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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nual Report 2019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China 

Paper Association, in 2019,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700 paper and 

paperboard manufacturers in China. 

Total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is 107.65 million tons, up by 3.16% 

compared with 2018; paper and 

paperboard consumption is 107.04 

million tons, up by 2.54%; per capita 

consumption is 75 kg (population: 1.4 

billion). From 2010 to 2019,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grows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1.68%, 

while consumption grows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1.73%.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524 paper manufacturers are included in the survey.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19, their main business income is 765 billion yuan; industrial added 

value increases by 4.80%; finished goods inventory is 30.3 billion yuan, down by 18.88%; profit 

totals 35.9 billion, down by 21.06%; total assets register $104.89 billion, up by 1.78%;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is 59.59% and liabilities value totals 625 billion yuan, up by 2.16% year-on-year. There 

are 560 paper manufacturers in the red, contributing 22.19% of all.

According to China Paper Association, in 2019, total pulp output amounts to 72.07 million tons, up 

slightly by 0.08% compared with 2018, in which wood pulp output is 12.68 million tons (+10.55%), 

recycled pulp is 53.51 million tons (-1.71%), and non-wood pulp is 5.88 million tons (-3.61%). 

In 2019, facing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has overcome many adverse factors, such as ri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declining 

operating income and profit,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i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etc. Finally, overall industry chain maintains basically stable through innovation, 

diversifying fiber materials, reducing operating costs,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market supply.

英文
摘要 Summary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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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aper industry operation in 2019 and the 
prospect in 2020 in Jiangsu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Jiangsu Paper Industry Association, in 2019, mechanism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totals 14.73 million tons, up by 11.5% compared with 13.21 million tons in 2018.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registers 68.4 billion yuan, down by 0.9% compared with 69 billion yuan in 2018; sales revenue is 68.7 
billion yuan , down by 0.9% from $69.3 billion last year; 2.5 billion taxes are paid, down by 7.4% from 2.7 billion last 
year; profit reaches 6.25 billion yuan, up by 7.8% from 5.8 billion yuan in 2018.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paper companies and upstream industries (such as pulp and recycled fiber industry) as well 
as downstream industries (such as packaging industry) will benefi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P32 Summary of Henan paper industry in 2019 and prospects in 2020
In 2019, there are about 100 mechanism paper and paperboard manufacturers in Henan province, with a total output of 
3.868 million tons(-0.1%). Main business revenue totals 69.85 billion yuan (including paper products), sown by 8.4% 
year-on-year; total profit is 2.356 billion yuan, down greatly by 53.6% year-on-year.
Production capacity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300,000 tons by the end of 2020; actual production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will be about 3.9 million tons in 2020, remaining almost the same as in 2019.

P46-67 Special:>>>

Tissue Marke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global tissue paper market has 
shown a steady growth momentum in bot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2019, global tissue paper consumption 
approached nearly 40 million tons and surpassed newsprint 
volume, which would have been almost unbelievable two 
decades before. 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how long will the growth momentum continue? What 
forces are driving the industry's continued growth? Are there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about tissue market after COVID-19? 
With these questions in mind, we organizes this special issue 
on global tissue market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CPPI succes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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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

确保到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本刊综合报道 6月2日，生态环境部举行5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刘友宾通报了生态环境部持

续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进展，指出生

态环境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坚定不移抓好

禁止洋垃圾进口这一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举措，坚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确保到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固

体废物零进口，圆满完成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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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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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推进改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今年是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

制度改革的收官之年。生态环境部会同部际协调小组

各成员单位制定了2020年工作计划，大幅削减固体废

物进口量，保持打击洋垃圾走私高压态势。新修订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

幅提高固体废物违法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等行为的

罚款额度。截至2020年4月30日，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

量为249万吨，同比减少47.3%。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

坚定不移抓好禁止洋垃圾进口这一生态文明建设标志

性举措，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扎实推进各项改

革任务，确保到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圆满完成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

焦点关 注 Focus

山东省环境厅：

组织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现场核查

 本刊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消息） 按照《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国环规土壤〔2017〕6号）要求，5月23日至26日，山

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省固废和危化品污防中心对莱州

鲁通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汇

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龙

口市福利车辆配件厂5家进口固废加工利用企业进行

现场核查。

核查组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等方式，重点核

查企业的加工利用场所、加工利用设备、污染防治设

施和措施、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

求。经核查，5家企业基本符合进口固废相关规定。

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希望增加废纸进口批准量”诉

求，核查组现场作了详细答复，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

要求，2020年年底前我国将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企业应及早开展相关替代技术和原料的研究应

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6月16日发布的《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明确指出：“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全面禁止洋垃圾

入境，严厉打击走私，大幅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

量，力争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按

照逐年压减固体废物进口数量的原则，山东省进口固废

批准数量逐年下降。2017年进口固废批准数量为324.58

万吨，2018年进口固废批准数量为147.95万吨，同比减少

54.42%；2019年进口固废批准数量为113.76万吨，同比减

少23.11%；2020年将继续压减固体废物进口数量，到年

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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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堵“洋垃圾”，广东、浙江两地退运两批进口废纸

本刊综合报道 自《进口可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规定实行以来，各地

海关对废纸进口严格管控。近期，广东、浙江两地又有

两批废纸因含杂率超过0.5%而被退运。

广东退运104吨进口废纸

近期，广东江门海关坚决禁止洋垃圾入境，开展

“蓝天2020”专项行动，完善查扣洋垃圾退运处置机

制，严格拒止不符合环控标准的固体废物进境。5月27

日，在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监管下，104.12吨固体废

物被退运出境。

据悉，海关关员根据风险布控指令，对一批进口

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可脱墨废旧报纸进行查验时发

现，货物中混含有塑料包装盒、食品包装盒等夹杂物，

经称重测算其夹杂物含量为0.53%，超出0.5%的限值。

对此，海关依法对该批废纸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

书，作退运处理。

浙江退运204吨进口废纸

同样是5月份，浙江嘉兴海关也于近期退运了一

批环保项目不合格进口废纸，共计20标箱，达204.3

吨。这是嘉兴海关部门严厉打击“洋垃圾”取得的又

一战果。

据了解，该批废纸是嘉兴某企业自美国申报进口

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旧瓦楞纸箱”，经杭州海

关集中审像中心及嘉兴海关查验，发现其一般夹杂物

含量达2.06%，已超过0.5%的限值，属环保项目检验

不合格。

焦点 关 注Focus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家用纸制品首次全部排除

本刊讯（钟华 报道） 5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0年第22号公告，公布了2020年

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该计划是市场监管总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综合分析研判产品质量安全

形势，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后，制定并发布。

抽查计划共包括131种产品。其中，日用及纺织品15种、电子电器产品30种、轻工产品16种、建

筑和装饰装修材料19种、农业生产资料2种、机械及安防产品20种、电工及材料产品7种、食品相关

产品22种。

其中，与纸相关的抽查产品包括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食品接触用纸容器、纸杯。

在计划中，家用纸制品首次被排除在名单之外。过去多年里，家用纸制品一直是国家质检抽查

的重点，种类包括纸尿裤（片、垫）、卫生巾（含卫生护垫）、纸巾纸、湿巾、卫生纸等。在2019年，抽

查的范围已经减少到3种：纸尿裤（片、垫）、纸巾纸、卫生纸。今年，则首次全部取消。

文件中表示，2020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坚持民生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生产与流通、线上

与线下监管，突出抽查百姓关心关注及质量安全水平下滑的产品，重点检测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指标。家用纸制品被排除，或许与近几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较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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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年内督促28家造纸企业转型升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在行动。广东省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坚持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五一”期间在全市全面推进环保专业基地、造纸行业、零散工业废水行业、

金属表面行业、污染企业等五大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提升企业污染防治水平。

开展环保专业基地整治，压实全市7个环保专业基地所在镇街属地责任，推动各镇街分别组建基

地综合管理机构。按照“一园一策”工作要求开展专项整治，年内完成各环保专业基地整治任务，提升

基地规范化管理水平。目前，虎门、长安、沙田、中堂等四个基地已暂停审批基地内所有新建、扩建产生

污染的项目环评文件。

开展造纸行业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核实整改-销号处理”的闭环

管理程序，“一企一策”推动造纸行业整治工作。优化产业结构，整合提升落后生产线，淘汰不合规造

纸企业，今年完成28家造纸企业综合整治，以生态环境标准倒逼造纸行业转型升级，推动造纸行业健

康规范和可持续发展。

上期所招募纸浆等5个品种期货做市商 引发业界热议

据《期货日报》报道 5月19日，上期所就螺纹钢、热轧卷板、石油沥青、天然橡胶和纸浆期货招

募做市商。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为改善合约连续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上期所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期

能源近年来先后推出了镍、原油、黄金、白银、燃料油、20号胶、锡和不锈钢等8个品种的期货做市业

务，各品种做市合约流动性明显提升，活跃合约数量显著增加，投资者参与积极。加上本次新招募

做市的5个期货品种，上期所及上期能源将累计在13个品种上引入期货做市交易。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期货做市交易是完善交易机制，做精、做细、做强现有期货品种，

促进期货功能发挥的一项重要举措。近两年的探索实践证明，期货做市交易在活跃合约、改善合

约连续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市成效也得到了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产业客户的普遍认可。此次新推

出5个期货品种做市交易，是上期所落实上级监管部门“彻底解决主要合约不连续问题”的指示精

神，顺应市场呼声、推广有效做市经验的具体举措。

中基石化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纸浆作为一个产业链相对独立的品种，其供应端和消费端

都偏刚性，上期所在纸浆期货上引入做市交易，有利于改善合约连续性，为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

管理风险创造便利条件。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上期所将在前期经验基础上，继续推广有益经验，发挥期货做

市交易在品种结构优化和合约活跃上的积极作用。同时，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做市交易机制，不断提

升做市质量。

焦点关 注 Focus 焦点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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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暨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

济南举行

本刊讯（耿静 报道) 5月29日，“造纸废水处理

技术研讨会暨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山东环

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隆重召开。会议由山东环

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晓玲主持，山东省造

纸工业研究设计院、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中华纸业

杂志社、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领导与专家参加会议。

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山东省造纸行

业协会会长、中华纸业杂志社社长王泽风高级工程师

致辞，并对环发科技多年来的发展表示肯定。

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孔凡功先生致辞，同

时对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

实验室与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产学研

合作基地及由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等单位参与的2019年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项目——“六高”废水高效脱色脱盐处理集成技术装

备与示范应用项目进展等进行了说明，并对环发科技

的技术及工作给予了肯定。

接着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

总工寇清芬对环发科技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结合“六

高”废水项目重点介绍了环发科技的先进技术；总经

理助理张风兆结合某纸厂对制浆造纸废水处理脱硫

脱盐项目中试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该项目自投入运

行以来，去除效率稳定高效，所有运行数据均优于设

计要求。

在后面的专家审议阶段，专家们对环发科技中试

项目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环发科技未来发展

济南
山东环发科技

提出了宝贵意见。

同日，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举行产学研合

作基地揭牌仪式。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

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孔凡功教授、山东环发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吉成先生共同为山东环发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山东省造纸

工业研究设计院院长王泽风先生、山东省造纸行业协

会秘书长赵振东先生、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张洪成先

生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此次合作是继与齐鲁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校企合作后的又一次深入合作，山东环发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吉成先生表示，公司高度重视校

企产学研合作，这是加快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不断探索环境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并衷心希望

为校企合作做出贡献。

山东环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程师张风

兆详细介绍了国废原料生产食品包装用纸废水处理

封闭循环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系统地介绍了此案例采

用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多项先进技术的优势及

一体化厌氧技术在技术难点突破中的重要作用。该项

目由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建，自2019年进入

调试运行至今，各项处理指标远优于设计指标，满足

了食品包装纸箱用纸生产的用水要求，保证了生产稳

定运行，真正实现造纸污水封闭循环。

废纸制浆造纸用水封闭循环水处理技术彻底解

决了企业废水排放量大、污染负荷高的难题，实现了

无废水排放，社会及经济效益显著，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纸浆造纸废水清洁生产、资源化综合利用。山东环

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封闭循环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

优越性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现场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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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湖北造纸行业复工复产及

高质量发展

本刊讯（宋雯琪 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

来，全国造纸行业都很关注湖北纸业的发展，为了进

一步了解湖北纸业应对疫情危机的举措、复工复产情

况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计划，湖北省造纸协会、湖

北省造纸学会、湖北省经信厅、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

院、中华纸业杂志社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了复工复产

及高质量发展走访调研活动。

本次走访调研活动历时四天（6月2日-5日），考察

了武汉、孝感、宜昌、荆州、仙桃、黄冈等造纸行业主

要聚集地，参与的主要人员有：湖北省造纸协会会长

程俊、湖北省造纸协会秘书长顿志强、湖北省经信厅

轻纺处副处长陈萍、中华纸业杂志社总编张洪成、中

华纸业杂志社记者宋雯琪等。

此次专题活动主要走访的企业依次为：金凤凰纸

业（孝感）有限公司、湖北金庄科技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湖北宜昌翔陵纸制品有限公司、湖北宝塔沛博循

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某大型纸企、山鹰华中纸业有

限公司、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黄冈晨鸣浆纸有限

公司、湖北嘉韵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造纸企业大多于3月中下旬复工复产，走

访中近距离倾听了造纸企业的心声，了解了复工之后

行业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例如原材料紧张、生产

成本上涨、物流困难、部分外地客户流失等。但与此

同时，造纸企业也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在社

保、电力、税收等方面获得了诸多优惠，企业自身也采

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

保生产、保就业，希望能够平稳渡过困难时期，实现

高质量发展。

湖北
湖北造纸协会、中华纸业杂志社

走访调研金凤凰纸业（孝感）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湖北金庄科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现场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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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调研湖北宜昌翔陵纸制品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湖北嘉韵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湖北宝塔沛博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走访调研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

本调研专题的详细内容，将刊登于近期出版的《中华纸业》杂志，敬请期待。

现场 关 注Focus

13
Jun ., 2020  Vol.41, No.1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4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减价增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4月份，整个纸

浆市场交投氛围较为清淡，由于下游纸张市场需求低

迷，对原材料纸浆采购意向减弱，故浆市成交量有所

下降，而浆价受进口木浆外盘价格报涨影响，整体呈

小幅上涨趋势。据统计，4月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

格总指数环比增长1.09%至91.43点，物量总指数环比

下滑2.68%至76.97点。其中，漂针木浆、漂阔木浆和本

色浆市场成交均量减价增。

具体来看，4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52%至93.55点，物量指数环比下滑3.48%至79.41

点。本月，漂针木浆现货市场交投气氛平淡，月内针

叶浆现货价格涨跌互现，部分品牌货源较为紧张，报

价大幅上扬，带动针叶浆现货市场成交均价上涨，月

底，漂针木浆主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450

元/吨。外盘方面，4月份智利Arauco银星合同面价上

涨10美元/吨至600美元/吨；俄罗斯llim针叶浆海运

面价提涨20美元/吨至620美元/吨，陆运580美元/

吨。4月份，针叶浆现货市场成交量有所减少，下游纸

张市场需求并无好转迹象，采购热情不高，浆市成交

有限，短期内针叶浆现货市场行情或将维持弱势震荡

格局。

50.8%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

51.6%，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PMI分别

为48.8%和50.8%，比上月回落1.4和0.2个百分点。统计

局表示，5月份，进出口指数仍处于低位。当前全球疫情

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外市场需求持续萎

缩。

5.581万吨

2020年5月18日，国家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公布的

2020年第七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审核通过

了昌乐新迈纸业有限公司、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莱州鲁通特种纸有限公司、山东世纪阳光纸业有限公

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远通纸业（山东）有限公司、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

司，共计废纸核定进口总量为5.581万吨。

-3.15%

2019年，纸和纸板容器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2897.17亿元，同比下降3.15%，这是

行业六年来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出现下

降。

10.32万吨

云南省工信厅近日公示了2019年淘汰落后和过剩

产能完成情况，涉及造纸、钢铁、水泥等行业。其中，

造纸行业共有10.32万吨落后和过剩产能被淘汰。

数据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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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连续2年荣获中国品牌榜纸巾/卷纸

类第一品牌

日前，品牌评级与品牌顾问机构C h n b r a n d发

布2020年中国品牌力指数排行榜，A P P（中国）旗

下品牌清风凭借569.1的C-B P I得分，荣获2020年

C-B PI中国品牌榜纸巾/卷纸类第一品牌，这已是清

风第2年荣登榜首。

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发布，太阳纸业

位列轻工行业第15位

近日，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等单位举行了“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

布”线上活动，太阳纸业以82.4亿元的品牌价值位

列2020年中国轻工（不含食品）行业品牌价值排行

榜第15位。

世纪阳光、银河纸业入选“山东省制造业

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

5月8日，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共山东省

委宣传部、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烟台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山东省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

烟台举行，活动发布了“2020年度山东省高端品牌

培育企业名单”，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和中冶纸业银

河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聊城警方征集高唐泉洁纸业违法犯罪

线索

6月2日，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局发布关于征集山

东高唐泉洁纸业有限公司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近

期，高唐县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对山东高唐泉洁

纸业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垄断主城区废纸回收行业，四川宜宾19人

被判刑

近日，四川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公开对郭昌

平、罗国兵等19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及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罪，以及1名黑社

会性质组织外的同案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进行了开

庭宣判。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该犯罪组织通过

打砸、滋扰、威胁等暴力和“软暴力”的手段在宜宾

主城区有组织地实施了强迫交易犯罪9起、寻衅滋

事犯罪2起及违法事件1起，为非作恶、欺压、残害

群众，对宜宾主城区的废纸回收行业进行垄断、形

成非法控制。

上海官方通报14批次卫生纸不合格

据上海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近期，上海市场

监管局对上海市生产、销售的卫生纸产品进行了监

督抽查。本次抽查了40批次产品，经检验，不合格

14批次。涉及的不合格项目为：亮度、横向吸液高

度、柔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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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

（一）纸及纸板生产量和消费量

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2019年全国纸及纸板

生产企业约2700家，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10765万吨，

较上年增长3.16％。消费量10704万吨，较上年增长

2.54％，人均年消费量为75千克（14.00亿人）。2010～

2019年，纸及纸板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68％，消费量年

均增长率1.73％（见图1、表1）。

（二）纸及纸板主要产品生产和消费情况

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生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如

图2-1所示，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消费量占总消费量

比例如图2-2所示。 

1、新闻纸

2 0 1 9年新闻纸生产量15 0万吨，较上年增长

-21.05％；消费量195万吨，较上年增长-17.72％。

2010～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1.04％，消费量年

均增长率-8.24％（见图3）。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2019年未涂布印刷书写纸生产量1780万吨，较上

年增长1.71％；消费量1749万吨，较上年增长-0.11％。

2010～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05％，消费量年均增

长率1.06％（见图4）。

3、涂布印刷纸

2019年涂布印刷纸生产量680万吨，较上年增长

-3.55％；消费量542万吨，较上年增长-10.26％。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0.68％，消费量年均增长

率-0.14％（见图5）。

其中：铜版纸

2 01 9年铜版纸生产量6 3 0万吨，较上年增长

-3.82％；消费量535万吨，较上年增长-7.92％。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42％，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1.21％（见图6）。

4、生活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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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见图7）。

5、包装用纸

2019年包装用纸生产量695万吨，较上年增长

0.72％；消费量699万吨，较上年增长-0.29％。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65％，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1.49％（见图8）。

6、白纸板

表1  2019年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

总量

1.新闻纸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涂布印刷纸

其中：铜版纸

4.生活用纸

5.包装用纸

6.白纸板

其中：涂布白纸板

7.箱纸板

8.瓦楞原纸

9.特种纸及纸板

10.其他纸及纸板

品种

消费量/万吨

同比 

％

2.54 

-17.72 

-0.11 

-10.26 

-7.92 

3.22 

-0.29 

4.76 

5.01 

2.47 

7.28 

18.39 

9.18 

10439

237 

1751 

604 

581 

901 

701 

1219 

1158 

2345 

2213 

261 

207 

2018

年

10704

195 

1749 

542 

535 

930 

699 

1277 

1216 

2403 

2374 

309 

226 

2019

年

生产量/万吨

3.16 

-21.05 

1.71 

-3.55 

-3.82 

3.61 

0.72 

5.62 

5.88 

2.10 

5.46 

18.75 

13.33 

同比 

％

10765

150

1780

680

630

1005

695

1410

1350

2190

2220

380

255

2019

年

2018

年

10435

190

1750

705

655

970

690

1335

1275

2145

2105

320

225

2019年生活用纸生产量1005万吨，较上年增长

3.61％；消费量930万吨，较上年增长3.22％。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5.51％，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图1  2010～2019年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

