，

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致使出口减少，针叶原木转而用于内销，2018年第三季度针叶木片均价同

比下降25%。 

美国五大湖地区

由于夏季气候干燥少雨，利于伐木和加工，木材供应充足，所以第三季度该地区阔叶和针叶

圆木价格走势基本平稳。

虽然针叶原木供过于求，但近两年价格仍保持稳定，阔叶原木价格有所下降。锯木厂木片库

存充足，针叶木片价格相比2018年第二季度略有下降。

美国东北部

针叶木价格连续三个季度走势平稳，阔叶木价格略有下降，东北地区浆厂第二季度阔叶木

存量有所减少，但从8月底起已逐渐恢复。

加拿大西部

第三季度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木片价格整体呈上涨态势，尤其是该省北部地区增长尤为明显，

价格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增长，甚至达到了1996年一季度的最高水平。

西部沿海地区木材供应相对短缺，浆厂多从美国西北省份进口木材。阿尔伯塔省的木片价格

自2017年第二季度起便一直呈上涨趋势，2018年第三季度木片价格略有增长。

加拿大东部

由于产量充足而需求不高，过去一年半，加拿大东部地区木材价格一直呈下滑趋势，安大略

和魁北克省东部针叶木片价格已跌至北美地区最低值。与针叶木价格暴跌相比，阔叶圆木价格

在2018年一直持平。与第二季度相比，

沿海省份的原木价格在2018年第三季

度没有明显变化，与2018年初的价格

水平接近。

10月份美国包装纸板

生产情况
据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A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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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2018年10月，美国包装纸板产量同比增长0.5%，环比下降1.5%；1-10月，总产量同比增长

1.8%；开工率为96.2%，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包装纸板出口量经过连续3个月增长后，10月份开始下滑，出口量环比下降13.3%。不过1-10

月累计出口量相比上年仍呈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

美国包装企业WestRock完成收购KapStone
美国包装企业WestRock近日宣布完成了对KapStone包装公司的收购，收购KapStone将给

WestRock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巩固在包装领域的市场地位。

Kapstone全部业务将划归WestRock的瓦楞纸业务部门，据预计，到2021财年，公司收购协

同增效将达2亿美元。此次收购加强了WestRock在美国西海岸的业务，拓宽了纸张和包装产品供

货种类。

PMP在美国建设新工厂
PMP在北美投资兴建新工厂，2018年11月8日举行了剪彩仪式。PMP美国公司成立于2001年，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近几年通过与北美许多知名纸企合作，公司发展加速，知名度逐渐提

高。一年前，公司决定投资100万美元扩建工厂，拓宽产品领域，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

北美是PMP的重点市场之一，建设新工厂也体现了PMP将要继续扩展北美业务、为制浆造纸

企业服务的决心。

Cascades优化升级Wagram纸厂生活用纸加工线
Cascades宣布投资5800万美元对Wagram

工厂的生活用纸加工线进行现代化改造升级，

并将安装新的生活用纸加工设备。Wagram工厂

主要加工PRO品牌手帕纸、厕纸和餐巾纸等，

加工的生活用纸主要来自于Rockingham纸

厂。

此次改造，将升级4条原有加工线，并安装

5条先进的新型加工线，将于2019年4月进行安

装调试，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正式投产。经过

升级改造，Wagram工厂生活用纸加工产能将由

530万箱/年增至1500万箱/年，还将降低加工

和运输成本，提高加工效率，使生产和加工更

便捷。该项目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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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备的智能化且节约能耗显著。