图2-1  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生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图2-2  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

图3  新闻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4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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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年白纸板生产量1410万吨，较上年增长

5.62％；消费量1277万吨，较上年增长4.76％。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35％，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0.20％（见图9）。

其中：涂布白纸板

2019年涂布白纸板生产量1350万吨，较上年增长

5.88％；消费量1216万吨，较上年增长5.01％。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32％，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0.11％（见图10）。

7、箱纸板

2 019年箱纸板生产量219 0万吨，较上年增长

2.10％；消费量2403万吨，较上年增长2.47％。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71％，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2.37％（见图11）。

图5  涂布印刷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6  铜版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7  生活用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8  包装用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9  白纸板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10  涂布白纸板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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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瓦楞原纸

2019年瓦楞原纸生产量2220万吨，较上年增长

5.46％；消费量2374万吨，较上年增长7.28％。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1.92％，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2.57％（见图12）。

9、特种纸及纸板

2019年特种纸及纸板生产量380万吨，较上年增长

18.75％；消费量309万吨，较上年增长18.39％。2010～

2019年生产量年均增长率8.66％，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图11  箱纸板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12  瓦楞原纸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13  特种纸及纸板2010～2019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图14  2010～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
*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为中国造纸协会数据

图15  2010～2019年利润总额
*2010年利润总额数据为中国造纸协会数据

图16  2010～2019年国产纸浆消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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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见图13）。

二、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524家造纸生产企业，2019

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7650亿元（见图14）；工业

增加值增速4.80％；产成品存货303亿元，同比增长

-18.88％；利润总额359亿元，同比增长-21.06％（见

图15）；资产总计10489亿元，同比增长1.78％；资产负

债率59.59％；负债总额6250亿元，同比增长2.16％。在

统计的2524家造纸生产企业中，亏损企业有560家，占

22.19％。

三、纸浆生产和消耗情况

(一）2019年纸浆生产情况

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2019年全国纸浆生产

表3-2  2010～2019年国内废纸利用情况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4017

4347

4473

4377

4841

4832

4963

5285

4964

5244

国内废纸

回收量/

万吨

2435

2728

3007

2924

2752

2928

2850

2572

1703

1036

废纸净

进口量/

万吨

5305

5660

5983

5940

6189

6338

6329

6303

5474

5443

废纸浆

消费量

/万吨

43.8

44.6

44.5

44.7

48.1

46.7

47.6

48.5

47.6

49.0

废纸

回收率

/%

废纸

利用率

/%

69.6

71.2

73.0

72.2

72.5

72.5

72.0

70.6

63.9

58.3

表3-1  2019年纸浆消耗情况

总量

木浆

1、进口木浆

2、国产木浆

废纸浆

1、进口废纸浆

2、国产废纸浆

 其中：进口废纸制浆

       国产废纸制浆

非木浆

品种

9387 

3303 

2166*1 

1137 

5474 

30 

5444 

1457 

3987

610 

2018年

/万吨

100 

35 

23 

12 

58 

-

58 

16 

42 

7 

占比例 

/％

9609

3581 

2317*2 

1264 

5443 

92 

5351 

930 

4421

585 

2019年

/万吨

100 

37 

24 

13 

57 

1 

56 

10 

46 

6 

占比例 

/％

同比 

/％

2.36

8.42 

6.97 

11.17 

-0.57 

206.67 

-1.71 

-36.17 

10.89 

-4.10 
*1 2018年进口纸浆2479万吨，扣除非造纸用浆和非木浆，实际木浆消耗量

2166万吨。
*2 2019年进口纸浆2720万吨，扣除非造纸用浆和非木浆，实际木浆消耗

量2317万吨。

表2  2010～2019年纸浆生产情况(单位：万吨)

纸浆合计

其中：1、木浆

  2、废纸浆

  3、非木浆

  苇浆

  蔗渣浆

  竹浆

  稻麦草浆

  其他浆

品种

7949

1050

6302

597

69

86

165

246

31

2017

7201

1147

5444

610

49

90

191

250

30

2018

7207

1268

5351

588

51

70

209

222

36

2019

7867

810

5983

1074

143

90

175

592

74

2012

7651

882

5940

829

126

97

137

401

68

20132011

7723

823

5660

1240

158

121

192

660

109

2016

7925

1005

6329

591

68

90

157

244

32

7318

716

5305

1297

156

117

194

719

111

2010 2015

7984

966

6338

680

100

96

143

303

38

7906

962

6189

755

113

111

154

336

41

2014

图17  2010～2019年纸浆总消耗情况

图18  2010～2019年全国废纸回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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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9年中国纸浆、废纸、纸及纸板、纸制品进口情况

2479

1703

622

48

85

49

32

21

207

54

53

5

111

30

12

18

4822

2018年进口量

/万吨

2720

1036

625

46

63

32

22

20

220

52

51

3

156

24

9

12

4393

2019年进口量

/万吨

9.72

-39.17

0.48

-4.17

-25.88

-34.69

-31.25

-4.76

6.28

-3.70

-3.77

-40.00

40.54

-20.00

-25.00

-33.33

-8.90

同比 

/％

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品种

一、纸浆

二、废纸

三、纸及纸板

1.新闻纸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涂布印刷纸

  其中：铜版纸

4.包装用纸

5.箱纸板

6.白纸板

  其中：涂布白纸板

7.生活用纸

8.瓦楞原纸

9.特种纸及纸板

10.其他纸及纸板

四、纸制品

总计

表5  2019年中国纸浆、废纸、纸及纸板、纸制品出口情况

11.60

0.08

686

1

94

170

117

16

7

185

185

78

2

95

38

345

1042.68

2019年出口量

/万吨

9.99

0.06

618

1

84

150

106

10

7

170

170

74

3

89

30

323

951.05

2018年出口量

/万吨

16.12 

33.33 

11.00 

0.00 

11.90 

13.33 

10.38 

60.00 

0.00 

8.82 

8.82 

5.41 

-33.33 

6.74 

26.67 

6.81 

9.63 

同比 

/％

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品种

一、纸浆

二、废纸

三、纸及纸板

1.新闻纸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3.涂布印刷纸

  其中：铜版纸

4.包装用纸

5.箱纸板

6.白纸板

  其中：涂布白纸板

7.生活用纸

8.瓦楞原纸

9.特种纸及纸板

10.其他纸及纸板

四、纸制品

总计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统计）

图19  2010～2019年纸制品生产和消费情况

图21  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出口量比重

图20  2019年纸及纸板各品种进口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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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新闻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3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4  涂布印刷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5  铜版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6  生活用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7  包装用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8  白纸板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29  涂布白纸板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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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7207万吨，较上年增长0.08％。其中：木浆1268万

吨，较上年增长10.55％；废纸浆5351万吨，较上年增长

-1.71％；非木浆588万吨，较上年增长-3.61％（见表2）。

(二）2019年纸浆消耗情况

2019年全国纸浆消耗总量9609万吨，较上年增长

2.36％。木浆358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37％，其中进

口木浆占24％、国产木浆占13％；废纸浆5443万吨，占

纸浆消耗总量57％，其中用进口废纸制浆占10％、用国

内废纸制浆占46％；非木浆585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

6％（见表3-1、图16、图17）。

(三）2019年废纸利用情况

2019年全国废纸回收总量5244万吨，较上年增长

5.64％；废纸回收率49.0％，废纸利用率58.3％。2010

～2019年废纸回收总量年均增长率3.01％（见表3-2、

图30  箱纸板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31  瓦楞原纸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32  特种纸及纸板2010～2019年进口量及出口量

图33  2010～2019年纸制品进口情况

图34  2010～2019年纸制品出口情况

图35  2019年纸及纸板生产量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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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9年纸及纸板产量100万吨以上的省（区、市）

2.70

1.10

-5.36

14.99

4.53

1.63

9.23

6.56

4.51

6.12

2.08

17.07

17.50

-7.66

-4.55

5.42

29.41

3.63

较上年增长 

/%

1864

1830

1429

1312

784

498

355

325

301

260

245

240

235

217

210

175

132

10412

2019年

/万吨

1815

1810

1510

1141

750

490

325

305

288

245

240

205

200

235

220

166

102

10047

2018年

/万吨

广东省

山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

福建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安徽省

重庆市

四川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北省

江西省

湖南省

天津市

海南省

辽宁省

合计

省(区、市)

注：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

表6  2019年纸及纸板生产量区域布局变化

纸及纸板产量

其中：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18年

100

74.2

16.3

9.5

比例/％

10435

7742

1697

996

产量/万吨

10765

7997

1756

1012

产量/万吨

100

74.3

16.3

9.4

比例/％

2019年

注：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

图18）。

四、纸制品生产和消费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纸

制品生产企业4119家，生产量7219万吨，较上年增长

29.42％；消费量6886万吨，较上年增长30.59％；进口

量12万吨，出口量345万吨。2010～2019年，纸制品生产

量年均增长率4.53％，消费量年均增长率4.49％（见图

19）。

五、纸及纸板、纸浆、废纸及纸制品进出口情况

(一）纸及纸板、纸浆、废纸及纸制品进口情况

2 0 1 9年纸及纸板进口6 2 5万吨，较上年增长

0.48％；纸浆进口2720万吨，较上年增长9.72％；废纸

进口1036万吨，较上年增长-39.17％；纸制品进口12万

吨，较上年增长-33.33％。

2019年进口纸及纸板、纸浆、废纸、纸制品合计

4393万吨，较上年增长-8.90％，用汇243.28亿美

元，较上年增长-19.48％。进口纸及纸板平均价格为

750.51美元/吨，较上年平均价格增长-15.58％；进口

纸浆平均价格为629.46美元/吨，较上年平均价格增长

-20.85％；进口废纸平均价格为187.51美元/吨，较上

年平均价格增长-25.60％（见表4）。

(二）纸及纸板、纸浆、废纸及纸制品出口情况

2 0 1 9年纸及纸板出口6 8 6万吨，较上年增长

11.00％；纸浆出口11.60万吨，较上年增长16.12％；废

纸出口0.08万吨，较上年增长33.33％；纸制品出口345

万吨，较上年增长6.81％。

2019年出口纸及纸板、纸浆、废纸、纸制品合计

1042.68万吨，较上年增长9.63％，创汇220.03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4.19％。出口纸及纸板平均价格为1497.09

美元/吨，较上年平均价格增长6.28％；出口纸浆平均

价格为1151.20美元/吨，较上年平均价格增长-12.21％

（见表5）。

(三）纸及纸板各品种进出口量比重（见图20、图

21）

(四）纸及纸板主要产品2010～2019年进出口情况

图36  2019年主要省（区、市）纸及纸板产量比例

注：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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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纸：2019年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净进口量45

万吨（见图22）。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

净出口量31万吨（见图23）。

3、涂布印刷纸：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口

量138万吨（见图24）。

其中：铜版纸：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口量

95万吨（见图25）。

4、生活用纸：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口量

75万吨（见图26）。

5、包装用纸：2019年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净进口量4

万吨（见图27）。

6、白纸板：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口量133

万吨（见图28）。

其中：涂布白纸板：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

口量134万吨（见图29）。

7、箱纸板：2019年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净进口量213

万吨（见图30）。

8、瓦楞原纸：2019年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净进口量

154万吨（见图31）。

9、特种纸及纸板：2019年进口量小于出口量，净出

口量71万吨（见图32）。

(五）纸制品进出口情况

1、2019年纸制品进口量12万吨，较上年减少6万

吨，同比增长-33.33％（见图33）。

2、2019年纸制品出口量345万吨，较上年增加22万

吨，同比增长6.81％（见图34）。

六、纸及纸板生产布局与集中度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调查资料,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

11个省（区、市），纸及纸板产量占全国纸及纸板产量比

例为74.3％；中部地区8个省（区）比例占16.3％；西部

地区12个省（区、市）比例占9.4％（见表6、图35）。

2019年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北、

安徽、重庆、四川、广西、河北、江西、湖南、天津、海南

和辽宁17个省（区、市）纸及纸板产量超过100万吨，产

量合计10412万吨，占全国纸及纸板总产量的96.72％

特 稿 FEATuRE

（见表7、图36）。

结语：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造纸行

业克服了风险和挑战明显上升、营业收入和利润下滑、

生产运行困难增多、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通过加大创

新、拓宽纤维原料来源渠道、降低运营成本，顺应趋势，

调整结构，保障了市场供给，使造纸行业的整体生产和

运行保持了基本稳定。

附表：2019年重点造纸企业产量前30名企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序号 单位名称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联盛纸业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凤凰纸业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永丰余造纸（扬州）有限公司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金华盛纸业（苏州工业园区）有限

公司

注：按已收集到的数据排列

产量/万吨

7.75 

5.30 

12.76 

8.63 

2.24 

-1.89 

-4.31 

3.87

 

14.04 

34.27 

11.54 

4.23 

2.29 

80.84 

-2.32 

-1.37 

3.60 

30.91 

23.74 

1.20 

2.46 

17.67 

9.85 

2.87 

0.62 

35.25 

18.96 

0.10 

13.16 

2.81 

同比/％

1502.00 

593.00 

515.00 

499.40 

473.59 

307.70 

277.50 

261.86

 

252.00 

235.26 

203.00 

199.07 

156.40 

154.09 

147.22 

144.00 

143.71 

136.39 

135.00 

126.00 

125.00 

121.00 

114.00 

89.50 

82.86 

78.97 

77.80 

63.01 

61.67 

60.69

2019年

1394.00 

563.17 

456.72 

459.73 

463.21 

313.64 

290.00 

252.11

 

220.97 

175.22 

182.00 

191.00 

152.90 

85.21 

150.71 

146.00 

138.72 

104.19 

109.10 

124.50 

122.00 

102.83 

103.78 

87.00 

82.35 

58.39 

65.40 

62.95 

54.50 

59.03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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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造纸工业2019年度运营概况

及2020年展望
⊙ 邹鹏（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

邹鹏先生

硕士，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秘书。

据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调查统计，2019年江苏省造纸工业累计生产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

达到1473万吨，比2018年的1321万吨增长11.5%。完成工业总产值684亿元，比2018年的690

亿元减少0.9%；实现销售收入687亿元，比2018年的693亿元减少0.9%；上缴税金25亿元，比

2018年的27亿元降低7.4%；实现利润62.5亿元，比2018年的58亿元增加7.8%。

造纸与上游的纸浆及废纸原料、下游的包装进行深度合作，是未来造纸行业的发展趋势。

2019
年度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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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尽管面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争

端加剧、环保持续趋严和原料供给端扩张与需求端收

缩等多重压力，江苏省造纸工业经营发展面临巨大压

力，在逆境中纸及纸板总产量增幅显著。

1  2019年生产运营情况

1.1 主要生产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1.1.1 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

据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调查统计，2019年江苏省

造纸工业累计生产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达到1473万

吨，比2018年的1321万吨增长11.5%。

1.1.2 主要纸种产量

（1）文化用纸

2019年全省文化用纸总产量为408.1万吨，占全省

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的27.7%，比2018年的381.4万吨

增长7%。

其中：铜版纸产量244.8万吨，比2018年的239.7

万吨增长2.1%；双胶纸和复印纸原纸产量163.3万吨，

比2018年的141.7万吨增长15.2%。

（2）包装用纸及纸板

2019年全省包装用纸及纸板总产量为899.4万

吨，占全省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的61.1%，比2018年的

768.6万吨增长17.7%。

其中：瓦楞原纸产量295.8万吨，比2018年的255.8

万吨增长15.6%；箱纸板产量405.9万吨，比2018年的

371万吨增长9.4%；涂布白纸板产量78.7万吨，比2018

年的60.8万吨增长29.4%；纸管原纸产量0.9万吨，较

2018年的6.4万吨减少86%；涂布白卡纸产量117.5万

吨，比2018年的76.4万吨增长53.8%。

（3）生活用纸

2019
年度盘点

行 业 DEVELoPMENT

江苏省造纸企业高品质铜版纸

28
第41卷第11期 2020年6月



2019年全省生活用纸总产量为149.2万吨，占全省

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的10.1%，比2018年的145万吨增

长3.1%。

（4）特种纸及纸板

2019年全省特种纸及纸板总产量为16.3万吨，

包括无碳复写纸、防伪票证纸、热敏纸、纸杯原纸、

三滤纸、蚊香片纸、箱包纸板、鞋底纸板等，占全省机

制纸及纸板总产量的1.1%，比2018年的26万吨减少

37.3%。

1.1.3 纤维原料结构

2019年全省纸浆总用量1156万吨，比2018年的

1057万吨增加9.4%。全省木浆、废纸浆、非木浆原料占

比分别为38.2%、60.0%、0.8%。

其中：

木浆用量4 42万吨，比2018年的42 2万吨增长

4.7%；占总用浆量的38.2%，比2018年的39.9%减少了

1.7个百分点。

废纸浆用量705万吨，比2018年的630万吨增长

11.9%；占总用浆量的61%，比2018年的59.6%增加了

1.4个百分点，折合耗用废纸881万吨。

非木浆用量9万吨，比2018年的5万吨增长80%；占

总用浆量的0.8%，比2018年的0.5%增加了0.3个百分

点。

1.1.4 实现产值、销售收入、税金及利润

据江苏省造纸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江苏省造纸

工业总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84亿元，比2018年的690亿

元减少0.9%；实现销售收入687亿元，比2018年的693

亿元减少0.9%；上缴税金25亿元，比2018年的27亿元

降低7.4%；实现利润62.5亿元，比2018年的58亿元增

加7.8%。全省亏损制浆造纸企业共5家。

1.2 区域产量分布

2019年，苏南地区造纸总产量合计1070万吨，占

全省造纸总产量的72.6%，比上年同期的1002万吨增

加6.8%；苏中地区造纸总产量合计133万吨，占全省造

纸总产量的9%，比上年同期的112万吨增加18.8%；苏

北地区造纸总产量合计270万吨，占全省造纸总产量的

18.4%，比上年同期的207万吨增加30.4%。主要原因是

近年来苏北地区一些新建生产包装用纸的造纸企业产

能释放，未来还会有新的产能落户苏北（APP如东项目

及江苏盐城凤程纸业年产55万吨瓦楞原纸项目等），对

江苏造纸产能的均匀分布起到一定的影响。

1.3 内、外（合）资企业产量比重

2019年全省内资造纸企业产量合计373.1万吨，

占全省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的25.3%，比2018年的

21.9%增加3.4个百分点，产量比2018年的289万吨增

长29.1%，内资企业产量大幅提高的原因在于江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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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连云港、宿迁一带新兴的造纸产能逐步释

放，导致内资企业比重加大；全省外（合）资

企业产量合计1099.9万吨，占全省机制纸及

纸板总产量的74.7%，比2018年的78.1%减少

3.4个百分点，产量比2018年的1062万吨增长

3.6%，这是由于部分大型造纸企业产量提升

产能波动引起的。

1.4 大中型造纸企业的市场份额继续扩大

国家环保政策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逐

步加大，小型造纸企业在多方面都处于劣势，

盈利困难，2019年至今减产、停产现象较为普遍。10万

吨以上的大中型造纸企业2019年合计产量达到1397万

吨，占全省造纸总产量的94.8%，比2018年的1262万吨

增长10.7%。其中，年产量50万吨以上的大型造纸企业

2019年合计产量达到1172万吨，占全省造纸总产量的

79.6%，比2018年的1062万吨增长10.3%。2019年全省

大中型造纸企业的平均规模达到69.9万吨，与2018年

的70万吨基本持平。

1.5 规模企业概况

2019年产量达到10万吨的造纸企业共20家，产量

在50万吨以上的企业有10家，如表1。

年产200万吨以上规模企业1家；年产100万～200

万吨规模企业4家；年产50万～100万吨规模企业5家；

年产10万～50万吨规模企业10家。

2  2020年行业形势展望

2020年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影响，对全球经济

发展将会起到致命打击。如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除公共

卫生事业外的其他企业减产或者停滞生产，中国的疫情

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企业也逐渐复工复产，社会秩

序也井然有序。但是全球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这都对

中国的造纸工业产生重大影响，形势不容乐观。分析主

要产生原因有两个方面：原料和需求。

2.1 原料

原料方面影响主要是：我国的造纸原材料木浆和

废纸以及废纸浆绝大部分依靠国外进口，我国的进口

木浆主要是漂白阔叶浆和漂白针叶浆。漂白阔叶浆进口

来源国排名靠前的为巴西、印度尼西亚、乌拉圭、美国、

加拿大；漂白针叶浆进口排名靠前的国家是加拿大、美

国、智利、芬兰、俄罗斯。2019年中国进口木浆总量预

计2600万吨。由于环保政策趋严，我国近几年木浆产能

扩张缩小；由于需求旺盛，产能利用率在2017年大幅抬

升，达到了99.09%；未来产能扩张受限，存量产能利用

率已近尽头，未来对进口浆的依存度还将逐步提高。木

浆在我国造纸工业原料整体占比近三成左右，如此庞大

的原料需求，对中国造纸工业的产能扩张起到举足轻重

的角色，一旦受到外部不可抗因素影响，国外原料进口

一旦受限进入不到中国市场，国内的原料远远满足不了

现有的市场需求，对中国造纸工业的健康发展将是致

命打击。

废纸和废纸浆：回顾2019年全年共审批了15批次

进口废物许可，废纸进口总量1075万吨，较上年减少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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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江苏省产量在50万吨以上的造纸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产量/万吨

299.1

199.1

128.1

119.5

117.5

89.5

80.6

77.8

60.7

56.8

1228.7

企业名称

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荣成纸业有限公司

永丰余造纸（扬州）有限公司

金华盛纸业（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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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万吨，同比下降40.8%。从进口总额来看，

美国依旧最多（44.5%）、日本次之（15.9%）、

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随着《禁止洋垃圾

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

规定》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废纸进口逐年减

少。截止2020年4月10日共审批了5批次进口废

物许可，废纸总量438.6万吨。受到疫情的影

响，进口废纸的来源将受到限制，价格将可能

上涨，这些因素都将造成2020年我国造纸纤

维难以避免的原料缺口。面对可能来袭的原

料短缺威胁，国内许多大型纸企开始积极关

注原料端，关注林浆一体化项目。未来中小型企业受制

于原材料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困难，如何困境中求生存、

谋发展将成为江苏造纸企业2020年的发展主题。

2.2 需求

2019年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环保要求趋严、供给

侧改革、废纸政策变化等多重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形势

较为严峻。中国造纸工业在国家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措

施下艰难前行，然而“祸不单行”，新冠疫情的全球爆

发对中国经济复苏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新冠疫情已经

进入新阶段,海外成为抗疫主战场。随着海外疫情的发

酵,影响到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的主要

出口目的地经济增速放缓,进口需求减弱,将对中国出口

量需求减弱形成进一步拖累。

总所周知，我国是贸易出口大国，而今受疫情影响

全球“闭关锁国”，暂停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全球经济

严重萎缩，我国外贸出口订单严重减少，中国出口超预期

下行，海外疫情将对行业的原材料供给以及下游需求均

会带来一定的限制。大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复工复产但

总体开机率不到50%，有的包装厂订单锐减80%甚至已

经停产。

国内社会需求也大幅减少，对于文化用纸、包装纸

需求大幅降低，导致企业库存增多。预计上半年江苏乃

至全国造纸行业生产总量和经济效益萎缩下滑，上半年

企业主要以去库存为主。下半年如果全球疫情能够得到

有效控制，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帮助困难企业渡过艰难时

期，经济会在短时间内恢复，社会需求也会相继回升，但

是行业整体经济效益和形势较2019年必然严重萎缩。

产能过剩可能要沦为今年的主要格调了，中国的发

展离不了全球化大市场，我们已经无法“自产自销”。目

前的疫情问题已经逐步升级为经济问题、国际外部环

境问题，后续行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相信此次疫情将

会对我国造纸工业的产业格局以及原料结构、产能分布

起到一定影响作用。通过疫情也为市场深度探底提供了

一次契机，疫情过后仍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未来将更

有可能具备高度市场竞争力和回报率。

疫情下我们看到企业的困难主要出现在上下游供

应链上，前期受疫情影响企业缺乏原料，后期成品纸订

单大幅减少，库存压力大。未来优化供应链将成为制造

业技术创新的热点，造纸行业目前急需打造弹性供应链

策略，使企业可以从多个供应源获得供应，提高供应链

柔性程度。同时，与上下游的整合能够帮助企业高效地

控制投入与产出，减少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不确定

性。

造纸与上游的纸浆及废纸原料、下游的包装进行深度

合作，是未来造纸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

产业链，开展协同创新是目前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机制，

只有通过积极布局扩大产业链、提升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

运作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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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造纸行业2019年总结和2020年展望
⊙ 李尚武（河南省造纸学会）

李尚武 先生

高级工程师，河南省造纸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9年河南全省机制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100家，总产量386.8万吨，同比增

长-0.1%；主营业务收入698.5亿元（包括纸制品），同比增长-8.4%；利润总额

23.56亿元，同比增长-53.6%。

预计2020年底产能将增加30万吨；2020年实际生产纸和纸板约390万吨，与

2019年基本持平。

1  河南省造纸工业2019年概况     

2019年河南造纸行业是相对平稳的一年，文化纸、

特种纸、生活用纸都产销两旺，包装纸（箱纸板、瓦楞

原纸）企业产品畅销，原材料供应紧张。根据河南省造

纸学会对综合信息资料调查，2019年全省机制纸及纸

板生产企业约100家，职工人数约5万人，机制纸及纸

板总产量386.8万吨，同比增长-0.1%；主营业务收入

698.5亿元（包括纸制品），同比增长-8.4%；利润总额

23.56亿元，同比增长-53.6%。2019年与2018年相比，

全省的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主营业务收入、利税都有

所减少，利润下滑明显。

河南造纸企业主要分布在漯河、濮阳、焦作、新

乡、驻马店、郑州等地区。2019年全省造纸企业生产能

力超过10万吨的企业21家，占全省产量的85%以上。麦

草等非木纤维浆造纸产量约8万吨，占全省的2.06%；

废纸造纸产量约190万吨，占全省的49.10%；木浆造纸

产量约189万吨，占全省的48.84%。主要产品中：书刊

印刷纸、双胶纸、无碳复写纸等文化、工业用纸约150万

吨，箱纸板约90万吨，瓦楞原纸约110万吨，生活用纸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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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吨，其它约2万吨。

全省所有制浆造纸企业，全部按省和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要求达标排放，很多企业排放标准超过国家、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标准。部分重点骨干企业产量和效益

有所增加。

河南省重点造纸企业2019年完成总产量、主营业

务收入、利税总额、利润总额前十名企业情况如表1～表

4。

2  2019年河南省造纸企业完成主要项目情况

2019年河南省造纸行业投资不多，完成和在建的

项目主要有：河南省天邦科技有限公司完成5万吨化机

浆项目，沁阳市宏涛纸业年产5万吨生活用纸项目，新乡

鸿泰纸业10万吨涂布白卡纸项目、60吨/小时生物质锅

炉项目，河南龙源纸业年产30万吨高档箱纸板及配套热

电联产项目等。

3  河南省造纸行业2020展望

3.1 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河南造纸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和原材料。

2020年河南造纸业将增加产能50万吨，采用的主要原

料是废纸和商品木浆。河南造纸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

3.1.1 规模不合理，规模效益水平低

目前河南造纸行业大型企业少、强势企业少，大部

分造纸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平均规模约15万吨。这种

状况使得企业的规模效益无法实现，限制了企业技术水

平、装备水平、产品档次的提高。

表1  2019年河南省总产量前十名的造纸企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产量

/万吨

85

83

62

50

33

32

30

26

20

12

单位名称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白云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邦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团纸业有限公司

表2  2019年河南省主营业务收入前十名的造纸企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营收入

/亿元

49.46

43.07

26.75

23.27

23.23

20.00

17.60

13.27

11.60

4.70

单位名称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白云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邦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表3  2019年河南省利税总额前十名的造纸企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利税总额

/万元

40157

34800

23567

19529

14600

13600

9780

8760

7917

5008

单位名称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邦科技有限公司

驻马店白云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表4  2019年河南省利润总额前十名的造纸企业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利润总额

/万元

26000

25200

15869

8014

8000

7620

7004

6620

5000

3005

单位名称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邦科技有限公司

驻马店白云纸业有限公司

焦作瑞丰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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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优质原料缺口大，对外依存度高

随着纸及纸板消费的增长和现代造纸行业产能的

增加，河南省纤维原料供需矛盾突出，缺口增大。2019

年河南纸浆消费总量约311.2万吨，其中木浆151.2万

吨、非木浆6.4万吨、废纸浆152万吨。河南省消耗本地

产木浆只有60多万吨，比例为39.9%左右。从国内外进

口依存度看，2019年河南省外购木浆约92万吨、外购

废纸浆约100万吨，外购木浆和外购废纸分别约占河南

省对应原料消耗量的60.1%和65.8%。河南省2019年

311.2万吨浆的原料消费中约61.7%要依靠外购，影响

河南造纸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林纸一体化发展虽已形

成共识，但河南省只有焦作瑞丰纸业的15万吨、濮阳龙

丰纸业的11万吨、新乡新亚的12万吨、江河纸业的5万

吨、河南天邦科技的5万吨及新乡鸿泰纸业的5万吨化

机浆，新乡新亚纸业5万吨、驻马店白云纸业10万吨等木

片化学浆。

3.1.3 资源消耗较高，污染防治任务艰巨

河南造纸行业不合理的原料结构和规模结构以

及不高的技术装备水平，决定了河南造纸行业的水、能

源、物料的消耗较高并成为主要的污染源。河南除少数

企业或部分生产线综合能耗接近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外，大部分企业综合能耗较高。随着国家、省、市和地

方人民政府对环境要求越来越高，河南造纸行业面临

的环保压力越来越大、污染防治任务依然艰巨。现在国

家、人民对大气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大气污染物主要

是燃煤锅炉烟道气排放，2019年河南省要求35吨/小时

以下锅炉停止燃煤，全部改造成燃气锅炉或寻找附近

新热源。

3.1.4 装备研发能力差，先进装备依靠外购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浆造纸技术装备的研

究、开发、制造总体水平不高，除了部分适合我国国情

的非木纤维制浆技术及装备已具备国际先进水平外，

国内造纸企业与制浆造纸装备制造企业未能成为研

发的主体，产、学、研、用未能形成合力，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足。河南省制

浆造纸技术装备研究主要以废纸为主，装备制造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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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0日-13日，“河南省造纸学会第二届第五次理事会暨技术供应链金融纸浆期货交流表彰活动”在郑州召开。

前能提供年产30万吨废纸生产成套设备，年产10万吨

以下文化纸机以及年产30万吨箱纸板机、瓦楞原纸机

等装备。技术水平与国内外相比有一定差距，大型先

进制浆造纸技术装备几乎全部外购。河南省江河纸业

和河南大指公司技术人员把国内文化纸机车速提高到

1500米/分，焦作市崇义轻工机械公司、河南中亚科技

公司开发白纸板、箱纸板、瓦楞原纸纸机的能力达到

30万吨。

3.1.5 资本结构有待优化，统筹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近几年，河南造纸行业利用外力成就显著。非造纸

企业进入造纸行业，为河南造纸行业结构调整、产品结

构优化、管理水平提高以及资金压力缓解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河南投资集团调整河南造纸产业结构，共投

资60多亿元为焦作瑞丰纸业、濮阳龙丰纸业、驻马店市

白云纸业新上世界先进设备；深圳鳌迎投资公司接收漯

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永威公司投资沁阳常乐

纸业；河南顺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收购原济源腾盛

纸业；山东晨鸣租赁河南一林纸业和河南宏伟纸业等

等。与外来企业比较，原来造纸企业数量多，绝大部分

存在生产规模小、装备水平低、产品市场份额小、竞争

能力差等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坚持合理利用外来

资金的同时，重视产业资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定位好

河南各类经济类型造纸企业的共同生存与发展空间，加

快行业的联合、兼并、重组，形成合理的多元化投资主

体和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尽快提高河南造纸企业的

国内外竞争力，将是河南造纸行业迫切需要面对的重要

问题。

3.2 2020年河南省主要续建和开建的造纸项目

2020年河南省续建和开建的项目有：新乡鸿泰纸

业异地搬迁改建年产11万吨白面牛卡纸项目、河南护理

佳5万吨卫生纸续建项目、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万吨生活用纸和80万吨箱纸板项目、洛阳洁达纸业

5万吨生活用纸异地搬迁项目、新乡新亚纸业20万吨化

机浆和25万吨白卡纸项目等等。预计2020年底产能将

增加30万吨。

3.3 2020年河南造纸行业总产量预测

鉴于在2020年河南造纸行业将新增产能30多万

吨，同时考虑到由于疫情停产、原料、环保、资金、市场

等原因，预计河南自动淘汰落后产能300万吨，到2020

年末河南省纸及纸板总产能为800万吨。随着近阶段造

纸行业销售回升的局面，预计2020年河南省实际生产

纸和纸板约390万吨，与2019年基本持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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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造纸行业2019年生产经营情况

及2020年重点拟建项目
⊙ 范婷  王仕兵  罗福刚（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罗福刚 先生

工程师，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造纸学会第九届理

事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

2019年,四川共有制浆造纸企业160家（含规模以下企业）,制浆造纸总产量为

469.22万吨。规模以上制浆造纸企业总产量全国排名第10位，总产量增长全国排名第4

位，总产量增速全国排名第7位。

2020年总体发展目标是：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狠抓重点，稳步发展。其中重点新

增化学竹浆和化学机械竹浆生产线，重点抓好竹浆生活用纸的有序发展。

1  2019年全省造纸行业概况     

2019年,四川共有制浆造纸企业160家（含规模以

下企业）,制浆造纸总产量为469.22万吨。其中：规模

以上制浆造纸企业110家，生产纸及纸板332.41万吨，

同比增长27.13%；规模以下企业50家，生产纸及纸板

136.81万吨，同比增长9.85%。2019年四川规模以上制

浆造纸企业总产量全国排名第10位，总产量增长全国

排名第4位，总产量增速全国排名第7位。

2019年共有竹子制浆企业13家，竹浆产量129.86

万吨，在全国原生浆产量占比约10%，同比增长13%。其

中，本色竹浆70.29万吨，占比54.13%；漂白竹浆59.57

万吨，占比45.87%。竹浆主要生产生活用纸、文化用

纸、食品包装原纸、牛皮纸、民俗用纸等，其中80%的竹

浆用于生产生活用纸。

2019年木浆生活用纸原纸生产企业4家，竹浆生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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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原纸生产企业60多家，生活用纸原纸总产量140万

吨，同比增加16.67%，其中漂白原纸与本色原纸各占

50%。2019年四川竹、木浆生活用纸加工企业250余家，

产量152万吨，同比增长8.57%，其中非卷纸占55%，卷

纸占45%，漂白与本色竹浆生活用纸各占50%。竹浆生活

用纸销售市场40%在省内，60%在省外和国外。

2019年四川包装纸板企业22家，包装纸板产量

258.76万吨，同比增长5.53%。

2019年文化用纸及其它纸种产量70.46万吨，文化

用纸市场有所提升，企业利润增加；特种纸行业产量较

上年有所提升，价格波动不大，利润与上年持平；民俗

用纸企业受环保影响和竞争压力，市场销售困难，企业

利润下降。

2  行业原料结构、产品结构

全省制浆造纸原料结构：木浆7%（进口或省外商

品纸浆）；自制竹浆43%；废纸50%（省内或进口）。

主要产品有：商品竹浆板、食品包装纸板、包装纸

板（高强瓦楞原纸、牛皮箱纸板、箱纸板、涂布白纸板、

工业纸板等）、生活用纸原纸及生活用纸加工（卷筒、非

卷）、办公文化用纸（静电复印纸、双胶纸、书写纸、打

字纸、无碳复写原纸等）、工业用纸（绝缘纸、电缆纸、

电容器纸、育果袋纸等）、牛皮包装纸、牛皮食品包装原

纸、特种纸及其它纸种。

3  行业重点生产企业

全省制浆造纸重点企业：四川永丰纸业集团、宜宾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犍为凤生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银鸽竹浆纸业有限

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金福纸品有

限公司。

全省包装纸板重点生产企业：四川金田纸业有限

公司、玖龙纸业（乐山）有限公司、四川新津晨龙纸业有

限公司、四川华侨凤凰纸业有限公司、四川迅源纸业有

限公司。

全省生活用纸重点生产企业：中顺洁柔（四川）纸

业有限公司、维达纸业（四川）有限公司、宜宾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犍为凤生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沐川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圆周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夹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四川蜀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友邦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津诚纸业有限公

司。

全省生活用纸重点加工企业：四川石化雅诗纸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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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蓝漂日用品

有限公司、成都维邦优品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欣适运纸

品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苏氏兄弟纸业有限公司、成都

纤姿纸业有限公司、四川兴睿龙实业有限公司、崇州市

倪氏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什邡市望风青苹果纸业有限

公司、成都市阿尔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绵阳超兰

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4  基建与技改

2019年新建项目和重点技改项目：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纸

项目建成投产；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扩建年产6

万吨高档竹浆生活用纸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四川犍为凤

生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年产12万吨高档生活用

纸项目建成投产。

5  科研与技术进步

为加强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2019年6月13日，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与四

川轻化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

2019年11月26日，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芬兰国家

技术研究中心（VTT）签约“竹材生物质精炼技术和竹

材全价利用合作研发项目”；2019年3月15日四川金田纸

业有限公司成功入选省重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培育名

单。

6  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 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

展2020年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四川环龙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被四川省经信厅入选2020

年省级节水标杆企业。

根据《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的通知》（川

经信环资【2019】220号）公告，以四川蜀邦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玖龙纸业（乐山）有限公司等15家造纸企业为

2019年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

为贯彻国家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

能的相关政策，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为保护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省环保厅对全省制浆造纸企业实行严格监管

措施，对企业排污口实施全天候监控管理，每个企业必

须达标排放。省经信厅每年向制浆造纸企业下达节能

四川省造纸行业“2019四新技术”交流推广会部分参会嘉宾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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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目标，2019年全省制浆造纸企

业淘汰落后产能包括8个企业的相关项目。

7  发展目标及重点拟建项目

2020年总体发展目标是：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狠

抓重点，稳步发展。

（1）竹浆制浆造纸及生活用纸：根据竹子资源情

况，按照国家及四川省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重

点新增化学竹浆和化学机械竹浆生产线，重点抓好竹

浆生活用纸的有序发展，发布实施《本色竹浆》团体标

准，制定并发布《竹浆生活用纸》团体标准。其主要项目

有：

四川永丰纸业集团：①沐川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升级改造扩建10万吨/年生活用纸原纸生产线及配

套设施，扩能扩建15万吨/年高档生活用纸项目；②四

川永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建20万吨/年高档文化纸项

目；③四川永丰浆纸股份有限公司扩建15万吨/年本色

浆生产线；④泸州永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拟扩建20万吨

/年本色浆生产线、10万吨/年高档生活用纸和10万吨/

年牛皮纸项目。

中顺洁柔（达州）有限公司30万吨竹浆纸一体化项

2019
年度盘点

目。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斑布健康竹产业园百万

吨竹材生物质精炼项目，该项目分两期实施建设，最终

建成后全厂本色生活用纸原纸生产能力新增20.4万吨

/年；全厂将形成22.44万吨/年本色竹浆、27.6万吨/年

本色生活用纸原纸和4万吨/年本色生活用纸成品纸生

产能力。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扩建45万吨/年浆纸项目

（20万吨/年化机浆、25万吨/年化学浆；24万吨/年高

档生活用纸）。

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拟扩建20万吨/年

莱赛尔纤维竹浆项目。

夹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拟搬迁扩建20万吨/年竹

浆生产线及10万吨/年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四川凤生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改扩能18万吨

/年高档生活用纸分切加工项目。

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改置换10万吨/年

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2）纸板：根据废纸资源情况，按照国家及四川省

相关环保政策适度新增部分包装纸板产能。四川华侨

凤凰纸业有限公司项目在拟申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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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维美德式抗疫”，

与中国纸企携手突围后疫情时代

⊙ 本刊记者  李嘉伟  李玉峰

——专访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

特 写 INTERVIEW

1月底，新冠病毒在国内突然爆发，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国际贸易受阻，制造

业活动下降，部分服务业停滞，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6.8%……造纸行业作为与国民经济、

消费和外贸密切相关的产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随着中国在全球首先成功控制住了疫情，社会生活逐步恢复，中国造纸行业也触底反弹。