维达纸业湖北基地成立于1997年，位于湖北省

孝感市孝南经济开发区。公司一期项目总投资18亿，

目前已经拥有年产18万吨生活用纸原纸产能，加上即

将投产的二期项目的4台纸机，公司将再给集团增加

12万吨产能，湖北基地的生活用纸原纸产能将达到

30万吨。

东莞骏业年产2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生
产线投产运行

本刊讯 东莞骏业纸业年产2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

生产线在2018年11月16日成功开机。

东莞骏业纸业始建于1996年，产品主要是瓦楞原

纸和挂面箱板纸，目前年产量约35万吨。公司共有5台

纸机，但最新也是最大的一台是10年前，2008年投产

的江苏华东制造的4600/600纸机，产量约15万吨。

新投产的纸机主体设备由上海轻良提供，纸机

幅宽5400mm，设计车速750m/min，年产量约20万吨。

新纸机投产后，骏业纸业的包装纸板总产能将突破

50万吨。按照规划，骏业纸业还将拆除目前厂区内一

台3400m m的小纸机，在原车间再新上一台4200m m的

纸机。产品将由普瓦转产为高瓦。

保定满城红升纸业首台中高速卫生
纸机成功开机

本刊讯 2018年12月4日，河北省保定市满城红

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台中高速卫生纸机开机投

投资
建设

晨鸣纸业：年产30万吨化学木浆项目
在黄冈基地投产

本刊讯 据晨鸣纸业发布公告，公司总投资近300

亿的项目——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化学

木浆项目已于2018年11月13日投产。黄冈晨鸣的项目

从2007年签约至今，整整过去了11年，为适应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建设要求，该项目经过多次论证和方案

调整，终于在2018年底投产，实属不易！

据悉，该项目符合新兴产业要求，环保处理及清

洁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的投产能够进一步

提升公司木浆自给率，有效缓解木浆原料供求矛盾，

降低生产成本，拓宽产业链，增强公司产品市场综合

竞争力，增加公司效益，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

保障。

在本月初，晨鸣纸业还发布公告，为降低公司整

体负债水平，拟对所属的湛江晨鸣、黄冈晨鸣、寿光美

伦、江西晨鸣、晨鸣融资租赁等子公司引入第三方投

资者进行增资，增资总额预计30亿-100亿。增资后，

公司将通过子公司章程和增资协议约定，仍然拥有对

上述子公司的实质控制权。黄冈晨鸣现在投产，也有

助于公司寻找合适的投资者。

维达纸业湖北基地12万吨二期项目中
的PM1和PM2成功开机出纸

本刊讯 2018年11月19日，维达纸业湖北基地二

期项目P M1和P M2两台纸机成功开机出纸。据了解，

这是二期项目的前两台纸机，同时开建的后两台纸机

P M3和P M4也计划于下个月开机投产。该期项目的4台

纸机全部为意大利特斯克公司的领先型2.0型卫生纸

机，单机产能3万吨/年，同时配置了特斯克第二代大

直径钢制杨克缸、靴式压榨等最新技术，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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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据了解，纸机净纸幅宽3550m m，设计车速1300m/

min，设计年产能2万吨。

保定市满城红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9

年4月，公司位于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方上村。此次

该机台的成功投产运行，必将提升公司产品质量和市

场竞争力。

福建武平顺发纸业第一台卫生纸机进
入试生产

本刊讯 2018年11月16日，福建省武平县顺发纸

业有限公司第一台卫生纸机成功开机出纸，当天运行

车速达到520m/min。据了解，纸机净纸幅宽3500mm，

设计车速800m/min，设计年产能1.5万吨。

武平县顺发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公

司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岩前镇工业集中区。据

悉，顺发纸业是一次性订购两台相同型号、相同尺寸

的造纸机，项目于2018年3月初开建，此次开机的是公

司的1号机。

江西泰盛XcelLine新型智能卫生纸机
TM10成功开机

本刊讯 2018年11月29日，泰盛集团江西泰盛纸

业有限公司第四台高速生活用纸机T M10成功卷出第

一卷纸。据悉，此机台距离T M9开机投产仅仅相隔10

天。

江西泰盛Xc el Li n e卫生纸机T M10从上浆到上

卷，用时仅9分钟！从母辊上生产出来的第一卷卫生

纸即满足市场要求。福伊特卫生纸机开机团队和泰

盛团队一起用行动刷新了自己在一个月前刚刚创造

的T M8 15分钟开机记录。在这一个个新的记录背

后，突显出的是福伊特Xc el Li n e新型智能纸机的卓

越性能，为快速开机、迅速投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XcelLine卫生纸机的所有组件和模块彼此间完美对

接，确保了纸机在开机过程中的优异表现，并将在纸

机的整个产品周期内持续提供卓越表现。

金红叶、金华盛南通如东基地新项目
曝光，总投资153亿元

本刊讯 2018年11月7日，江苏环保公众网对金红

叶纸业（南通）有限公司A P P如东基地高档生活用纸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该项目建设内容为：金红叶纸业集团拟在如东洋

口开发区基地建设年产78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定量范围10.5-45克/米2，其中成品大卷原纸24万吨

/年，后加工设计产能为54万吨/年卫生纸成品，同时

年产湿纸巾4.734万吨。所有成品都可根据客户需求

定制生产。项目建设期为3年，总投资约956413万人民

币。与第一次公示的内容相比，项目减少了18亿片卫生

巾项目，总投资额减少了23亿元。

另外，该网站还对金华盛纸业（南通）有限公司

年产60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

第一次公示。显示金华盛纸业拟在如东洋口开发区基

地建设年产60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产品品种为未涂

布文化纸32万吨（定量范围100-300克/米2）、无碳复

写纸12万吨（定量范围45-80克/米2）、热敏纸16万吨

（定量范围40-100克/米2），所有成品都可根据客户

需求定制生产。项目建设期为2年，总投资约574635万

人民币。

两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了153亿，环评通过后，三

年内将全部建成。

2017年10月，金光集团与江苏南通、盐城重大项

目投资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金光集团将充分利用国

外的林浆资源优势来服务国内基本民生需求及工业

发展，项目将采用“‘工业4.0’+人工智能”的最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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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南通打造金光全球最大的生活用纸生产和

研发基地，在盐城打造全球最大的工业用纸、粘胶纤

维生产和研发基地。

河北名联新材料一期5万吨装饰原纸
项目投产运行

本刊讯 近日，河北名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

期项目于2018年9月初安装完毕，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试、试生产和设备整改，日前已正式投产运行。据了

解，机台净纸幅宽2640m m，设计车速700m/m i n，全

部采用商品木浆生产高档装饰原纸，设计年产能5万

吨。

河北名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河北省邢台市首

家生产高档装饰原纸的特种纸企业。公司总投资10.5

亿元，占地面积300亩，规划年产15万吨装饰材料。

全部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650个就业岗位，年利润约

3.75亿元。届时，河北名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成

为当地最大的特种纸生产企业之一。

广西南宁圣大纸业二期项目首台中高速
卫生纸机成功开机

本刊讯 2018年11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圣大纸业有限公司第一台高速卫生纸机开机投产。据

了解，纸机净纸幅宽2850m m，设计车速1200m/m i n。

该机台是圣大纸业公司二期2万吨生活用纸项目的第

一台纸机，二期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于2017年6月

开建，新上两台相同型号的高速生活用纸机和两台

1000m/min的PF-EB全自动高速盘纸分切机。

南宁市圣大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厂

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横县六景工业园区。公司

一期年产3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16台圆网卫生纸

机）于2009年5月开建，2013年5月全部通过验收并正

式投产。

山鹰国际考察黑龙江绥芬河，拟投资
建设新项目

本刊讯 2018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

常委、绥芬河市委书记王兴柱会见山鹰国际控股股

份公司东北区域项目总监菅若麟一行。双方围绕企

业在绥芬河开展原料供应和投资建厂等事宜进行了

交流。

王兴柱对菅若麟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山

鹰国际是国内外知名的跨国企业，已经形成了从废纸

收购、原纸生产，到纸板纸箱制造与印刷的完整产业

链。企业对原料的需求契合绥芬河的特色优势，具有

极强的合作互补性。在木业产业发展方面，绥芬河

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人脉优势。希望山鹰国际在

绥芬河开展深入调研，考察投资建厂事宜。市委市

政府将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欢迎企业落户绥芬河，

投资建设贸工一体化项目，实现合作共赢。

菅若麟介绍了山鹰国际的战略布局、企业运行

和项目建设等情况。他说，造纸业发展的关键是原

料，绥芬河木业产业发展很快，在原料供应方面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下一步山鹰国际将深入到