在造纸行业逐步有序复工复产之时，5月初，全球领先的制浆、造纸和能源产业的开发者和供

应商——维美德公司中国区总裁朱向东先生接受了中华纸业杂志社的独家专访，复盘维美德

中国在抗疫战中的应对方法和经验，畅谈后疫情时代维美德与中国纸厂发展的新机遇。

朱
向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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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写INTERVIEW

防疫有招——双“零”背后的应

急机制

当朱向东总裁通过在线视频的

形式接受记者采访时，维美德中国

区正在举行春节后公司第一次比较

集中的市场部内部会议，各分公司

的相关人员都来到上海总部。朱向

东坦言：“疫情给我们的生活、生产

带来很大影响，但现在影响正在减

弱，我们才敢在公司内部召开这样

的现场会议。”

在2月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朱向东曾表示：“疫情发生后，

公司危机管理比较到位，复工复产

比较迅速。2月10日后我们陆续恢

复生产，到2月底基本实现100%复

工。”实际上，简单地用“迅速复

工复产”并不足以形容维美德在疫

情期间危机管理中所取得的成绩。

1989年，维美德公司在中国成立了

第一家合资企业——维美德造纸机

械技术（西安）有限公司，正式开启

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进程，至今，维

美德已经在中国投资建立了4家生产

工厂、3家服务中心、1个自动化技术

中心和5个销售办公室，约1800名中

外员工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西

安、济南、淄博、无锡、重庆、广州和

台北等10个城市，其中部分技术服

务人员常年在客户工厂中服务。企业

分布地域广、员工相对分散对于维美

德公司的疫情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

战。但是，公司仍然交出了员工“零

感染”“零疑似”，各生产基地在所

在城市都属于较早一批“复产企业”

这样的完美答卷。

朱向东将维美德成功的防疫经

验归为五点：首先,维美德作为一家

全球化公司，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

应急响应机制和组织架构。以中国

区为例，公司的应急机制从管理层

一级就建立了应急小组，然后逐层

往下，细化到每一个分公司、每一个

驻地，都要建立应急小组，组成一

个完整网络，明确各自的责任。

其次，维美德公司在疫情初期

的快速响应为公司争取了应对时

间。据朱向东介绍，早在1月20日之

前，公司刚刚得知武汉可能发生疫

情后，就立即采取行动，根据疫情的

发展程度，在公司内部制定了四个不

同等级的响应制度。从疫情爆发一

直到2月中旬开始复工复产，公司都

按部就班地根据设定好的制度来实

施，平稳有序渡过了最严重的时期。

第三，发挥公司总部领导和协

调的作用。维美德中国区总部应急

小组每天都跟踪各地方分公司的情

况，并同时向芬兰总部做汇报。随着

疫情的变化，汇报周期改为每两天，

再到每周。此外，中国区在1月下旬

就紧急从国内外采购了口罩和其他

防疫物资，并分发到各地分公司，保

障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保证全员沟通渠道的畅

通和透明。朱向东介绍，疫情发生

后，维美德公司迅速统计了每一名员

维美德中国区业务分布图

疫情以来，维美德中国区制定了严格可行的防疫措施，在最短时间实现了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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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住址，特别是来自重点疫情区

的员工，掌握他们的出行情况，并通

过公司信息平台以及新媒体，将公司

防疫政策传达给每一位员工。

疫情爆发后，除了做好员工的

防护工作外，更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尽

快实现安全的复工复产。“我们为何

能在2月10日这么早的时间就陆续复

工？——最快时间达到当地政府的

开工要求并获得开工许可，这是重要

的原因！”朱向东将第五点经验归为

“我们与各地政府始终保持非常良

好的沟通。”疫情发生后，由于各地

的防疫政策不同，使得维美德公司

无法在国内所有分公司采取统一的

防疫举措。因此，公司各属地分公司

与当地政府积极联系，保持良好沟

通，按地方要求将复工前的防疫工

作提前做到位。

在经历了疫情初期最严重的2

到4周的影响后，维美德公司边复产

边调整，同时与上游供应商保持紧

密联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迅

速恢复到原有的工期进度，将影响

降到了最低。随着物流环节的恢复，

维美德的供货能力也逐步提升，“目

前除了部分产品的出口和国外专家

交流外，其他影响已经基本消除。”

朱向东说。

助产有方——工业互联网赋能纸

厂数字化转型

受疫情和春节假期的叠加影

响，我国造纸企业的生产在1-2月份

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前两个月全国纸

及纸板产量同比大幅下降了17.8%。

即使部分企业在做好员工防护的情

况下启动了复工，仍然存在不同程度

的风险。纸厂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

就是用工难，一方面隔离政策让部

分地区出现复工后无人可用的情况，

另一方面利润下滑使得企业很难承

受日渐高涨的人工成本，不得不减

产裁员。这就使得智能制造提上了

纸厂升级改造的日程表，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造纸企业采用自动化、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降低用工风险。如何尽快

帮助企业安全地复工复产，这一次，

早已在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布局的

维美德，有了向中国纸厂客户全面展

示其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机会。

“疫情加速了工业互联网在行

业中的应用，这是我们深刻体会到

的。”朱向东说到。据他介绍，疫情

期间，维美德公司通过视频远程会

议、在线指导等方式，帮助纸厂客户

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故障

诊断、设备调试、生产线优化和开

机服务等，改变了过去只能派员工

到现场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时还可

以直接连线国外专家，实现“多方会

诊”。

朱向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维美

德远程协作工具千里眼PointR支持

维美德专家远程服务的案例。维美

德全球专家通过Po i n t R可以直达

客户现场，远程提供纸和纸板、生

活用纸、制浆和能源生产过程中所

需的技术、工艺支持。其效果甚至比

现场支持更及时、更高效。

“疫情让客户对工业互联网的

接纳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也逼着

我们在无法到现场的情况下帮助企

业解决生产问题，可以说远程服务

比较成功，Poi ntR还实现了部分中

国化操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朱

向东介绍。

疫情期间的一个个成功案例让

朱向东充满信心。据他介绍，远程

服务扩大了维美德全球专家的服务

范围，让现场服务更加高效便捷，但

远程服务并不会替代现场服务，两

者相辅相成，未来将会一起成为维

美德服务客户的重要组成。朱向东

表示：“中国的造纸机在不断老化，

2000年以后投产的大纸机正在需要

更多的服务，维美德有更专业的技

术和服务团队，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

应对各种难题。”

除远程服务外，另一个在维美

德工业互联网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

的大数据运行中心，也在疫情期间

大显身手。该中心通过与客户生产线

的控制系统、自动化系统对接，采集

相关生产数据进行精密分析，找出

客户生产线上存在的故障和可优化

提升的环节。通过维美德提供的解

决方案，助力客户节省原材料、能源

和生产成本，实现最佳的工艺和运

行效率。

国内龙头企业博汇纸业就是

这一数据平台的受益者。该公司于

2019年3月投产的BM6是一台配备

整套维美德自动化系统、工业互联

网的远程诊断和大数据运行中心支

持的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的模

块化生产线，是中国目前幅宽最宽、

单机产量最大的瓦楞原纸生产线，

特 写 INTERVIEW

扫描观看维美德PointR演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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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没有割裂维美德与中国客户的紧密联系，公司与时俱进，率先在行业中推出网络

直播研讨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了“维美德流浆箱专业服务提高纸张品质”和“维美德

全球化服务与GL&V结合后在化学浆及纸张生产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方案”两期网络研

讨会，累计观看人次超千人，获得纸厂客户的好评。

纸机本身就具有稳定性高、产量

大、单耗低的特点。而这台巨无霸纸

机更让人惊叹的是，在投产不到一

年半的时间内，已经成功完成了两

次转产——2019年年中，受包装纸

市场影响，BM6第一次转产为全木

浆文化纸，并在9月份成功开机。在

疫情期间，文化纸市场下行压力大，

今年5月，BM6又迅速转产为全废纸

浆的瓦楞原纸。

这样大规模的生产线能够顺利

开机并两次平稳转产，就主要得益

于维美德大数据运行中心的支持。

维美德分布于全球的顶级专家通过

Valmet DNA系统，使用自主研发的

分析工具，基于MATLAB的算法，

对纸机转产改造提供数据分析，帮

助现场服务人员和客户提前布局，为

特 写INTERVIEW

博汇纸业BM6是一台配备整套维美德自动化系统、工业互联网的远程诊断和大数据运行中心支持的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的模块化生

产线，是中国目前幅宽最宽、单机产量最大的瓦楞原纸生产线。

43
Jun ., 2020  Vol.41, No.1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改造做好长期规划，出现问题时可

以快速应对。如今，像远程诊断、深

度状态检测、大数据运行中心支持

这些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在BM6

上已经运用自如，配合纸机上全套

的维美德自动化控制系统，使得纸

机的操作变得更加简单，这么大的

生产线只需要9个操作员工即可完

成。

2016年，朱向东在第七届中华

纸业浆纸技术论坛上曾对未来的造

纸行业做出过这样的憧憬：“在不久

的将来，（造纸）设备将会完全与工

业互联网基础设施配套，各种诊断

程序将会被嵌入各个工艺，与此同

时，将高度重视信息安全。通过这

种方式，一批智能化设备和工厂将

会进一步得到改进。”如今三年过去

了，维美德工业互联网在造纸行业

的应用已经进入实践深耕的阶段，

公司也在实践中将产品不断升级。

今年初，维美德面向浆、纸和板纸、

生活用纸及能源的生产商推出了一

种新型全方位数字驱动式工业互

联网方案——Valmet Industr ia l 

I n t e r n e t（维美德工业互联网，

V I I），该方案将先进的监控与预测

技术、高级过程控制（APC）系统、

动态过程模拟以及由维美德大数据

运行中心提供的远程服务融为一

体，可以大幅提升客户的效益。

发展有术——新中国区蓄势待发

过去几年中，维美德通过技

术创新、产业并购等方式不断巩固

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根据公司最新

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公司新

订单达到11.87亿欧元，同比增加

42%，创出新高；净销售额达到8.21

亿欧元，同比增长20%，公司所有业

务线的净销售额均实现增长，其中

中国、南美及EMEA（欧洲、中东与

非洲）成为支撑业绩快速增长的主

要地区。

据朱向东介绍，一季度新增订

单主要来自于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1

月份，要等到二季度和下半年，才能

真正反映出疫情对行业的影响。但

是这些已有的订单将保证维美德在

全球疫情期间，比竞争对手们更有

优势和抗风险的能力。

在疫情冲击下，中国乃至全球

制造业产业链的一些重要环节的研

发、生产活动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

特 写 INTERVIEW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这被看作是顶层为制造

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注入了一阵“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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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缺乏风

险抵抗力的企业将会加速退出，而

对维美德这样在能源和制浆造纸细

分领域中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

的产业配套，又具备供应链集成枢

纽作用的企业来说，未来的行业地

位和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维美德在过去十几年

里逐步完成了在市场的布局，并正在

为未来发展做了新的规划。4月8日，

朱向东出席了上海市政府举办的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

式，标志着维美德中国地区总部在

上海正式设立。此次维美德集团对

中国业务的重新整合后，维美德（中

国）有限公司作为业务模式集中调

整后的载体，将充分发掘和运用中

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并将更大程度

发挥地区总部的地理优势和人才聚

集优势。朱向东介绍到：“对我们自

身来说，公司内部定价机制会更加

优化，税务管理更加统一；对中国纸

厂客户来说，维美德的服务水平和

技术支持与过去没有变化，而且将

更具便利性。”

如今，维美德已经是行业内本

土化程度最高的外企之一，公司正

在为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做准备。

今年以来，维美德不但没有因为疫

情原因裁掉一名员工，而且每周五公

司都会通过公众号发布新的招聘信

息，上海、无锡、西安、广州……所

有的生产基地正在为行业精英敞开

大门。朱向东说：“人才培养是维美

德公司非常重要的战略措施，本土

化又是中国区发展的方向，在重要

管理岗位已经全部是中国人的基础

上，我们正在努力提高技术人才的

本土化。”据他介绍，与过去相比，

特 写INTERVIEW

常驻中国区的国外专家的数量在不

断减少，对国外技术需求的依赖程

度正在降低，实现技术能力本土自

给自足成为公司一个长远目标。“从

公司多元化建设和方便国际交流出

发，维美德中国区会一直保留一定外

籍专家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让本

土的技术人才尽快成长起来，能够

承担所有技术工作的职责，当然这

需要一个过程。”朱向东说，“这是

中国区所有管理人员的心愿。”

在我们采访前夕，维美德相继

公布了为广西金桂浆纸提供全球车

速最快的涂布板纸生产线以及为太

阳纸业广西北海浆纸厂提供超大型

文化纸生产线和碱回收锅炉的新订

单，两个项目都将采用维美德公司

提供的配备全球最先进工艺和设备

的生产线。在全球疫情影响面尚未

明朗的情况下，维美德与中国龙头纸

厂的新项目合作无疑将给中国造纸

业带来信心和希望。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Wi t h 

g r e a t p ow e r c om e s g r e a t 

responsibility)。”这是美国经典电影

《蜘蛛侠》中，主人公“蜘蛛侠”的一

句经典座右铭，作为超级英雄他承担

着拯救了世界的责任。而在“抗疫”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维美德中国

向全行业展示了集专业、创新、坚韧

和持续本土化于一体的“维美德力

量”，承担起了帮助中国造纸企业稳

定生产、降低疫情损失，共抗风险，突

围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责任！

上海市代市长龚正向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右)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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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全球生活用纸行业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呈稳定

的增长态势。2019年全球生活用纸消费量接近4000万吨，规模

已然超过了新闻纸，这在二十年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尽

管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生活用纸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同时伴随

着一些问题，比如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会持续多久？是什么力

量在推动行业的持续增长？而这些推动力量会不会因为某些因

素而改变？......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的当下全球生活用纸市场，

或是疫情过后的“后疫情时代”全球生活用纸市场的发展又将

呈现什么样的发展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采编部特别组织

了全球生活用纸专题，专题将分为上下两篇，为“全球视角下

的生活用纸市场”（全球篇）和“精彩各不同的生活用纸市场”

（地区篇），分别在《中华纸业》第11期和第13期刊登。

全球视角下的
生活用纸市场
⊙ 专题策划：本刊采编部 （执笔：宋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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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角下的生活用纸市场”，从目前全球生活用纸市场现

状、发展特点、发展趋势、未来方向等方面诠释了发展势头良好的

全球生活用纸市场，依然存在着困扰行业发展的几个难题，如原材

料价格的不稳定、电子商务的发展为生活用纸市场发展带来的不

确定性及大众越来越看重卫生纸产品可持续性指标等等。

2020年初爆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给各行各业均带来了或

大或小的影响，从疫情开始出现的前期，跟风囤积卫生纸的行为

便不止在一个国家上演，这足以说明卫生纸行业将不会在这场公共

卫生事件的后续影响中幸免。疫情究竟将给全球生活用纸生产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全球视角下

的生活用纸市场”，也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产品进行了分析。

全球生活用纸行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组成它的各个地区，而从

各个地区的生活用纸发展特点来看也是呈现出不同的精彩。即将在

《中华纸业》第13期上刊登的“精彩各不同的生活用纸市场”，从

欧洲、美洲、亚洲三个目前全球生活用纸最重要的地区阐述各自的

特点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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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活用纸市场现状与趋势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1  全球生活用纸市场规模

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市值约790亿美元（2018年），包括家用零售生活用纸（AT, A t- h o m e 

tissue）和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AFH, Away-from-home tissue）。

如图1和图2所示，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市值和销量都呈平稳增长态势，无论是家用零售还是商

用生活用纸市场都比较乐观。生活用纸行业的增长与全球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

善息息相关，虽然发达国家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增长潜力不大，但新兴市场的崛起不断为行业需

求注入新的生机，电子商务、直面消费者的DTC模式等多元销售模式的出现也刺激了生活用纸行

业的发展。

2  全球各地区生活用纸发展水平不均衡

如图3所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等差异，全球各大洲家用零售生活用纸市场发展

水平各不相同，其中由于人口优势以及新兴市场较多，亚太地区零售生活用纸销售额占全球总额

的33%，其次是北美、西欧、拉丁美洲、东欧、中东和非洲、大洋洲。其中西欧和北美市场发展较

为成熟，开发潜力相对较小，而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以及非洲的市场发展潜力最大。

亚太地区生活用纸市场规模巨大，其中东南亚是增长最快的市场，由于新兴国家较多，中产

阶级日渐庞大，未来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亚太地区生活用纸领域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随着中产阶级日渐庞大，各生活用纸品牌持续创新，希望通过更高质量的产品吸引中

生活用纸行业的增长与全球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息息相

关，虽然发达国家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增长潜力不大，但新兴市场的崛起不断为行

业需求注入新的生机，电子商务、直面消费者的DTC模式等多元销售模式的出现也

刺激了生活用纸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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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市场价值及预测

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图2  全球生活用纸市场销售量及预测

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高收入群体。

第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倾向于使用环保型产品，各生产商不断推出环保

型生活用纸。第三方安全认证是重要的购买标准，可以确保产品的安全问题，很多消费者表示愿

意花更多的钱购买安全放心的产品。

第三，亚太地区生活用纸企业不断扩充纤维种类，采用更多可持续的纤维，例如竹子和秸秆

等。

非洲生活用纸市场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是增长较快。如图4所示，作为发展水平较高的国

家，南非零售生活用纸销量明显高于其他非洲国家，其次为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坦桑尼

亚、科特迪瓦、加纳、乌干达、喀麦隆、埃塞俄比亚等。

非洲生活用纸领域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行业市场潜力大，除安哥拉之外，其他非洲国家都呈增长态势，预计到2023年，家用

零售生活用纸的需求和销售量都将增长。

第二，目前非洲人均用纸消费量低，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加上宏观经济逐步改善，以及行

业正致力于提高产品意识以及购买便捷程度，有助于生活用纸销量在非洲国家的增长。

第三，目前非洲市场还存在很大的风险，例如部分产品过于廉价，利润极低，以及经济、政治

等不稳定，都会导致消费者缩减生活开支，不利于行业发展。

图3  全球各大洲零售生活用纸销售额占比

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图4  非洲主要国家零售生活用纸销量与预测

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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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有品牌生活用纸零售市场在全球的地位

3  行业发展新趋势

3.1 自有品牌异军突起

在全球零售生活用纸市场，自有品牌市场份额占到

21%（图5），甚至超过了许多全球知名品牌产品。目前自有

品牌市场销售量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亚马逊推出生活用

纸自有品牌“Presto！”之后，许多电商平台也跃跃欲试，

试图通过设立自有品牌产品进一步利用电商平台。2018年

美国的自有品牌占据全国生活用纸零售额的27%，而西欧

的比重更大，而俄罗斯自有品牌卫生纸的份额在过去五年中甚至增长了一倍以上。未来，发展中

国家的自有品牌份额也有可能逐渐上涨，自有品牌销售方式灵活，善于创新，再加上电商和直接

面向消费者的经营模式，使其具有较为明朗的发展前景。

当前宏观经济疲软，经济恢复程度不均衡，性价比高的产品格外受到市场青睐。自有品牌善

于“走下去”，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相比传统优势品牌，自有品牌成本较低，价格优势较为明显。

因此，自有品牌的份额攀升给品牌产品制造商带来了很大压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优势

品牌产品就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传统优势品牌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在中高端等优势领域生产

更具附加值的产品，进一步挖掘固定客户群体的潜在价值。

3.2 新兴市场增长迅猛，中国仍将保持领先水平

全球卫生纸市场的增长前沿不断转移，随着西欧和北美市场日臻成熟，亚洲与非洲国家预

计将走在增长前列，需求和销量都将快速增长，包括印度、越南、肯尼亚、喀麦隆、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等国家。到2023年，中国仍将是世界上生活用纸销量最大的国家。

3.3 可持续发展是行业大势

随着全球对气候和环境的关注，以及纤维原料短缺问题被频繁提及，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关

注的焦点之一，行业都在努力发掘新材料的潜力，以及开发非木浆产品作为补充。西欧对于可持续

发展的关注程度最高，提及最早，因此消费者对于环保型产品的青睐程度也较高，不过由于这种意

识由来已久，而且品牌商已经普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以西欧市场反而需要寻求更多的亮点

吸引消费者。而在许多新兴市场，环保可持续型产品仍然是品牌商吸引消费者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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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决策的几个难题
⊙ Matt Elhardt

1  纸浆价格和行业非一体化的夹击

生活用纸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纤维原料成本是决定生活用纸和纸巾生产成本的最主要