绥芬河的木业园区，深入考察境内外原料供应情况，

为进一步的投资与合作奠定基础。

维美德在进博会期间迎来山鹰华中
三期工程纸机设备采购意向

本刊讯（李芳 报道) 2018年11月6日，在中

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上，山鹰华中纸业和维美德

就山鹰华中三期工程签订了造纸设备的采购意向书。

该意向书的采购内容为一条中高定量高强瓦楞原纸

生产线和一条中高定量高强箱板纸生产线，两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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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晟环保年产3亿平方米的包装材料
项目启动，实现造纸包装一体化

本刊讯 2018年11月17日，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

份公司（下称荣晟环保）隆重举行新型智能包装材料

项目启动仪式暨20周年庆典活动。这预示着，又一家

大型纸厂将要整合产业链，实现造纸、包装产业一体

化。

根据荣晟环保在2018年5月23日公示的《荣晟环

保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荣晟环保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41000万元，用以投资年产3亿平

方米新型智能包装材料项目和绿色节能升级改造项

目。

香港开设首间纸包盒回收再造厂，
预计2019年投产

本刊讯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现在香港仍

未推行纸包饮品盒生产者责任制，有回收商早前申

请回收基金，获批300多万(港币，下同)，并自己出资

600万至700万，租用香港科学园在朗工业邨一个厂

房3年，投资开设了香港首间纸包盒回收再造厂，预计

2019年中投产，每日最多可处理10吨纸包盒。

据报道，纸包盒将打碎为湿纸浆出口至内地，可

再造成擦手纸及餐纸巾供应香港。厂方指出，最大挑

战是在小区建立纸包盒回收渠道，期望2年后垃圾征

费，加上特区政府尽快落实纸包盒生产者责任制，以

增加纸包盒回收量。

执行董事叶文琪表示，正设计一条生产线，2019

年2月初采购机器，可望2019年5至6月投产。

他说，厂房设计产能为每8小时可处理10吨纸包

饮品盒，但预计头2年只做到每8小时2吨，到第3年可

达5吨。

叶文琪指出，主力回收纸包是Tetra Pak“利乐

包”，即由纸、铝、塑料组成的纸包盒；另一款是纸纤

维较长、品质较高的牛奶盒。纸包盒会用搅拌机打碎

及沉淀，分开纸浆及铝塑，可造成湿纸浆出口内地，

产线都是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模块化生产线，网

宽为7800m m，车速1200m/min。这两条生产线的合计

产能为每年100万吨。

本次意向设备采购是山鹰华中基地建设和发展

的另一重要规划，是继第一期和第二期建设中双方密

切合作的延续。在第一期、第二期项目建设中，维美

德正在向该基地供货两条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

模块化纸板生产线和三台复卷机以及两套废弃物燃

料锅炉。

与一般生产线相比，维美德OptiConcept M优化

概念模块化生产线可大幅降低生产能耗及工厂的碳

排放。另外，维美德纸厂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可保证

高的生产效率和高的蒸汽参数，可大幅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同时，设备维护和停机需求都很低，相信会为

山鹰华中纸业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未来发展。

浙江新胜大将投资12亿令吉
在马来西亚建设涂布白纸板新项目

本刊讯 根据森那美产业官网最新发布的新闻

稿，浙江新胜大将投资达12亿马来西亚令吉（约2.87

亿美元），计划投资建设涂布白板纸工厂。该地块位

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居林县（Kulim）巴东美哈（Padang 

Meha），总占地面积300英亩，约1800余亩。

新胜大计划一期筹建三条涂布白板纸生产线，合

计年产能70万吨。该公司表示，产品将成为中国国内

同档次涂布白板纸的良好货源补充。此外，除了满足

马来西亚当地市场需求，公司还将积极拓展东南亚各

国市场，向越南、泰国、印尼、孟加拉和缅甸等国提供

货源。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新胜大集团总裁李胜峰表

示，若相关事项进展顺利，新工厂预计将于2020年投

产。项目投产后，集团的年产值将达18亿令吉，产品出

口可为地方创汇15亿令吉，同时将带来超过1300余个

就业机会。

森那美产业是马来西亚土地储备最大的地产开

发商，目前可开发土地面积达20572英亩，约124877

亩。该公司表示，此次售出地块是工业用地，目前种植

有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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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全面提升高级管理人员的大局观、综合管理

能力和责任意识，更加科学有效的协调、组织、推动

各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企业快速健康可持续

发展。

银鸽投资着力技术创新，
获政府与市场双重肯定

本刊讯（梁喜英 报道) 近日，银鸽投资凭“功

能型面巾纸”和“玻璃衬纸”两大技术创新项目，获

得政府“科技创新券”奖励。

“科技创新券”是当地政府为鼓励和支持企事业

单位及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科技服务，推动

产学研用合作而设计的一种“有价证券”，主要用于

支持企业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开

展的科研活动，以及与高校、科研院所和检验检测机

构所发生的费用。该奖励金额为130万。

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

一。银鸽投资作为50年深耕造纸行业的传统企业，也

把技术创新视作改善主业、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经之

路。2017年初始，银鸽投资便着力进行技术创新，改

造现有生产线和引进新的生产线。

2018年下半年，多条基于传统技术改造建成的

新生产线正式投产，其中包括特种纸领域的玻璃间隔

纸生产线。由于该种纸张主要应用于半导体等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产品中，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受

到投资者的认可和追捧。

此外，银鸽投资还开发了若干新的生活纸品类，

包括竹浆本色纸、吸管原纸、超柔型纸巾纸等，在

2018年下半年举行的新品推介会上广受好评。2018年

7月，银鸽投资旗下生活纸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成为“深圳航空纸制品首选供应商”。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入选
山东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单位

本刊讯（杨晓雷 报道) 在山东省经信委、山东

省旅发委、山东省文物局联合公布的20家山东省首批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中，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

晨鸣集团举行总裁轮值交接仪式，
李伟先当选新一轮轮值总裁

本刊讯（徐振乾 报道) 近日，晨鸣集团在总部

办公大楼举行总裁轮值交接仪式。经陈洪国董事长

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聘任

集团副总裁李伟先为新一轮轮值总裁。晨鸣集团班子

成员、子公司负责人、集团部室负责人参加了交接仪

式。

交接仪式上，陈洪国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近年来

公司实行了管理岗位轮值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管理取得了很大进步。他讲到，耿光林同志轮值

期间，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作风扎实，关键时刻

冲锋在前，为公司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对他本

人的历练也非常大，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这对他

今后的工作帮助很大。李伟先同志在担任集团营销总

监期间，坚决执行集团决策部署，表现出色，经营工

作取得新突破；近期主抓财务金融板块，工作开展有

激情，执行落实有成效，公司认为当前由他担任轮值

总裁是合适的。他们两人有着思想觉悟高、作风过硬、

素质全面的相同优点，能够担任轮值总裁本身就是对

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和肯定。

总裁轮值是晨鸣创新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这

而铝塑比例较少，会分开出口至台湾等地做成建材。

另计划向工商业回收纸杯纸碟等。

管理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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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日照市唯一入选单位，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的浆

纸企业。

据了解，为将山东省工业旅游培育成旅游业发展

的新领域，推动重点城市、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工业旅

游优先发展、加快发展，打造若干在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工业旅游城市、线路和品牌，按照资源吸引力

强、市场认可度高、接待服务良好和运行安全有序的

评选原则，经省级遴选和专家认定，山东省命名了20

家单位为山东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亚太森博为更好地让业外人士了解制浆造纸工

艺，了解浆纸行业的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自2010年初开始筹划建设工业旅游项目，项目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科技创新，召集国内外专家共