因素，如图1所示。纤维原料成本占生活用纸生产总成本的67%，其次是能源，占16%。

在过去几年中，纤维原料价格暴涨，涨幅近50%。这对全球的生活用纸加工制造行业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其中非一体化卫生纸厂受到的影响最大。

此外，随着纤维成本的增加，采用传统技术的纸机竞争力也在下降。使用这种设备的纸厂

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预计其中一些纸厂未来将面临一定的压力，尤其在利润率方面。

那么，既然非一体化工厂受到冲击较大，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的纸浆厂没有进行一体化整

合呢？行业流程整合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浆厂的规模，一个标准化工厂需要10台卫生纸机才能

满足一条世界级的浆线规模，并与其相匹配。

更为复杂的是，世界上许多生活用纸工厂必须混合多种纸浆（包括针叶木浆、阔叶木浆和废

纸浆等），从而满足生活用纸产品性能的多重标准，必须购买本厂不生产的纸浆类型。如表1所

示，不同等级的卫生纸和纸巾对纤维原料种类的需求各不相同。

此外，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纸浆行业的不断整合；非集成化工厂市场份额逐渐降

当今的全球生活用纸行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给行业发展

带来一定困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是

挑战还是机遇？对于问题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

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心态，进而影响到企业领导的应对与决策。

专 题sPEcIAL

51
Jun ., 2020  Vol.41, No.1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低成本纸浆生产商正在增加对高成本国家的出口量；随着人们对替代

材料兴趣的增加，非木浆技术（如小麦秸秆制浆造纸）不断进步。

2  电子商务的趋势及影响

电子商务在零售业中的份额每年平均增长15%。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15年后市场规模将

相当于美国零售业的30%，甚至在全球一些电商渗透程度更深的地区可能更高。目前零售包装产

品（其中就包括生活用纸产品）在电商中所占份额仍然很低（图2）。

这就意味着，随着电子商务的持续增长，零售包装产品这一细分市场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具

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随着货物配送的增加，亚马逊也逐渐拓展配送服务，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同时

满足实体店和电商的需求，都推动了生活用纸在电商领域的发展。

由于生活用纸需要定期重复购买，而且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因此，生活用纸对于网络

零售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生活用纸产品为家庭提供了一个网购消费品的入口，让各家各户

养成网购的习惯。除此之外，各个电商也在大力推广自己的自有品牌产品。在美国，自有品牌的渗

透率目前已经达到约30%。在欧盟，自有品牌的渗透率更高，甚至占总市场规模的55%（图3）。

随着消费者的偏好与购买便利性的变化，传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知名品牌将可能受到

冲击。由于电子商务模式要比传统商店的库存成本降低90%，因此，传统店内零售品牌将受到冲

击。

3  新技术和新产能

在纸机选择上，全球范围内存在

很大的差异。例如对亚洲来说，亚洲纸

机数量占全球生活用纸市场约40%，但

与欧洲和北美的纸机相比，亚洲卫生

纸机平均产能还不到欧美纸机平均产

能的一半（图4）。

此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倾向

于使用传统纸机制造技术，美国和其

他少数国家在使用先进技术的新型卫

生纸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很多情况 图1  各生产要素占全球卫生纸厂平均总生产成本的比例

表1  各级别卫生纸和纸巾的多种纤维原料组合情况

卫生纸、面巾纸 超豪华型（商用高级别)

       高级型（商用优质)

       超值型

       经济型

纸巾、餐巾纸 超豪华型（商用高级别)

     高级型（商用优质)

     超值型

     经济型

纸张类别
阔叶木浆

份额

约40%～80%

约20%～60%

约0～40%

约20%～60%

约20%～50%

约0～20%

针叶木浆

份额

约20%～65%

约20%～60%

约0～40%

约0～60%

约0～80%

约0～60%

废纸浆

份额

约0～55%

约0～60%

100%

约0～40%

约0～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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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卫生纸机技术年龄与耗水量关系对比图3  美国和欧盟生活用纸自有品牌市场占比

图2  电商消费在各领域消费中所占份额对比 图4  全球各地区卫生纸机平均产能情况对比

下，先进纸机在产品的性能特点上有显著优势，同时纤维原料消耗较少，但能源成本较高，这也

是纸厂在选择卫生纸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中国生活用纸领域的快速增长也对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发展带来影响。过去10年里，中国新

增1000多台卫生纸机，但卫生纸消费总量仍然较低。随着消费财富和人口的增长，预计中国的卫

生纸消费将呈爆发式增长，行业可能还需要再增加1000台卫生纸机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4  可持续发展与水需求

预计到2030年，水的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的25%。多个行业中70%的企业领导都将水问题

视为其运营的实质性风险，甚至可能会影响业务增长和设施选址等因素。

在制浆造纸行业，对水的需求随着工厂和纸机技术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图5）。特别是在用

水紧张的地区，这可能会导致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需要升级到较新的机器设备。如果不能有效

解决用水问题，那么再先进的纸厂也会面临停产或关停的风险。

对于上述提到的几个生活用纸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既可能成为行业挑战，威胁行业发展，

致使行业决策者彻夜难眠；同时这也可能成为有利的商业机会，为行业领导所利用开发。因此，

这就需要企业领导充分理解这些问题及其潜在的影响，能够根据公司具体情况，认识到哪些问

题需要优先考虑，并且有能力在未来的市场变化中占得先机，从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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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WM公布的世界卫生纸项目

调查报告的分析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本文基于TWM（Tissue World Magazine）公布

的世界卫生纸项目调查报告（见表1），概括了2019年全

球卫生纸市场的主要投资项目和市场特点。卫生纸行业

是多个纸种中，为数不多的一直处于市场产能、产量和

消费量同时上涨的态势，即便是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或

者近几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卫生纸行业依然保持了较

好的发展态势。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们生活水

平的改善，卫生纸需求量在不断增长，而近几年卫生纸

生产商也提早洞察了卫生纸行业的发展需求，因此新项

目不断。即便是2019年在全球经济发展景气度不高的

状态下，全球的卫生纸项目虽然同比上一年数量上有所

下降，但总数也达到了101个。而在新项目大肆新建的形

势下，卫生纸行业的产能过剩也越来越多地被市场分析

师提到。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建项目的分布情况看，中国

市场依然是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力军，虽然中国经济增

长有所缓和，但2019年的卫生纸新建项目依然比2018年

的27个增加了8个项目，达到了35个。日本经济收缩，西

欧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与此同时，东欧、亚洲、远东

和非洲也出现了更为积极的发展。

1  全球：卫生纸新建项目数量有所下降，产能过

剩苗头显露

TWM的年度项目调查是基于世界各地工厂一年以

来积累的卫生纸产能数据的结果。它是所有主要卫生纸

地区生产战略的详细写照，包括消费、技术进步、原材

料成本、全新能源要素和持续的经济不确定性等动态，

与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相互联系。

从TWM的年度项目调查报告看，2019年全球卫

生纸新建项目的数量在2018年的基础上有所下降，从

2018年的115个下降到2019年的101个。从近几年的全

球卫生纸新建项目的数量看，自2014年达到历史高点之

后，随后的两年里项目数量持续下滑，但2019年的新建

项目数量更是六年里的新低。见图1。图1  2014～2019年，全球卫生纸新建项目数量变化趋势

2019年在全球经济发展景气度不高的状态下，全球的卫生纸

项目虽然同比上一年数量上有所下降，但总数也达到了101个。中国

市场的卫生纸新建项目数量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卫生

纸市场的主力军，而拉丁美洲、亚洲、远东和东欧正成为越来越重

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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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并找到一个更稳定的水平。

2  中国：卫生纸新建项目数量近几年有所下降，

但仍然是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力军

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大的卫生纸生产国，

而中国的卫生纸新建项目的数量也占据了全球新建项目

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图2。目前中国卫生纸的发展对全

球卫生纸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中国卫生纸消费

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趋势也增长显著，中国

卫生纸消费量近10年来增长43%，与美国仅12%的数字

形成鲜明对比。

近年来，虽然中国卫生纸市场的增速相对于前几年

来说有点放缓，然而，2018年中国的世界卫生纸消费量

在市场规模上超过西欧，并接近北美市场。

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有27个项目记录在案，

2019年项目数量有所增加，达到了35个；在2019年全球

卫生纸市场记录在案的101个项目中，中国将在2019年、

2020年和2021年启动35个项目。图3是近几年中国卫生

纸新建项目数量的变化趋势。从2019年中国卫生纸市场

的项目来看，APP集团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此前投资了

18台Intelli Tissue EcoEc 1600高端机器。由PMP提

供的18台卫生纸整机将安装在公司位于江苏如东的新

工厂。所有的机器都将采用相同的设计和制造理念，生

产11.5g/m2到22.0g/m2的卫生纸。

3  新兴市场：拉丁美洲、亚洲、远东和东欧正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地区

拉丁美洲、亚洲、远东和东欧的卫生纸市场近几

年发展较为迅速，也正在成为全球卫生纸市场越来越

重要的地区。巴西记录了4个项目，低于2018年的5个和

2017年报告的9个。印度尼西亚也有4个项目，而日本是7

个。

在全球范围内，未被发掘的潜力是巨大的，但其中

很多潜力都受到文化习惯的限制，即使在经济存在局限

的情况下。印度，这个巨大的未开发市场，不止一家的预

测机构都预测印度将来的卫生纸消费量将出现巨大的

增长，但迄今为止这种“井喷”式的增长还没有出现，

主要原因也与当地的文化习惯有关。

从全球的卫生纸市场看，因为前几年过度投资所

引发的产能过剩仍然是核心问题。产能过剩的直接原

因是对消费增长的预期。因为卫生纸市场属于生活消费

品的特性，使得卫生纸市场可以较少地受到经济下行的

影响，从而卫生纸生产商便一致对卫生纸消费增长作

出较好预期的判断，导致集中投资、过度投资的现象出

现，这其实也是一个经常性和可预测的事件。

宣布的产能扩张明显超过了市场的增长。与2018

年一样，这些机器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其中很大一

部分新的启动机器的宽度达5.6米，而且容量大幅增

加。据统计，2019年，新产能的投放量是消费增长的两

倍。主要产能关闭可能改善前景，但短期内只会略有改

善。

在消费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在某些情况下，消费强

劲增长得益于全球卫生标准的提高，产品质量的不断提

高……但有明显证据表明，贸易战、经济不确定性、老

化的机械正在被取代，工业4.0和5.0的创造力允许重新

图3  2014～2019年，中国卫生纸新建项目数量变化趋势

图2  2014～2019年，中国新建项目占全球卫生纸新建项

目比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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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要投资项目

国家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拉丁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俄罗斯

俄罗斯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泰国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越南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

亚洲

亚洲

玻利维亚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中国

中国

投资

NA

NA

NA

NA

NA

Onn mill

Fuji mill

NA

Apizaco

Mexico City

Mexicali

NA

NA

NA

NA

Kaluga

Yelabuga

NA

Burgo

NA

Prachinburi

Singburi

NA

Corlu

Abu Dhabi

NA

NA

NA

NA

NA

NA

Inola Oklahoma

Oklahoma

NA

Setif

NA

NA

Buenos Aires

Zarate

San Andres de Giles

NA

NA

NA

NA

NA

NA

NA

Rudong

Rudong

公司

NA

NA

NA

NA

NA

Marutomi

Marutomi

NA

Blue Tissue

Convertipap

Fabrica Papel San Francisco

Paperlera Reyes

Filar

MG TEC Industry

MG TEC Industry

Arkhbum Tissue

Hayat Kimya

NA

ICT Iberica

Klippans

Berli Jucker Cellox

C.A.S. Paper Mill Co.

Azur

Lila Group

Crown Paper Mill

Star Paper Mill

NA

NA

First Quality Tissue

Irving Tissue

Irving Consumer Products

Sofidel

Sofidel

Xuan Mai Paper

Warak

Paper Mill Investment（PMI）

Celulosa Campana

Celupaper

CMPC Zarate

San Andres de Giles

NA

NA

NA

Indatal Paper

Manikraft

OL Papers

Tangara Papers

APP

APP

PM No

5

2

2

2

6

2

1

NA

NA

NA

8

4

1

1

2

1

7

2

NA

11

5

1

2

2

NA

1

NA

NA

7

NA

NA

2

1

1

2

1

3

5

NA

NA

1

2

4

5

1

3

NA

26

25

新建/重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重建

重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重建

重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启动日期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2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0

2019

2019

2020

2019

2019

2019

2020

2019

2022

2019

2020

2019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20

2019

2020

2020

2020

2019

2020

2020

2020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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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要投资项目(续)

产能

/(t/y)

18000

29000

23000

46000

18000

22500

22500

107tpd

110tpd

35000

30000

27000

28000

30000

30000

60000

60000

25200

60000

110tpd

30000

30000

115tpd

60000

60000

139tpd

NA

NA

NA

NA

NA

70000

85000

NA

30000

NA

100tpd

23400

60000

30000

60000

60000

32000

32000

21000

19500

20000

34300

34300

2.7

3.3

2.8

3.5

2.5

2.85

2.85

3.5

2.7

2.85

2.8

2.8

2.8

2.85

2.85

5.6

5.6

2.75

5.6

3.2

2.8

2.85

2.7

5.6

5.6

3.6

NA

NA

NA

5.6

5.6

5.5

5.5

2.85

2.8

2.85

2.7

2.75

5.6

2.8

5.66

5.66

2.8

2.8

2.3

2.8

2.8

3.6

3.6

幅宽

/m

400

1300

1100

1800

1100

1500

1500

1700

2000

2100

2000

1700

1700

1900

1900

2000

2200

1700

1800

1850

1800

1850

1800

2200

2200

1780

NA

NA

NA

NA

NA

2000

2000

1300

2000

2000

1700

1300

NA

2000

2000

2000

1600

1600

1600

1300

1600

1600

1600

车速

/(m/min)

Kwanoe Zoki

Kwanoe Zoki

Kwanoe Zoki

Kwanoe Zoki Valmet

Kwanoe Zoki

拓斯克

拓斯克

瑞可达

A Cell

PMP

维美德

Hergen

Hergen

安德里兹

安德里兹

安德里兹

维美德

拓斯克

维美德

瑞可达

安德里兹

拓斯克

瑞可达

维美德

维美德

瑞可达

拓斯克

拓斯克

安德里兹

维美德

维美德

拓斯克

拓斯克

安德里兹

维美德

安德里兹

瑞可达

拓斯克

维美德

维美德

安德里兹

安德里兹

Hergen

Hergen

Hergen

Hergen

Hergen

PMP

PMP

供应商

BF-15 Towel

BF-15

BF-15

DCT135HS

BF-12

MODULO-PLUS

MODULO-PLUS

Crescent Former

IDEAL Master Tissue Machine

Intell-Tissue 2100 Advanced Turn Key Project

Advantage DCT 100 with ViscoNip press

New complete paper machine EVO 12 

New complete paper machine EVO 12 

Primeline COMPACT V

Primeline COMPACT V

Primeline TM W6-XT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MODULO-PLUS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Crescent Former

Primeline COMPACT V1-XT

AHEAD-1.5S

Crescent Former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Crescent Former

Twinwire

Twinwire

Primeline TAD

Advantage ThruAir

Advantage ThruAir

AHEAD-2.0L

AHEAD-2.0L

Primeline ECO

Advantage DCT 100 with ViscoNip press

Primeline COMPACT VI(ShoePress)

Crescent Former

MODULO-PLUS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PrimelineST W22-XT

PrimelineST W22-XT

New Crescent Former Machine EVO 16

New Crescent Former Machine EVO 16

New Crescent Former HCF 1225

New Crescent Former Machine EVO 12

New Crescent Former Machine EVO 16 ECO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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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要投资项目(续)

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NA

NA

NA

NA

NA

NA

NA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欧洲

法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意大利

意大利

投资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Rudong

江门

保定

保定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安徽

安徽

湖北孝感

湖北孝感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San Salvador

Sladki

Charavines

NA

Lalkua

OKL

OKI

OKI

OKI

Montoro inferiore (AV)

Botticino

公司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澳威纸业

保定雨森

保定雨森

中顺洁柔

中顺洁柔

中顺洁柔

中顺洁柔

中顺洁柔

中顺洁柔

泰盛集团

泰盛集团

维达集团

维达集团

宜宾纸业

宜宾纸业

宜宾纸业

宜宾纸业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Ala Doradas

Paloma Higienski Papirji

Global Hygiene

Drenk

Century Pulp and Paper

APP

APP

APP

APP

Cartiera Confalone

Cartiera della Basilica

PM No

  24

23

10

9

8

7

6

5

16

15

14

13

4

3

2

1

1

2

1

NA

NA

4

3

2

1

13

15

7

8

2

3

4

5

NA

NA

NA

NA

NA

NA

NA

1

NA

6

NA

2

NA

4

3

2

1

2

1

新建/重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启动日期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1

2020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21

2020

2019

2020

2020

2021

2021

2021

2021

2020

2020

产能/(t/y)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34300

17000

NA

NA

33565

33565

33565

33565

33565

33565

60000

60000

32000

32000

NA

NA

NA

NA

30000

70000

35000

NA

60000

60000

60000

18250

30000

65000

NA

120tpd

30000

41650

41650

41650

41650

32000

24000

专 题 sPEcIAL

58
第41卷第11期 2020年6月



表1  2019年全球卫生纸市场的主要投资项目(续)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2.8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5.6

5.6

3.4

3.4

NA

NA

NA

NA

2.75

5.6

3.5

5.6

5.6

5.6

5.2

2.7

2.8

5.6

2.8

2.8

2.8

3.7

3.7

3.7

3.7

2.85

2.74

幅宽/m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900

1900

1600

1600

NA

NA

NA

NA

1300

2000

2000

NA

NA

2000/1800

2000/1800

1100

2000

2000

1800

1850

2000

1700

1700

1700

1700

2000

1200

车速/(m/min)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Kwanoe Zoki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PMP

安德里兹

安德里兹

拓斯克

拓斯克

A Cell

A Cell

A Cell

A Cell

拓斯克

拓斯克

维美德

维美德

维美德

维美德

维美德

Hergen

维美德

拓斯克

A Cell

瑞可达

维美德

PMP

PMP

PMP

PMP

拓斯克

拓斯克

供应商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Intelli-Tissue 1600. 18’SYD and Yankee Cap

BF-1000S

Intelli-Tissue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Intelli-Tissue 1600 EcoEc Premium

PrimeLineST W8

PrimeLineST W8

AHEAD-2.0M

AHEAD-2.0M

IDEAL tissue machines

IDEAL tissue machines

IDEAL tissue machines with a 16’Yankee

IDEAL tissue machines with a 18’Yankee

TADVISION

AHEAD-2.0L

Advantage DCT 135 with ViscoNip press

Advantage ThruAir

Advantage DCT 200 with ViscoNip press

Advantage NTT 200

Advantage NTT 200

New Crescent Formet Machine-Smart Fit

Advantage DCT 100 with ViscoNip press

AHEAD-2.0L

IDEAL 1800S tissue machines

Crescent Former

Advantage DCT 100 with ViscoNip press

Intelli-Tissue 1800. 18’SYD,Double Press, Steam Hood

Intelli-Tissue@ 1800. 18’SYD, Steam Hood

Intelli-Tissue@ 1800. 18’SYD, Steam Hood

Intelli-Tissue@ 1800. 18’SYD, Steam Hood

AHEAD-2.2

MODULO-PLUS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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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活用纸消费发展趋势预测
⊙ Esko Uutela (Fastmarket RISI)

从全球来看，美国的人均生活用纸消耗量为25千

克，位居全球领先地位（图1），短期内仍不可撼动，但

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开发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世界生活

用纸消费年复一年持续增长，即使是在2008/2009年全

球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多数纸品非常不景气，但全球生

活用纸市场仍有所增长，尽管与前25年（1993年以来）

3.7%的年均增长率相比，仅增长了1.2%。

全球生活用纸发展迅猛，2018年，全球生活用纸

消费量达到3870万吨，2019年已经接近4000万吨的基

准；而回望1993年，消费量只有1550万吨，市场还很小。

而目前全球生活用纸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新闻纸，这在

20年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会持续多久？是什

么力量在推动着市场增长？是否会有某些因素（如其他

竞争性产品的出现等）在较长时期内改变这种良好的发

展前景？世界上哪些区域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长期来

看人均消耗量增长潜力还有多大？未来将会持续增长还

是逐渐逼近极限？

人均消耗量是比较先进地区对某种商品的使用情

况的常用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人均生活用纸消耗量不

超过5.2千克（2018年），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

异，例如北美地区的人均消耗量接近26千克，而非洲和

亚洲远东地区的人均消耗量却不足1.0千克（图1）。

人均消耗量的发展情况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读。

乐观地认为，在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人均用纸量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未来增长潜力巨大，欠发达地区生活用