同参与，聘请设计制作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清明上

河图》的设计团队打造多媒体展厅。该基地展厅采

用三维动画技术，直观地将育苗、造林、削片、木片运

输、制浆、造纸、纸产品应用等环节和生产过程中的

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企业发展和社会责

任等情况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亚太森博坚持开放参观，成为学生了解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之造纸术和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清洁生产

的实践基地，每年接待数百批、上万人次社会各界参

观。该项目已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工业旅游项目。

太阳纸业多个品牌中标中信出版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2018年11月13日，太阳

纸业文化用纸销售部再传捷报，中信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布了“2018-2019年度图书印装材料采购

项目”中标公告，太阳纸业旗下：金太阳美术纯质纸、

金太阳书纸（玉白）、金太阳胶版纸、华夏太阳胶版

纸、华夏太阳轻型纸1.8米白、华夏太阳铜版纸成功中

标。

其中，金太阳美术纯质纸、金太阳书纸（玉白）为

中标标段（标段一）第一和第二产品；金太阳胶版纸

为中标标段（标段二）第一产品；华夏太阳铜版纸为

中标标段（标段五）第一产品。

作为在图书市场影响力较大的出版单位，中信对

于纸张品质要求高于行标，其用纸标准代表行业用纸

趋势。

华泰股份喜获学习出版社
“2018重大选题图书工作突出贡献奖”

本刊讯（任爱丽 报道) 日前，按照中宣部批示

精神，学习出版社主办的2018年重大选题图书出版工

作总结表彰会在湖南岳阳召开，会议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下简称《三十

讲》）出版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企业和个人予以表

彰，华泰股份荣获“2018重大选题图书工作突出贡献

奖”，东营华泰10号机抄纸工段荣获“优秀团队”称

号，销售公司田治晓同志荣获“优秀个人”称号。

华泰集团10号机研发生产的本白高档双胶纸获

认可被指定成为《三十讲》专用纸。2018年4月份接

到订单时，正值公司生产销售旺季，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为保障书籍按时发行，在当时生产任务已经排满

的情况下，公司上下高度重视，把《三十讲》专用纸生

产任务当成服务国家事业的责任，销售、生产、技术、

物流等各部门全力配合，保质保量完成了供纸任务。

在保障供纸过程中，10号机在稳定成纸指标基

础上，通过优化施胶和成型控制，纸张表面强度和抗

张强度提高了20%，纸张不透明度由85%提高到89%，

并优化纸机脱水比例，对纵横比和粗糙度进行重点

控制，在本次生产任务中创造了206小时不断纸的新

纪录，良好的产品质量为《三十讲》顺利出版发行奠

定基础。

会议

活动

19位院士齐聚华园，
第271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举办

本刊讯（华南理工大学 消息) 以“轻工领域生

物质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为主题，2018年12月2日，

中国工程院第271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在华南理工大

学举办。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高松，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陈左宁，广东省科协主席陈勇，第271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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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围绕我国轻工传统行

业受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亟待转型升级的实际状况提

出来的。论坛的报告专家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都有

着卓越的学术成就。希望大家在交流中进行学术碰

撞，产生创新思维，通过多学科交叉，达到思想创新

融合。

生物质资源是造纸、食品、皮革、发酵、日化等重

点行业的主要原材料来源，生物质资源的高值化利用

技术已成为行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共性关

键技术。本场论坛聚集轻工领域最负盛名的专家学

者，从产业需求、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交流各

相关行业生物质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的最新研究成

果和发展态势，探索各行业间技术的协同发展和增效

作用，以实现轻工领域的科学发展及相关行业的整体

提升。

来自轻工、食品领域的专家紧密围绕生物质资源

高值化利用技术、生物质基新材料合成技术、制浆造

纸新技术、食品加工的新技术和新导向等方面作了学

术报告，对新技术与新工艺在轻工各领域中的研究与

应用进行了深层次探讨。其中，陈克复作了关于农林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报告。

陈左宁、陈勇对本次论坛的主题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论坛必将从产业融合集成的高度来推动轻工领