纸消费的腾飞只是时间问题。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认

为生活用纸永远不会在所有地区普及，例如在工业化高

度发达的国家仍然是必需品，而在文化、宗教和生活习

惯不同的新兴国家，生活用纸只是一种小众甚至不受欢

迎的产品，未来也不会有大的发展。而较为中立的观点

近二十年来，全球生活用纸消费量和规模发展迅速，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

经济大萧条下，全球生活用纸依然实现增长，2019年全球生活用纸消费量已经达到4000

万吨。未来十年，预计全球生活用纸消耗量将达到5000万吨左右，但许多公司已经看到了

这一细分市场的吸引力，投资也随之扩大，造成了全球各地生活用纸市场竞争加剧，因此，

良好的行业前景也并不意味着生活用纸行业是一个十分容易涉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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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与其他产品或材料竞争相对有

限的产品之一。虽然部分新产品的出现也给卫生纸发展

带来了一定挑战，例如，在日本，以水和/或空气喷射为

基础的高科技马桶，带有几个附加功能，包括自动开盖、

音乐、臭氧除臭系统和小便器等，似乎对卫生纸的消费

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擦手纸方面，吹风式烘干机

和纺织品擦拭系统是纸巾的明显竞争对手。而在餐巾纸

方面，风吹式纸巾和纺织擦拭系统也给行业带来挑战。

而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在婴儿纸尿裤领域，虽然纸巾能

够赋予产品更多的硬度和稳定性，在高质量的产品中有

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在纸尿裤的结构中，带有超强吸

附剂的新设计已经有效地取代了传统的纸巾。

目前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仅在5千克以上，许多地

区仍有很大的潜力。虽然很难相信任何其他地区会达

到北美地区人均25千克以上的水平，但如果达到平均

10千克就能使全球生活用纸消费量翻一番，总量接近

8000万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

间。如果全球人口的增长继续以每年近1.0%的速度前

进，那么人口的增长将使最发达的地区——如北美等地

的生活用纸消耗量继续增加。

按地区来看，亚洲（不包括日本）、拉丁美洲和非

洲部分地区的潜力最大。中国最近是全球生活用纸消费

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为6.3千克，仍有很大

的未开发潜力。在亚洲远东地区的几个国家，生活用纸

的消费已经开始回升，甚至在印度也是如此，但由于起

步水平太低，要达到可观的消费水平还要较长的时间。

拉美地区似乎正在追随西方的消费模式，其增长前景很

好。即使是在非洲，我们也看到近几年来有几个国家的

生活用纸消费在持续增长。

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全球生活用纸消费将继续保

持稳健的增长态势，但年均增速可能会从目前的3.5%～

3.7%逐步放缓。

未来近十年，预计全球生活用纸消耗量将达到

5000万吨左右，而且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如果需求前景持续向好，那么未来的生活用纸前景是十

分美好的。然而，许多公司已经看到了这一细分市场的

吸引力，投资也随之扩大，造成了全球各地生活用纸市场

竞争加剧，因此，良好的行业前景也并不意味着生活用

纸行业是一个十分容易涉足的行业。

表示，生活用纸会逐渐渗透到新的地区，但由于地区生

活方式的差异，永远不会达到与最发达地区一样的使用

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通过观察近几十年的市场发展情

况，似乎最可能的结果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推动生活用纸消费的因素有许多，而人口增长和

经济发展无疑是两个最主要因素。虽然在发达经济体

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生活用纸消费的影响已经不

大，但在欠发达地区却成为发展的障碍。此外，经济发

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通常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

4000美元左右），生活用纸开始成为一种习惯消费品，

这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与生活用纸消费有了相当直接

的关系。

因此，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非洲和亚洲最贫穷

的国家，非生活用纸消费者的比例仍然很高。特别是在

穆斯林国家，宗教以及传统的卫生习惯——如印度的用

水习惯等，也在限制着生活用纸的使用。

生活用纸，尤其作为个人洁净用途的卫生纸（厕

图2  全球生活用纸消耗量发展趋势及预测

图1  全球各地区生活用纸人均消耗量（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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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全球生活用纸生产的影响
⊙ Bruce Janda (Fisher International)

值得庆幸的是，在新冠疫情开始时出现的生活用

纸短缺现象，随着后续供应链的跟进和消费者跟风囤

积行为的减缓，大多数地区的生活用纸短缺现象得到了

缓解。

然而，疫情期间，随着人们停止外出工作、外出就

餐和旅行等，家用生活用纸订单的增长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扰乱了市场的整体供应链节奏，影响了市场上生活用

纸产品结构的转变。

如图1所示，在所有生活用纸品类中，卫生纸（厕

纸）产能最大，占全球生活用纸总产能的58%，其中家

用卫生纸占51%，商用/公共场所用卫生纸仅占7%。

而疫情期间商用卫生纸需求的下滑并不足以弥补

家用卫生纸需求增长的差额，一方面是由于二者的尺寸

与款式不尽相同。商用卫生纸多用于酒店或人流量较

少的洗手间，通常是单卷包装，且张数较多。因此，有相

当一部分的商用卫生纸不适合家庭使用。在工厂或体育

场等大型场馆中使用的直径9英寸(或更大)的纸卷也不

适合家庭用途，而且其生产设备也不适合改良为家用生

活用纸生产线。因此，实际家用卫生纸产能仅仅略高于

51%，而低于58%。

家用和商用生活用纸产品的使用情况也因国家而

异，同样，要将商用卫生纸生产线转而生产家用卫生

纸，也要视特殊情况而定。例如，设计用于折叠面巾纸

和餐巾纸的生产设备不能转而生产卫生纸，商用擦手纸

生产线一般也不能生产卫生纸，因为二者所使用的原纸

或原材料都有差异。 

图1  全球生活用纸产能分配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图2  全球前十五生活用纸生产国产能结构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疫情期间，随着人们停止外出工作、外出就餐和旅行等，家用生活用纸

订单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的整体供应链节奏，影响了市场上生活

用纸产品结构的转变。随着疫情期间家用生活用纸需求的提升，许多工厂加

快了商用生产线到家用的转换，以生产更多的家用生活用纸，从而尽可能防

止严重的家庭供应链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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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全球主要生活用纸生产国的产能结构情况，显

示中国和美国家用和商用卫生纸产量所占份额最大。

图3主要展示了全球主要国家的家用和商用卫生纸

的生产情况，其中蓝色部分显示了每个国家的商用卫生

纸份额，黄色部分是家用份额。考虑到疫情因素，商用

部分是需要减少的份额。由图3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

的商用卫生纸份额较大，需要减少的商用产能也最多，

意大利排名第三。

随着疫情期间家用生活用纸需求的提升，许多工厂

加快了商用生产线到家用的转换，其中有些工厂是五天

或两班制，可以增加兼容转换设备的人员配置，以生产

更多的家用生活用纸，从而尽可能防止严重的家庭供应

链中断。

除了需求中断外，纸厂和分销链工人的感染问题

也是潜在影响因素。

图4显示了全球主要卫生纸生产国每100万人的病

毒感染率。美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俄罗斯和加拿大

感染率较高，感染率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可能也会

受到一定影响。

图5显示了对每个国家影响的严重程度，折线表示

感染病例导致死亡的百分比。不难看出，意大利、印度

尼西亚和英国的感染病例导致死亡的百分比在最主要

的生产国中是最高的。

图6展示了报告的感染病例中已经康复的百分比情

况。中国、德国和加拿大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预计，随着

痊愈病例百分比的增加，以及供应链上的工人免疫力的

提高，生产风险将会逐渐降低。

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地区的卫生纸供应链短期内

会出现一些小的中断，毕竟行业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度过

这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病。

图3  全球前十卫生纸生产国产能结构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图4  卫生纸主要生产国疫情感染率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图5  卫生纸主要生产国疫情死亡率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图6  卫生纸主要生产国疫情恢复情况

来源：Fish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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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持续传播给全球金融市场、人员聚

集和多个行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目前各国受疫情影响情

况不同，但都对遏制疾病蔓延作出了相应的努力。由于

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改变，造纸行业也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卫生纸、纸杯、清洁习惯等。

由于国际性人员流动容易进一步扩散疫情，目前全

球主要的现场聚集性行业贸易活动都已延期，例如马德

里FESPA Global Print Expo、亚特兰大PaperCon 

2020等国际性展会及会议等延期举行；3月初，林业公司

Weyerhaeuser临时关闭了其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总

部办公地点，700名员工中的许多人不必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上班。

疫情也造成全球制浆和造纸贸易的阶段性中断，中

国疫情最严重时期，从中国进口资源的不足致使印度成

为了备选国家，从而导致印度国产铜版纸价格上涨，而

随着原料供应量的减少，该国的小型生产商正在努力满

足包装需求。

此外，原材料不足的同时，运输手段也有所减少。蒙

特利尔银行的报告显示：疫情严重时期，集装箱在中国

港口暂时搁置，集散周期延长，致使集装箱极缺，所以

林产品及相关行业正展开一场运输集装箱“争夺战”，

往亚洲的出境运费迅速上升。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方面，最引起大家关注的问题之

一就是卫生纸在全球范围内的抢购。在中国疫情爆发

时期，日本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卫生纸抢购。不久之后，澳

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出现抢购热潮。

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纸巾产品消费国，美国居民

也正急着批量购买卫生纸。根据股票表现和盈利情况，

零售巨头获利明显，沃尔玛和Costco等大型商超从中受

益。

Costco首席财务官Richard A. Galanti在3月5日

的电话会议上表示：“过去9天左右的工作仍然忙碌，现

在每天都在进货，但是鉴于某些关键货品需求的增加，

库存仍然不够用。过去一周，购物频率和销售水平都很

高，这种情况不仅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都有发生。”不

过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受到消费者大量囤货的影响，

并不代表卫生纸的真正短缺。

临床心理学家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接

受美国CNN采访时表示，有许多原因导致人们争先恐

后地购买卫生纸，其中之一是人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当

人们被告知危险即将来临，但是您要做的就是洗手，这

一应对方式似乎与疫情的威胁不太相称。除非人们得

到官方承诺，否则人们会认为有必要提前准备大量卫生

纸，因此没有官方承诺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增加这些可能

性。

突发的购买高峰引发了生产高峰。生活用纸及护

理用品企业Kimberly-Clark在美国南澳大利亚州

（South Australia）的Millicent工厂正在提高产量，

经理亚当·汤普森（Adam Thompson）表示，该工厂

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生产高峰，不过一旦消费者意识到他

们可能反应过度，消费量就会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只

是消费者提前提出购买意愿，希望确保自己家里有足够

的必需品库存，例如面巾纸和厕纸，但是疫情之后购买

量有可能会回落。

除了卫生纸，人们对纸杯的需求会增加，因为星巴

克和Dunkin’s Donuts都已暂停了允许顾客携带个人

可重复使用的杯子进行购买的计划。根据最近的数据，

Dunkin’s Donuts和星巴克合计每年销售约80亿份饮

料。

⊙ 美国费雪国际公司（Fisher International）

疫情对全球卫生纸和纸杯纸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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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未来商用手帕纸需求的潜在影响
⊙ Bruce Janda (Fisher International)

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新常态下，未来公众对于洗手的需

求可能会显著增加。本文将探讨当全球性疫情结束，复工复产全面开启时，纸巾生产和销售可能

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1  公众洗手行为的转变

此次疫情给行业带来了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即关注清洁和通过避免接触受污染的表面预防

疾病传播。虽然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疫情，但是诸如SARS、MERS、ZIKA等疫情只在全球范围

内产生了区域性影响，虽然埃博拉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也并没有造成如此大的全球性影响力，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可能会显著改变个人的洗手行为。

因此，商业或公共场所用纸巾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未来纸巾的需求量还会大大增

加。

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新常态下，未来公众对于

洗手的需求可能会显著增加。仅仅在洗手方面的一小步转变就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需

求，手帕纸需求量有可能增长10%，是两台新的大型卫生纸机的产能总量。如果今后人

们对公共设施和毛巾的利用率发生重大变化，手帕纸的需求还将增加30%（需要近6

台新的卫生纸机），而这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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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商用手帕纸产能分配情况

图2  美国商用手帕纸质量水平分配情况

图3  美国商用手帕纸纤维材料分配情况

图4  美国商用手帕纸制造技术

目前，对于洗手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洗手，第二，愿意洗手的人也很少在

规定的时间内正确地洗手。

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200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上完

厕所后洗手的比例，女性为83%，男性为74%。此外，英国的一项在高速公路服务站的洗手间里进

行的研究，利用电子感应器来测量人们洗手的依从性，发现65%的女性和35%的男性都洗手了。 

人们不洗手的原因有很多。在医疗环境中（每次与病人互动后都要洗手）勤洗手要比在食品

加工中更难，因为食品加工是连续工作。经常洗手可能会刺激皮肤，引起局部感染。公共洗手间

并不总是很干净，有的人在洗手池前不做停留，就尽量快些出去。

虽然我们暂时并不能确定疫情之后的具体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肯

定会有一些永久性的改变。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肥皂和水可以消灭病毒，不需要抗微生物添加剂。手部消毒液有一定的

功效，但并不能完全去除脏东西或杀死其他耐药性病菌，如胃肠道诺如病毒等。

所以，行业人士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如果这场大流行病导致洗手习惯和频率的改变，如

果餐厅、酒店和长途服务区餐馆的顾客都要求改善卫生设施，如果人们在接触公共扶手和按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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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美国商用手帕纸产能增长情况

开始洗手，如果更多的人在到达目的地

或在路上吃完饭、喝完饮料后，都会去

洗手间洗手，如果以上洗手习惯真的全

部改变了，我们的手又该如何擦干呢？

行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转变？

擦手时，除了擦手纸之外，还有两

种常用的替代品，一种是毛巾（通常在

家里用的），另一种是公共厕所里常见

的风干机。其实许多人并不乐于使用空

气干燥器，那为什么业主和物业要安装

这类烘干机呢？这要归结到空间利用率

上，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存放纸巾，避免使用后的湿纸巾垃圾的存放，便于后期清理。

平心而论，现在的空气干燥器已经有所改进。目前已经出现了几款带有高速空气的干燥器，

可以在10秒左右的时间内成功吹干手。空气干燥器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了纸巾的消耗，但是也同

样提高了电耗。如今，疫情已经让卫生和洗手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的首要问题，然而空气能烘干

机容易造成交叉污染，这就恰恰失去了洗手的作用。

2  后疫情时代产能趋势

图1显示了全球前四大商用手帕纸生产国的生产情况。截止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生产的商

用手帕纸占到了全球总产能的57%。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测试案例，对大流行病过去后的潜

在需求变化进行建模。

美国的手帕纸种类很多，如图2和图3所示，略低于四分之一的手帕纸是未漂白的棕色低价

产品，其他为漂白高质量产品，此外，约有85%的手帕纸是由回收纤维制成的。

图4显示，在美国使用的手帕纸中，几乎25%的手帕纸是用TAD或其他某种形式的先进卫生

纸技术生产的，以提高柔软度和吸水性。随着楼宇业主和管理者试图为重要客户提供升级版的

服务，这一趋势不断增长。这包括了美国州际公路系统中的大多数服务站。

2007～2019年，美国手帕纸产能以6.5%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增长。图5所示的产能新

增量包括了这一时期内的手帕纸品类变化、改造和新产能等。

受此次疫情的影响，仅仅在洗手方面的一小步转变就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需求，手帕纸需

求量有可能增长10%，是两台新的大型卫生纸机的产能总量。如果今后人们对公共设施和毛巾的

利用率发生重大变化，手帕纸的需求还将增加30%（需要近6台新的卫生纸机），而这一切都是很

有可能的。

预计此次新冠疫情对生活用纸企业的潜在影响非常大，至少未来商用手帕纸市场会有所转

变，生活用纸生产企业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改进自身的产能结构，为其在公众健康方面的作用感

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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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观察：进口木浆现货市场何时走出泥潭？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2020年春节以后，市场行情超出业者预期，进口木浆现货市场进入长期的震荡整理阶

段，虽曾在4月份因外盘上涨、港存下降而出现短暂的回升，但最终因悲观预期主导市场而步

入震荡下行阶段，那么市场何时能走出泥潭，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中？ 

目前进口木浆现货市场处于震荡下行通道中，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进口针叶浆、阔

叶浆价格月内累计下跌50～250元/吨，本色浆价格累计跌100元/吨，化机浆价格累计跌150～

200元/吨。上期所纸浆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月内震荡下行100元/吨，5月28日最新收盘价4412

元/吨，期现基差收窄至62元/吨。（见图1、图2）

卓创资讯分析认为，进口木浆价格承压下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处于通缩周期中，面临

的压力更加复杂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突发疫情打乱市场节奏，下游需求偏弱，市

场主动去库速度迟缓，供需矛盾凸显。

图1  2019～2020年中国进口木浆现货价格走势图 图2  上期所纸浆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格走势图

目前，进口木浆现货市场处于震荡下行阶段，市场何时能走出泥潭，恢复

到正常的轨道中？卓创资讯分析，进口木浆市场处于较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中，

短期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而疫情暂未出现拐点、中国进口木浆外盘二季度持续

下探、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增加进口木浆成本等均

加重市场看空预期，预计短期浆价承压继续下滑，行情最快或在三季度末四

季度初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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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浆厂检修对市场影响有限，中国木浆供应充足

供应主要从国内外产量、进口、主要国家出口到中国情况来分析。首先看浆厂排产方面，

国内外浆厂均有检修，其中国内亚太森博、王子、金海浆厂检修影响25万吨阔叶浆供应量，国

外APP OKI、Domtar Dryden、Arauco、West Fraser、Canfor等浆厂因疫情、缺水、木片

紧张等多方面原因进行检修，国外浆厂检修在针叶浆减量方面影响较为明显。

其次看进口方面，1～4月中国纸浆进口量988.30万吨，同比增长28.75%；针叶浆、阔叶

浆、本色浆、化机浆累计同比均有增长，其中阔叶浆、本色浆同比增幅最大，分别为33.93%、

40.13%，针叶浆同比增幅最小，为12.37%。

最后主要国家出口到中国量进行间接验证。主要国家出口到中国量较平稳，后期中国进口

木浆供应量充裕，尤其是阔叶浆方面，4月份巴西、智利出口到中国的阔叶浆量较3月份分别增

加1.33%、62.56%，预计6月份中国进口阔叶浆到港量相对充足。针叶浆方面，一季度智利、加

拿大、俄罗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针叶浆量同比分别下降22.05%、35.41%、19.73%、15.10%，

叠加国外浆厂的检修情况，预计后期针叶浆到货增量有限。

卓创分析，短期中国木浆供应量充裕，而国内阔叶浆、国外针叶浆厂家在成本线附近操

盘，若行情延续低迷，市场或加快主动去库存步伐，后期供应量边际或有减少。

2  中国主要地区及港口库存去化速度迟缓，打压浆价

港口库存方面来看，5月份中国港口库存出货速度较前期有下降，其中北方港口日出货量

在1万吨以内，低于正常水平0.3万～0.4万吨，而到货量高于正常水平3万～10万吨，5月底纸浆

库存较4月底增加2.07%。6月份常熟港预计到货40万吨，青岛港预计到货30万吨，处于正常水

平之上。

卓创分析，目前市场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但库存去化速度受需求制约，下降迟缓。

3  内需、外贸皆受创，纸浆消耗速度放缓

需求方面来看，下游终端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原纸市场低价竞市，而外贸出口亦受阻，

铜版纸、双胶纸、白卡纸出口环比下降7.13%～16.93%，1～4月累计出口量同比下降11.07%～

18.46%，纸厂开工负荷受限，其中生活用纸行业开工负荷较上月下降5.59个百分点。纸厂纸浆

消耗速度方面，叠加前期纸厂纸浆库存备货周期较长，短期纸厂对高价外盘、现货接受度偏

低，进一步打压浆价。

4  卓创资讯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进口木浆市场处于较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短期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而疫

情暂未出现拐点、中国进口木浆外盘二季度持续下探、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汇

率贬值增加进口木浆成本等均加重市场看空预期，预计短期浆价承压继续下滑，行情最快或

在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有好转。但亦需关注疫情、国外浆厂突发或延长检修、其他大洲需求恢