域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为轻工领域的科学发展贡献

智慧。同时，对于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意义

重大。

国工程科技论坛大会主席陈克复等19名院士以及来自

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的700余位专家

与师生参会。学校副校长邱学青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高松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史与学科建

设成就。他表示，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技术与工程

学科作为学校传统优势学科，在多次学科评估中名列

前茅，在学校“双一流”建设格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希望通过专家们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带来深刻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促进轻工领域的科学

发展与相关行业的整体提升。同时，以此次论坛为契

机，进一步促进华南理工大学与各兄弟高校、科研院

所之间的科研合作交流，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

设，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陈克复表示，本场论坛研讨主题的确立，是围绕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度重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将农林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和利用技术列为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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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废纸除胶(黏)剂,能消除废纸中的各种胶黏物,除胶效果中、外资企业公认,使用方法说明查看www.slkvzz.com

系列产品:

(1)高浓碎浆机用除胶剂,提高纸浆白度，消除油墨点，每吨纸4～6kg,单价18.0元/kg。

(2)抄纸前填加的除胶剂,箱纸板、瓦楞原纸,吨纸用量1.0kg,单价25.0元/kg。

(3)卫生纸用量0.6～0.8kg,涂布白纸板面浆用量0.6kg,文化印刷纸用量0.4kg,新闻纸用量0.3kg,单价35.0元/kg。

(4)不脱墨、不洗浆、生产仿近视纸、冥币纸的除胶剂、抄纸前添加、单价28.0元/kg。

陕西商洛市华阳造纸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江南小区广场西兰居一号楼M4（726000） 联系电话：0914-2320526，13991463587

废纸除胶(黏)剂各种废纸再造纸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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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华 纸 业 杂志社 主办、四川环龙 技

术织物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环龙杯”第四届中

国造 纸工业 摄 影大奖赛暨首届纸 业手机 微 摄 影

大赛圆满 结束。2 0 1 8 年1 1月1 3日，在浙 江宁波

“2 0 18中国造纸周”期间举行了颁奖仪式，对优

秀作品和最佳组织单位进行表彰。

本届摄影大赛自2 0 1 8 年 5月3 0日启动以来，

受到业内人士广泛关注、赢得较高赞誉。先后有

3 0 余家造纸、造纸 装 备及其他 造纸 相关企业的

近百名作者提交参赛作品，共收到参赛图片4 7 6

张，相关新闻阅读量超10万人次；网评阶段首次

设 置了周赛和月赛投票 环 节，共进行了9次网评

周赛和 3 次网评月赛，共 有5 6 0 9 6人次参加了网

络投票活动。

以“厉害了，我的纸业”为主题的本届摄影赛

参赛作品主题明确、积极向上、行业特色鲜明，

通 过不同的 视角生动 地 展现了造 纸行业 新 时代

新发展新成就，展现了造纸工业在经济建设、社

会进步、人类发展等各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展

现当代 纸 业 人 的 精神风 貌、艺 术 意 识 和 文化内

涵。专家评 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既从 摄 影

的艺术角度出发，注重作品纪实性，又考虑造纸

行业的专业性，同时又兼顾获奖面的普遍性，对

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评审，最终共评选出

金奖作品5幅，银奖1 0 幅，铜奖1 5幅以及优秀奖

4 5幅；太阳纸 业、江河纸 业、金桂浆 纸、银鸽集

团、广州造纸、华泰集团获得了本次比赛的最佳

组织奖。

 本刊采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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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018中国造纸周期间还举办了本届摄影大

奖赛优秀作品展，吸引了参加造纸周活动的诸多

行业领导及大量现场观众驻足观展和拍照分享，

为本届活 动带 来了又一 轮 的 高度关注和 好评热

潮，成为造纸周期间又一亮点!