复速度、经济环境等带来的变量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长期来看，伴随着后期浆纸一体化进程加快，造纸原料结构、产业链结构的不断优化、

需求边际好转，叠加期货的金融服务实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中国木浆行业话语权有一定程度

的倾斜，纸浆行业将回到正常的轨道中，行业将会保持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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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纸企涨价？但似乎有些吃力？
⊙ 隆众包装纸分析师  刘彤彤  

近期，浙江景兴宣布上调高强瓦楞纸价格，随后广东理文也宣布涨价通知。两

家企业发布涨价通知后，便引起了不少行业人士的观望，这意味着大行情即将到来？

还是只是低迷价格的试探？为此，隆众资讯专门对市场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数据

显示，隆众资讯认为：本次景兴、理文调价是对低迷价格的试探，并不是大行情的到

来；后续仍需多关注纸企订单出货、库存以及二三级厂拿货情况。

5月19日，浙江景兴高强瓦楞纸上调50元/吨。广东理文高瓦也发布涨价通知，涨价50元

/吨，这是自5月7日玖龙、理文等多家纸厂涨价近半个月来，包装原纸市场的第二次发布调涨

信息。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浙江景

兴、广东理文调涨后，其他纸厂并

未紧跟市场步伐，而是继续保持稳

定。本次调涨市场竟然没有任何反

应？那笔者就要对此发出疑问了，景

兴、理文的这一波涨价信息，是意味

着大行情即将到来？还是对低迷价

格的试探？

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瓦楞纸

价格情况。根据图1可知，我们对比
图1　2019～2020年瓦楞纸均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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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与2020年瓦楞纸价格走势，

2019年瓦楞纸价格走势先微浮上调

后持续下跌，并在2019年8月降至

年内最低点3200元/吨。而2020年

上半年瓦楞箱板纸走势是呈现强倒

“V”走势，在3月初达到高位后持

续下跌，并在5月初达到最低点3047

元/吨，目前瓦楞纸均价在3050元/

吨附近徘徊。那么从2019年瓦楞纸

价格走势对比来看，我们认为目前

的价格是今年纸价的最低点。

那么此番涨价消息为何无法带动市场向好呢？接下来，我们从成本面、下游需求、业者心

态来展开分析。

成本面上：2020年自4月份后原料废纸始终在1800～1900元/吨波动，因价格处于近年来

的低位水平，打包站出货多根据纸企到货量、库存、自身利润等方面进行适当调价。因废纸价

格频繁波动，致使废纸价格一度沦为纸企间博弈的工具，那么在废纸供应链稳定、下游需求

不振的时候，只有纸价影响废纸价格，没有废纸影响纸价，因此废纸成本面对原纸支撑十分有

限。

下游需求面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共增加8万亿元左右，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也就是说，2020年前三个月，每日有700亿元居民存款涌向银

行。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国内市场需求不济，虽3月份预计此事件好转后，会出现报复性消

费，但事实与数据证明，报复性消费并未如期发生，目前终端市场需求缓慢进行，下游二三厂

订单刺激不足，那么原纸价格快速回涨几无可能。

业者心态：据隆众资讯数据调研显示，75%的受访企业对后市持观望心态，企业目前超

过25%对后市持看跌心态。见图2。因价格现处于低位水平，想要涨价还是比较困难，目前企

业多根据自身订单、库存、利润等方面进行调整；而且从近期纸企的反应来看，规模纸企对于

价格的影响力也已经到了近年来最小的时候，个别造纸厂调价信息，已很难影响到大的市场

行情。

因此，隆众资讯认为，本次景兴、理文调价是对低迷价格的试探，并不是大行情的到来；

后续我们仍需多关注纸企订单出货、库存以及二三级厂拿货情况。 

图2　国内部分纸企对后市走势预测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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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减少

2019年底浙江富阳腾退约150万吨白板纸产能，2020年初国内白板纸产能约1030万吨。

因整体产能减少，2020年1～5月份白板纸产量和产能同比均下降，其中2～3月份产量下降除因

产能减少外，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较大，春节后纸企开工延期，3月份陆续复工复产，4～5

月份供应逐渐恢复正常。据隆众资讯调研，2020年1～5月份白板纸产量约283万吨，同比减少

约20.06%；开工率约61%，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见图1。2020年底将继续腾退剩余白板纸产

能约120万吨，因此业者对于此部分缺口关注度提升，春节后，尤其是二季度，供应面发生明

显变化，5月份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投料出纸，据了解，目前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均有设备在技

改，预计近月可投料生产，月度供应

量将增加5万吨。并且四季度及明年

仍有新项目将投产，海外项目受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预计投产时

间延迟至今年底。见表1。

2  需求下滑

1月下旬，随着公共卫生事件

预警升级，春节假期间各类聚会

取消，公共场所关闭，各行业消费

产需齐降，内需是关键
2020年1～5月白板纸供需分析

⊙ 隆众包装纸分析师  赵泽慧  

受春节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双重影响，2020年1～5月，白板纸产量和需求量

双双同比下降明显，另外，随着浙江富阳白板纸产能腾退、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

口及限塑令向禁塑令升级等，白卡纸供应扩张态势加速，仅广西地区将新增500

万吨白卡纸产能，因此部分企业今年开始加大低克重高松厚度白卡纸生产量。

因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出口通道关闭，导致纸企库存居高不下，因此目前

如何进一步打通内需市场是生产企业销售环节的关键。

图1　2019～2020年白板纸产量及开工率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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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同程度减弱。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年1～4月白酒产量

242.7万千升，同比减少12.35%；

软饮料产量4460.5万吨，同比减

少17.11%；四大家电产量14816.3

万台，同比减少21.17%。据隆众资

讯不完全统计，2020年1～5月份白

板纸消费量约247万吨，同比减少

27.57%。见图2。目前以内需订单为

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元，同

比下降7.5%，降幅比上月收窄8.3个

百分点。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6758亿元，同比下降16.2%。随着

学生复学范围扩大，内需向好，出口

暂无明显改观。

3  替代品竞争加剧

随着浙江富阳白板纸产能腾

退、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口及限塑

令向禁塑令升级等，白卡纸供应扩

张态势加速，仅广西地区将新增500

万吨白卡纸产能，因此部分企业今

年开始加大低定量高松厚度白卡纸

生产量。200g/m2此类白卡纸可替

代250g/m2白板纸，目前此部分月

度供应量最高可达15万吨，部分企

业6月份将开始接单生产185g/m2此类白卡纸，可替代230g/m2白板纸。5月份华东地区200g/

m2白卡纸出厂价4410元/吨，250g/m2白板纸出厂价3612元/吨。

4  白板纸承压下降

2020年1-5月白板纸价格走势大涨大落。春节后随着大部分纸企复工延迟，白板纸价格

快速直线上升，而随着需求端恢复缓慢，供应恢复后价格开始大幅回落，4月下半月回落至涨

价前水平，而因出口通道关闭，华南纸企库存居高不下，北销意愿增强，开始降价引流，带动

白板纸价格下滑。5月下旬华南纸企再度下调150～200元/吨，北方纸企库存压力不大，暂无跟

进，隆众预计5月底国内250g/m2地龙类白板纸均价约3660元/吨，同比下降11.45%。隆众预

计6月份白板纸价格走势仍然偏弱，主因出口无改善迹象，华南纸企库存居高不下，但随着个别

纸厂发函提价，市场看跌心态或有改善，转为观望，重点需关注技改项目及替代品的供应及价

格走势。

表1　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部分项目预计投产时间推后

国内

海外

产能

/万吨

30

70（一期)

200（一期)

企业

浙江华天再生资源

新胜大（马来西亚)

春胜（柬埔寨)

预计

投产时间

2021年

2020年

2020年

图3　2019～2020年250g/m2地龙类白板纸价格走势

图2　2019～2020年白板纸消费量对比

市 场MARkET

73
Jun ., 2020  Vol.41, No.1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聚焦“一带一路”

太阳纸业海外项目安全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 郭庆平  高恩虎（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编者按：有人说“安全不分国界，生命不分种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安全管理是相通

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生产生活以及人员的安全健康。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就会

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不同。如果海

外企业安全管理做不到“本土化”管理，不可避免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影响我们在当地的正

常经营活动和生产生活。做好海外安全管理，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

重要体现。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5月出版的第9期《中华纸业》，集中发表了“控‘疫’时期的安

全生产”系列专题文章。本期我们将分享太阳纸业老挝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上的

安全管理实践。

——论如何落实海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019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前
中）率多名政府要员莅临太阳纸
业控股老挝有限责任公司考察，
公司董事长李洪信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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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企业主体

责任主要包括安全责任到位、风险管

控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应急管理到

位等“四个到位”，各个方面又有若干

分支责任。从安全生产法上看，“四个

到位”前呼后应，互为一体，辩证统

一，目标都是企业是自身安全发展的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

应。众多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到“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建设当中。太

阳纸业2008年开始进驻老挝；2009年

与老挝政府签订《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发展合同》，在老挝沙湾拿吉省投资

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2010年公

司全资子公司太阳纸业控股老挝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太阳纸业老挝“林浆

纸一体化”项目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开启了太阳

纸业与老挝人民打造命运共同体、共

同创造美好幸福未来的新篇章。

随着公司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

海外建设项目不断增多，也对海外安

全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走出去”是

方向，“走得稳”才是根本。海外安全

生产无小事，事关对外投资合作业务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走出去”战

略的顺利实施，事关国家形象和双边

关系。从安全生产法上可以看出，企

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既是落实安全生产法

的需要，也是公司发展的需要，更是对

员工生命保障的需要。太阳纸业老挝

公司坚持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秉承“以

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在充

分识别驻在国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按照“孰高就

孰”的原则，从严做好海外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认真落实海外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海外企业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不断加大海外安全生

产投入，建立完善海外项目安全管理

体系，不断提高海外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确保海外企业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主体责任者。现结合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主题，立足太阳老挝公司

安全管理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就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谈几点做法。

1  确定安全生产目标，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

公司制定安全生产目标基于安

全方针和安全承诺，建立起与国际惯

例接轨、符合当地要求的安全管理体

系，符合我国和老挝国家地区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企业的发展

现状，考虑本单位的重大风险、可选的

技术方案、财务、运行和经营要求以

及相关方、员工的保护等因素。

责任落实是安全生产的灵魂，抓

安全生产工作，关键是狠抓安全生产

责任制的落实。公司内层层签定安全

生产责任书，制定各类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真正做到

了一级抓一级、逐级落实责任的安全

生产责任追究格局。坚持做到“抓住

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层层

郭庆平 先生

太阳纸业安监部经理，全国注册安全工程

师，山东省轻工业协会特聘安全专家，济

宁市政府安全生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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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责任，建章立制，把安全生产责

任分解逐级延伸落实，把安全生产的

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

个人。强化车间部门安全第一责任人

制度，实行“谁管理、谁负责”，“谁组

织、谁负责”，“谁安排、谁负责”，“谁

实施、谁负责”的安全责任保证体系，

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与人员奖

惩、职务调整、收入分配相挂钩，把各

项要求切实落实到位。安全压力逐级

传递，安全生产人人重视。严肃安全

生产责任追究，对有人员责任的安全

问题，继续推进连带责任考核，按照

“四不放过”原则，严肃追究相关人员

的责任。

2  强化安全培训落实，创新安全

培训模式

严格组织教育培训。一是设立全

员教育培训体系；二是提升重点岗位

人员安全生产素质；三是提升安全教

育培训质量；四是严格培训质量评估

和考核。公司全面落实“教育到岗位”

工作要求，各级管理人员落实参与安

全教育培训，做到安全教育培训100%

覆盖，使员工具备“我懂安全、我能安

全”的素质和能力，提高岗位自主保安

的能力。

公司大多数外籍员工来自偏远山

区，文化程度较低，没有接触过安全理

念，安全意识欠缺，有些时候对安全

管理存在抵触情绪。教育培训工作受

翻译水平的限制，存在懂得专业不会

中文，会中文不懂专业，进行专业性培

训教育难度大。语言沟通障碍也是制

约安全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公司因

地制宜推行符合国际标准和当地文化

习俗的安全管理培训，改变传统的直

接培训的方式。充分结合现场实际，

因材施教，培训教材编写力求文字简

明扼要，考虑外籍工人理解能力，采

取安全作业与违章作业图片对比的方

式，简单直观，外籍员工看后能理解怎

样正确操作，分清哪些是违章行为，

对事故案例分析理解印象深刻。工作

中采取逐步推进、潜移默化、转变观

念、改变行为的方式，将公司的安全

管理制度、安全理念、先进经验等耐

心地指导，不厌其烦地灌输，实现从排

斥—接受—理解—执行的过程，使其

从本质上能够实现安全意识的自我提

升。同时本地化推进过程中，坚持“走

出去、引进来”的思路，更多地引进当

地优秀人才参与安全管理，担当管理

岗位，充分发挥当地人的优势，对优秀

外籍员工加强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培

训，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中方管理人员语言沟通方面的

障碍。逐渐减少中方人员比例，规避与

减少安全风险，也是我们在今后工作

中要重点开展的方向。

3  紧紧抓住“风险管控”的牛鼻

子，实现本质化安全

“祸起于细微，疾患于所忽”，

要做到防微杜渐，不出任何事故，必

须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

状态。公司大力推行风险管控举措，

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要求人，用规

程指导人。在安全生产管理中，推行

超前控制，做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

树立“违章就是事故”的观念。针对不

同时期员工的思想动态和安全工作的

新问题、新动向，耐心细致地做好员

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齐心协力地搞好

安全生产。

风险在一线、隐患在现场，以班

组建设为重点，强化岗位风险管控，

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班组自控10项举

措。将风险控制在隐患之前，将隐患

控制在事故之前，树立标杆、开展交

流观摩、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并持续

放大班组风险管控安全效应，将风险

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将

表（隐患排查表）、书(作业指导书)、规

（规章制度）有机融合，做到有依据、

可操作、抓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与教

育培训相结合，对于风险和隐患，做

到月度会议曝光、安全例会剖析、班前

会讲解教育，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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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要防范于未然；风险分级管控

与应急演练相结合，提高综合演练、专

项演练、现场处置演练效果，更加注

重现场风险所对应的现场处置卡的演

练，提高一线临场处置能力。

加强危险作业过程管控，把管理

人员到岗到位纳入生产控制流程管

理，坚持按照公司危险作业分级管理

和班组风险管控作业指导书要求，严

格执行各级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制度。

强化安全生产全过程管理和监督，认

真执行作业前危险点分析、作业中检

查考核和作业后安全评估。从思想的

源头、行为的细节提升防控意识，牢

固树立红线意识，使安全责任意识入

脑入心，实现“安全管理零死角、安全

监督零盲区、安全举措零空白”，真正

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4  以“大安全”理念，筑牢应急

管理“防护网” 

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

常存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

事件、社会公共安全等四种突发事件

类型的风险。针对不同类型突发事件

和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确定启动条件，

建立分级启动机制以及突发事件的现

场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和现场恢复以

及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并逐步完善应

急物资储备机制，采取区域规划、分

级储备、分类管理，逐步完善应急物

资储备体系。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行公司

主要负责人对应急管理工作负全面责

任，分管部门领导对分管业务范围内

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全员参与的应

急管理工作格局，把应急管理工作贯

穿在日常工作部署、生产经营活动中，

并结合老挝地区特点制定应急预案，

明确在事故（事件）发生前、发生过程

中以及发生后，谁负责做什么、何时

做、怎么做，以及相应的策略和资源

准备等。通过与老挝当地政府有关部

门、公司所在社区和相关方开展工作

联系，形成全员参与、齐抓共管、企地

联动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

应急管理工作从风险管控上做

文章，在应急准备上下功夫。做实应

急演练，不搞花架子。“演”救援经

过、现场氛围、设备使用、职责分工；

“练”安全警觉、反应能力、现场指

挥、应急预案。反复演练论证过的救

援程序，在平时演练中关注演练中暴

露出来的问题，确保各个环节在应对

突发事件时有序运转。公司成立应急

急救小组，搜集了相关急救专业知识，

完善组织架构分工，培训人员，配备

急救物资装备，进行模拟演练等。每

个班组都至少有一名“急救员”，掌握

必备的的急救技能，例如心肺复苏、

防蛇急救、癫痫急救等，最终人人都是

“急救员”。

综上所述，面对严峻的海外安

全形势和艰巨的生产经营任务，老挝

公司始终把确保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着力在“立制度、建体系、

严管理、抓预防”上下功夫， 健全制

度，明确责任，保证投入，落实资源，

因地制宜，抓好培训，强化安全监督，

持续推进海外安全管理工作。持续完

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健全规章制

度、标准规范，加强风险管控、应急措

施，不断强化海外安全风险意识、危

机意识，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后记：对于走出国门的中资企

业，安全管理能力正在成为企业海外

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当前，太阳纸

业老挝公司的发展已进入了经营规模

稳步增长、生产结构不断拓宽、经营

管理模式持续调整的新常态，同样，

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将

“安全”与“责任”烙在脑海，牢固树

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全

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才能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局面持续稳定，推

动企业安全发展取得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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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年，欧美涂布纸板总产量都有所增长，欧洲增加了90万吨（+8.8%），北美增加了30万

吨（+3%）。北美和欧洲生产的涂布纸板类产品主要有四种：折叠箱纸板/黄芯白卡(FBB)、涂布

可再生纸板(CRB)、漂白硫酸盐纸板/白芯白卡(SBS)和未漂白牛皮纸板(SUK)。

其中，在欧洲，黄芯白卡产量最大，约占总量的50%。在北美，白芯白卡产量最大，约占55%

的份额。

表1显示了2011～2018年间北美和欧洲涂布纸板各品种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可以看

出，欧洲黄芯白卡的增长尤为明显（+4.77%）。那为何欧洲的黄芯白卡增速如此明显呢？综合来

看，主要有三点原因。

1  有效降低矿物油迁移风险

矿物油在包装中的迁移问题大约在9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瑞士的研究表明，由环保回收纤

维制成的涂布可再生纸板等纸盒可能含有大量的矿物油，这些矿物油来自于回收纤维的印刷油

墨。

如果食物直接接触这些纸盒，可能会增加矿物油从纸盒中转移到食品中的风险，对健康造

成威胁。

因此有专家建议，食品包装应更多采用原生纤维所制成的纸板，如用黄芯白卡取代可再生

欧洲折叠箱纸板/黄芯白卡（FBB）

快速增长的原因
⊙ Ville Nikkanen

2011～2018年，欧洲黄芯白卡的复合年增长率为4.77%，属于增长较快的纸

种，而欧洲黄芯白卡需求量增长快速的原因主要概括为：其一，人们对食品包装

材料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强；其二，随着全球各地对于塑料制品限制的加剧，纸

类包装作为取代塑料包装的趋势也在向好发展；其三，2011～2017年，欧洲对北

美和亚太地区的黄芯白卡出口量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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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因此，许多食品加工企业开始使

用黄芯白卡，例如在麦片和玉米片等谷

类包装中，食物直接与纸板接触，所以

黄芯白卡份额逐渐提高。

目前，欧洲还没有统一明确的规

定来限制纸盒包装中的矿物油迁移

量。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曾进行过有

关的讨论与研究，提出了矿物油条例

草案，建议使用阻隔层来保护食品。

对此，欧洲的可再生纸板生产商

进行了包装纸板隔离层的研究，特别是

Mayr-Mel nhof公司开发的功能性阻

隔涂料已经得到了食品工业产品安全

的认可。但无论研究进展如何，行业用

户们还是认为，采用原生纤维生产的黄

芯白卡要比涂布可再生纸板具有更高

的安全性和纯度，因此黄芯白卡需求和产量日益增长。

2  纸类包装取代塑料包装的趋势

随着全球各地对于塑料制品限制的加剧，黄芯白卡等纸板产品都成为了塑料包装的有效替

代品。纸板可再生、可回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生物降解和工业化堆肥。特别是在欧洲，减

少海洋中塑料污染的呼声日益强烈，提高了纸板包装的市场需求。

欧洲国家限塑令陆续出台，2016年，法国成为世界上首个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杯和盘子的国

家。2018年，欧洲议会决定在全欧盟范围内全面禁止一系列一次性塑料产品，在这种大趋势的影

响下，许多公司都宣布用纸板包装替代塑料，如蔬菜包装等。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黄芯白卡生产商也不断改进产品特性，在不降低纸板强度的前提下，开