为了记录中国纸 业的发展，努力保存 行业 发

展的珍 贵影像资 料，中华纸 业等相关方从 2 0 0 7

年开始 组织“中国造 纸工业 摄 影大奖赛”,至 此

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展现了造纸工业发生的翻天

“环龙杯”第四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

获奖名单

特等奖  

空缺

金  奖(5幅) 

绿色循环（吴新房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书香（乔小桥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检阅（王鹏轩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透口气（郭胜利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传承劳模精神（郭建平、芝馨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银  奖(10幅)  

华泰厌氧生化处理系统（门光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生态造纸林（林明春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专注（吴新房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画荷（杨红 沈阳市桃仙机场气象中心）

与“红色经典书籍”结缘（冯冰辉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陪妈读书（谢晓辉） 

黑白世界(李兴军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消防演练(梁喜英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风雨兼程六十年(吴广福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宣纸原料制作(黄飞松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铜  奖(15幅,名单略) 

优秀奖(45幅,名单略) 

最佳组织奖

金奖：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奖：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铜奖：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详细获奖名单请见微信公众号“中华纸业传媒”

覆 地 的变化 以及现代 纸 业 人的精神风 貌，对 记

录行业的发展、推动行业企业的文化建设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意义重大。

在本届纸业摄影大赛—“厉害了，我的纸业”

圆满落幕之际，环龙技术织物与中华纸业双方决

定长期合作举办“环龙杯”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

奖赛，中华纸业杂志社王泽风社长和环龙技术织

物周骏董事长完成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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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绿色循环（吴新房 山东太阳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污水处理是造纸行业很重要的

环保课题。作品以航拍形式，较恰当地采用

了超广角镜头，使得画面主体突出，形式感

较强，将企业的绿色展现出来。

“环龙杯”第四届中国造纸工业摄影大奖赛

优秀作品选登（一）

金奖│书香(乔小桥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

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小朋友的姿势神情与书籍结合

的很好，充分突出升华了主题。

金奖

金奖│检阅（王鹏轩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专家点评：作者巧妙的利用环境中的机器设

备进行了遮挡，主体突出，画面简洁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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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传承劳模精神（郭建平、芝馨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用组图的方式记录

了几十年间劳模们的精神面貌，这种

纪实性正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金奖│透口气（郭胜利 河南江河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点评：该作品对人物神态的刻

画比较好，明确表达了“高温”的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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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纸业》从创刊至今已走过了39个春秋，由一本技术刊，发展为集技术进步、企

业管理、行业发展的综合刊，刊期也由季刊发展为半月刊，这长足的进步离不开广大读者、

作者的大力支持，是您给予了我们积极的鞭策和鼓舞，在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之际，感谢您

对本刊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并衷心地恭祝您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中华纸业》一直为老读者提供着发行服务，为了了解目前的发行质量，进一步做好

发行工作，请您协助我们完成对2018年的发行状况进行调研，为今后我们能完善发行管理

体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供帮助及意见。

《中华纸业》采用邮局和快递两种，正常情况下的发行方式通常是通过邮局或快递公

司在每月15日杂志发行后一周内全国寄送。邮局分普通印刷品和挂号两种方式邮寄。希望

您能抽出时间，完成以下几个问题，并回至270304364@qq.com或致电0531-88522949。

单位                                              姓名                 

1、收件人地址是否改变，A无     B 是，新地址                            

2、您是否每期正常收到《中华纸业》

A是     B 否

4、每月收到杂志的大体时间：

       A每月20日之前            B每月20至25日之间

C每月25至30日之间       D每月30日之后

5、您收到时的包装情况：

 A完好     B轻微破损

4您是否需要电子版？

A是的，电子版有利于环保      B不需要，传统形式的期刊有利于阅读  

C两者都需要

6、您对《中华纸业》发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如有疑问，敬请致电0531-88522949发行部工作人员赵琬青，

或发邮件至270304364@qq.com。 

中华纸业杂志社

致  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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