发了更加轻便的纸板产品，从而节省原材料成本，也降低物流成本。目前，也有许多公司开始逐

渐由全塑料包装向纸质和塑料相结合的包装过渡，如酸奶罐。

此外，行业还有一些新的创新，比如Kotkam i l l s公司正在生产的不含任何塑料的一次性纸

杯。通常情况下，为了防止液体和油脂的吸收，纸杯必须包括一层塑料制成的阻隔层，但这种新的

咖啡杯涂层使用了创新性材料，而不含任何塑料成分。

3  欧洲对北美出口的增长

2011～2017年，欧洲对北美和亚太地区的黄芯白卡出口量增长了近21.5万吨（表2），占总增

长量的15%左右。黄芯白卡出口量约占总产量的7%。

出口数据还显示，北美已成为欧洲黄芯白卡出口重点区域，黄芯白卡的硬度与北美白芯白卡

类似，随着轻质包装材料受欢迎程度的提高，黄芯白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白芯白卡，成功满

足北美市场纸类包装的需求增长。

表1  欧洲和北美涂布纸板类产品年复合增长率

纸板种类

白芯白卡(SBS)

黄芯白卡 (FBB)

涂布可再生纸板(CRB)

未漂白牛皮纸板(SUK)

白芯白卡(SBS)

黄芯白卡 (FBB)

涂布可再生纸板(CRB)

未漂白牛皮纸板(SUK)

地区

北美

北美

北美

北美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复合年增长率

(CAGR)/%

0.97

-4.70

-0.62

0.45

0.60

4.77

-2.04

-3.24

表2  欧洲黄芯白卡(FBB)出口情况

FBB净出口量

欧洲到北美

欧洲到亚太

合计

2011年

/公吨

6000

150000

156000

2017年

/公吨

183000

187000

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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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30万吨的博汇纸业6号机再次转
产包装用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自5月15日起，博汇纸业6

号机再次转为瓦楞箱板纸的生产。该机台是国内幅宽

最宽、单机产能最大的瓦楞原纸生产线。据了解，此

造纸机生产线全套设备由维美德提供，纸机净纸幅

宽9660mm，设计车速1600m/min，于2019年3月份成功

投产。随后受到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箱板纸市场疲

软，当时的文化纸市场却一直有小幅稳定增长，公司

根据市场需求，于2019年9月份快速转产文化纸，主要

生产双胶纸和少量静电复印纸，月产量约2.5万吨。

凯登公司为浙江义乌义南纸业提供的
PM22制浆线设备已达产

本刊讯（姜栋 报道) 2020年5月，凯登公司为浙

江华川实业集团义乌义南纸业提供的P M22制浆线设

备已达产，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客户对

凯登公司的调试试车服务团队非常满意。凯登公司供

货范围包含碎浆系统、粗筛系统、分级筛、低浓除渣、

精筛、多盘浓缩机等所有主要设备。

义乌义南纸业P M22年产40万吨包装纸生产线，

以废纸为原料，生产定量在60～140g/m2的高档瓦楞

芯纸。O C C制浆生产线由凯登公司提供，设计日产量

1300吨，年产能达40万吨。纸机抄宽6.6m，纸机设计

车速1400m/min，最高工作车速1300m/min。

此生产线自2019年11月成功开机投产以来，凯登

制浆设备平稳运行，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并控制在工艺范围之内，得益于凯登公司持之以恒的

高水平工艺设计和工程设计、优良设备的质量和专业

的服务团队。

2020年4月，凯登公司服务团队对整条浆线做了

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优化调节，义乌义南纸业对此次服

务非常满意，并对凯登公司王青松经理及其团队高水

平的专业服务赞赏有加，“从项目立项开始，凯登始

山鹰华中纸业PM22生产线顺利投产

本刊讯（华中山鹰 消息) 华中山鹰第二条生

产线于5月24日15:00上浆引纸出纸，这台净纸幅宽

7800m m的双长网纸机，以红杉产品为主，它的投产将

进一步完善华中基地的产品结构，并对成本优化起到

积极作用。

山鹰国际董事长吴明武先生代表公司向华中山鹰

同仁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华中山鹰“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精神，号召全体山鹰同仁以华中山鹰

为学习榜样，不畏困难，抢抓机遇，勇立行业潮头，勇

攀业绩高峰。

P M22生产线产品以高档包装纸为主，预计投产

后，年产量可达47万吨。

华中山鹰将一鼓作气，为2021年实现3条线共127

万吨高档包装纸设计产能而不懈努力，早日建成华中

地区最大、实力最强的工业用纸生产基地。

计划总投资120亿元、占地2264亩的华中山鹰纸

业项目，是目前湖北省公安县乃至荆州市最大的工业

投资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批准建设5条生产线。预

计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达到年产220万吨高档包装纸

的生产规模。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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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与我们保持专业细致的沟通，凭借凯登强大的先进

技术及完善的解决方案，使这条线设备性能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升，成浆质量稳定，制浆产能已达到并超过

设计产能运行，展现出凯登始终如一的优越性能。”

值得关注的是，此生产线使用的是凯登新型3D直

接卸料式多盘浓缩机，此种创新型设计是将传统的

多盘组件采用一种新型布置，特别适用于浆料和白水

回收的浓缩。扇形板在剥浆之后先洗网再进入到卸料

溜槽位置。传统多盘一旦浆料滤饼太厚，尤其是对于

高游离度浆料，通过卸料槽区域时容易造成扇形板

挤压损坏。另外凯登的这种创新型设计还具有更长的

脱水时间和进料箱布浆更均匀的优点。自2014年推出

后，在市场上广受好评。

河南护理佳纸业两台卫生纸机试车成
功、热电联产项目投入运行

本刊讯（护理佳 消息) 5月9日，河南护理佳纸

业有限公司第六台高速卫生纸机如期成功出纸，而本

次同步安装调试的第五台纸机也于近日顺利达产。护

理佳纸业本次引入的两台纸机均是由上海轻良提供，

最新2850高速卫生纸机，车速1400m/m i n，产能55t/

d，该纸机全面优化设计，具有更加节能、清洁、智能

等特点。两台纸机成功投产标志着河南护理佳纸业公

司第一阶段年产能10万吨规划目标顺利实现，距年产

30万吨目标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据悉，未来两年公司

还将持续增加产能投入，力争早日实现第二个10万吨

规划目标。

除本次引进的两台卫生纸机外，同时还从宝索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引进了全自动高速复卷机、全自动高

速抽纸机以及全压花高速分切机等设备。如此全链

条、重资投入，使企业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得到进一

步提升，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标志着护理佳纸业向更

加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再次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此外，由河南护理佳纸业热力公司承建的热电联

产项目，一期工程于5月18日15时18分顺利一次性通过

168小时调试运行，试机圆满成功，投入正式运行！预

示着河南护理佳热力公司首站一期项目告捷！

该热电联产项目于2018年11月份破土动工，为周

口市重点工程项目，承载着治理大气污染的重任，总

投资近4亿元，项目总建设规模为3台75t/h高温高压

锅炉+1台15M W背压式发电机组。项目工程采用业内先

进的低氮燃烧技术+S C R烟气脱硝工艺处理烟气，打

造污水回用、余热发电、集中供热于一体循环经济体

系，实现污染物超净零排放，体现“中国制造2025”

倡导的环保工业、绿色经济的总体发展目标。

本项目启动，对于护理佳纸业公司后期的发展壮

大具有重大意义。从环保、节能等方面为护理佳纸业

提供了循环、共享经济新模式，为公司可持续增产至

50万吨奠定了基础，实现绿色、节能、高效的产业融合

模式，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自身竞争力。

河南新乡鸿泰纸业年产10万吨涂布白
板纸技改项目成功投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技改

项目已于5月中旬成功投料出纸。据了解，该条生产

线是从富阳某公司购买的二手纸机，纸机净纸幅宽

2800m m，设计车速300m/m i n，主要使用废纸原料生

产250～450g/m2涂布白板纸，年产量超过10万吨。

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位于

新乡市新乡县经济开发区鸿泰大道西段。公司主要利

用二次纤维生产胶版纸、书写纸、彩色胶版纸、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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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等各种文化用纸，年产能达10万吨。此涂布白板纸

生产线的投产，丰富了该公司的产品种类。

广西植护云商实业有限公司年产2.5
万吨2号生活用纸机开机运行

本刊讯（鞠华 报道) 6月2日，广西植护云商实

业有限公司2号高速生活用纸机成功开机出纸，开机

速度达到1100m/m i n。据了解，该机台是山东福佳大

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月型高档生活用纸生

产线，纸机净纸幅宽4200m m，设计车速1500m/m in，

单机产能2.5万吨/年。造纸生产线织物网、毯全部由

福伊特公司提供。

广西植护云商实业有限公司规划年产15万吨高

档生活用纸项目，其中一期项目为2台原纸高速纸机，

年产5万吨。二期项目为4台原纸高速纸机，年产10万

吨，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20亿、利税1.5亿

的目标，可以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

保定市港兴纸业1300m/min的卫生纸
机成功投产

本刊讯（鞠华 报道) 5月27日，河北省保定市

港兴纸业有限公司9号高速纸机成功开机投产，开机

速度达到1000m/m i n。据了解，该机台是新月型高速

卫生纸机，纸机净纸幅宽3550m m，设计车速1300m/

m i n，全部使用商品木浆生产高档生活用纸，单机产

能2万吨/年。该机台的成功开机出纸，使得公司的生

活用纸原纸产能达到14万吨/年的规模。

漯河市聚源纸业2号新月型卫生纸机
顺利出纸

本刊讯（鞠华 报道) 5月19日，河南省漯河市聚

源纸业有限公司2号高速生活用纸机成功开机，并卷

出第一卷纸。据了解，该机台是由上海轻良实业有限

公司提供的新月型卫生纸机，设计车速1400m/m i n，

净纸幅宽2850m m。该项目也是上海轻良与聚源纸业

的第二次合作。

漯河市聚源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

公司位于郾城区孟南工业园，注册资金1000万元，占

地106亩。近年来，公司淘汰落后产能，产品不断升级

改造，先后淘汰8条老旧、低速纸机，于2013年新上、

投产第一台高速新月型纸机。该机台的投产，使得公

司的生活用纸产能超过4万吨/年。

广西宏源纸业使用蔗渣浆生产本色
生活用纸纸机投产

本刊讯（钟华 报道) 5月17日，广西宏源纸业

有限公司首台高速生活用纸机顺利投产。据了解，该

机台是新月型卫生纸机，设计车速1400m/m i n，幅宽

2850m m，当天开机速度达到900m/m i n。该机台主要

是使用蔗渣浆生产本色生活用纸，单机日产量超过

50t/d。 

广西宏源纸业有限公司始建于2019年7月，公司

规划的年产15万吨高档本色系列生活用纸项目，第一

阶段将新上4台造纸机，第二台纸机正在建设中，不

久也将开机生产。

保定瑞丰纸业3号机投产，生活用纸
产能超5万吨/年

本刊讯（钟华 报道) 5月15日，保定市满城区

瑞丰纸业有限公司的第三台高速生活用纸机成功开

机出纸。据了解，该机台是新月型卫生纸机，设计车

速1300m/min，净纸幅宽2850mm。

据悉，公司的1号、2号机均为宝拓造纸设备有

限公司提供。其中1号机型号为S F-800，净纸幅宽

2860m m，设计车速800m/m i n，于2016年12月份投

产；2号机型号为B C1300-2850，净纸幅宽2850m m，

设计车速1300m/m i n，于2019年2月份投产。随着3号

机的成功投产，瑞丰纸业目前的生活用纸产能已超

过5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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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年产2万吨莱赛尔纤维生产
线投产

本刊讯（亚太森博 消息) 5月25日，全球领先的

浆纸企业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

莱赛尔纤维生产线顺利投产，该生产线生产高品质纤

维产品，加强对纺织和无纺布市场的供应。

这条位于亚太森博日照工厂内的生产线，是与全

球领先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生产企业赛得利合作运行

的。亚太森博莱赛尔纤维项目是山东省2020年重点建

设项目和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性项目。

该项目的顺利投产标志着亚太森博从“浆纸一体化”

向“浆纸+浆纤一体化”的成功转型升级。

莱赛尔纤维是一种完全天然可降解的植物纤维，

被称为“21世纪的绿色环保纤维”，原材料来自可持

续管理的种植林。工艺中使用的有机溶剂完全回收，

循环使用。整个生产过程全闭环，仅仅需要使用极少

的化学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化学品的使

用和排放，与浆纸及纤维产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完全一致，有利于行业的技术和产品升级。莱赛

尔纤维可用于生产高品质纺织品和个人卫生材料，制

成的产品强度高，色泽明亮，具有柔软、丝滑、悬垂性

好、透气性好、吸湿力强等特点。

亚太森博莱赛尔纤维项目的投产，将带动全日照

市纤维素纤维、特种纤维、纺织、无纺布、服装面料

等产业集群的发展，助力日照成为生物基新材料产业

基地。

金桂浆纸高档纸板扩建项目施工忙

据钦州港报道 5月19日，金桂二期项目建设现场

600名施工人员顶烈日，或穿梭铁架之间，或驾驶车辆

挖土、吊装，为项目能够如期竣工挥洒汗水。

金桂二期项目是自治区“双百双新”和钦州市

“5+2”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114亿元，由年产180万

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年产30万吨双氧水项目、年产

75万吨化机浆扩建等3个子项目组成。其中年产180万

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总投资约87.8亿元，主要建设内

容为2台白卡纸机,以及给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等配

套设施。预计投产后年产值100亿元，年上缴税金6.5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广西制浆造纸行业

的聚集功能，满足广西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经济发展对

纸业的需求。

目前，整个二期工程共有上海宝冶、山西电建、丰

源建设、湖南工业设备安装等7家施工单位共约600人

进场施工。

自开工建设以来，钦州港片区以“一天也不耽搁、

一刻也不懈怠”的精神，全程跟踪问效，服务企业，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施工建设。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积极开展“双抢双争”攻坚月活动，与企业建立联防

联控作战机制，帮助企业把疫情对项目建设的影响降

到最低，赶进度、抢工期，项目进展顺利。

截至5月19日，金桂二期第一台纸机的桩基工程

已完成，厂房基础完成27%；配套热电站的锅炉基础

完成40%。同时，年产30万吨过氧化氢项目土建工程完

成85%，安装工程完成50%，预计7月底竣工。年产75万

吨化机浆扩建项目节能、环评、水资源论证已通过评

审。

太阳纸业老挝公司80万吨高档包装纸
板项目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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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2019年8月，作为太阳纸

业老挝公司120万吨造纸项目的一部分，老挝公司80

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开工建设。

现正值项目加快建设的关键时期，但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本的生产生活。老挝公

司也遇到了项目工程货物不能及时到位，各施工单位

人员不足等问题，但以太阳纸业副总经理陈文俊、项

目负责人张爱民为代表的项目建设者，没有退缩，不

等不靠，按照董事长李洪信的要求，本着对员工生命

负责的态度，制定符合老挝公司防疫的各项制度，抓

落实、严隔离、勤测量、不留死角。他们根据老挝地形

和地质结构，与地质队专家沟通，制定出适合项目进

展的施工方案，秉承工匠精神严抓施工质量。 

项目建设质量体现公司项目管理水平，更体现公

司形象。老挝公司以更务实的作风、更科学的方法、

更有力的举措，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一是高标准规划

设计。老挝公司高度重视规划设计的引领作用，对项

目设计、厂区形象等内容严格把关。二是高质量施工

建设。复工复产后，要求外协施工单位认真履行项目

建设程序，落实工程建设标准，注重工程建设细节，

加强监管，文明施工，保障质量，确保安全，严格现场

环境管控。三是高水平人才培养。为以后的调试和正

常运转打下坚实的人员储备、组织基础和技术积累。

目前，该项目的制浆和纸机基础已基本完工，即

将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前期的货位场地硬化工作已

完成，并达到存放设备的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打破环保总量限制和原材料制约的天花板，加快太

阳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UPM常熟1号机优化改造交钥匙项目成
功交付

本刊讯（维美德 消息) UPM常熟工厂1号机施胶

上料添加系统优化改造项目于今年初顺利交付。项目

目标是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施胶填料添加系统，满足在

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时施胶填料添加要求。维美德以交

钥匙工程形式交付该项目，供货范围不仅包括仪表、

阀门、泵体和槽罐等设备；也包含相关管材、辅材、工

艺流程和管道等工程设计和设备交货；土建的设计

和施工、设备安装与调试开机，以及自动化的调试和

开机服务支持也包含在内。

该项目是维美德中国服务团队执行的首个交钥匙

工程项目。项目前期充分准备的执行方案和详尽的风

险分析是此项目成功的基石。

项目的工艺流程图和设备布置图参考了1号机的

工艺、生产需求以及操作人员的工作习惯，由维美德资

深造纸化学品工艺专家团队设计。三维设计软件的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施工图纸的精度，进而大幅提高了施

工效率。此外，按照设计材料清单采购的管道、电缆

等施工材料也数量恰当，减少了浪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土建设计和施工是项目难点

之一。首先需要进行地质勘测，然后根据勘查报告进

行土建设计。诸如地基结构、打桩等专业性较强的问

题，需要有资质的设计院负责。最终，土建施工完全

依照设计图纸和UPM工厂要求完成。

“虽然，土建设计、施工以及桶槽的制造不是维

美德的核心业务，但在实施阶段，我们发挥了维美德

的资源整合能力，借力维美德成熟可靠的供应链系

统，充分协调内外部资源，最终保证了施工和安装顺

利地按时完成。”维美德工厂优化项目经理杜林说

到。

项目现场施工和安装调试耗时一个月，整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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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无违规操作发生，无安全事故发生。维美德现

场团队的HSE管理赢得了UPM的一致称赞。

现场团队的每个人进入U P M常熟工厂前都需要

经过全面的安全培训，主要负责人和U M P负责人共同

做安全分析。在施工前熟悉U P M常熟工厂对于外包商

的各项管理条例，提前准备。例如特种车进厂需要的

各种证件、操作人员的资质等，都提前核查。施工阶

段的安全管理遵照维美德和U P M的最高安全标准执

行。

“维美德是我们一直以来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

对维美德以往交付的项目都非常满意！因此很放心地

将这个项目也整体交给维美德负责。项目开机后达到

了我们预期的目标要求，期待下一次更深入广泛的合

作。”UPM项目负责人沈建飞说到。

“这是维美德本地工厂优化团队项目执行模式

的一次重要实践！设计方面，采用三维设计模型工具

提高现场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规划的精度；项目实

施过程中，提前分析和评估风险，邀请专业设计院负

责土建设计，组织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和安装公司负责

土建施工和设备、管道等安装；最大程度地保证交钥

匙工程项目的交付质量和客户方的利益。”维美德中

国工厂优化业务总监江春元总结道。

山鹰纸业拟扩建77万吨高档纸产能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 山鹰纸业6月3日公告，公司

拟变更部分“鹰19转债”募集资金投向，原计划投资

“爱拓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造纸废弃物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和“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资源综合利

用发电项目”的募集资金11亿元将变更至“浙江山鹰

纸业77万吨绿色环保高档包装纸升级改造项目”，预

计建设期2年。

鉴于原项目继续实施所需资金已基本落实，考虑

到新项目良好的市场前景，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

产品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决定变更募

投项目，此外，原项目将计划继续推进。据悉，新项目

建设投资31.24亿元，建设期2年，包含三条生产线，

分别是年产35万吨低定量强韧牛卡纸、年产25万吨

精制多功能纸和年产17万吨食品纸袋纸(其中食品防

油纸10万吨、食品包装纸7万吨)。新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提供中高档包装纸77万吨，预计年销售收入为

52.55亿元，净利润4.80亿元，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15.07%，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2年）为8.02年。

山鹰纸业表示，本次77万吨纸机项目是公司现有

箱板瓦楞纸和特种纸业务的战略布局延伸。公司作为

国内箱板瓦楞纸龙头企业，旗下的北欧纸业是国际领

先的特种纸生产企业，其食品防油纸技术位居全球前

列，公司具备建设与运营高档包装纸和食品纸袋纸

项目的能力。新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产品技术实

现优化升级，产品结构加速更新换代，从而更好地满

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增强客户粘性。同时有利于巩固

公司在国内高端包装纸及高毛利特种纸市场的份额，

降低箱板瓦楞纸价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

维达推进阳江生产基地首期第二阶
段项目建设

据阳江广播电视台报道 位于广东阳江高新区的

维达护理用品（广东）有限公司，是维达集团在国内

第10个现代化生产基地。在一期项目全面提速生产提

升产能的同时，目前维达公司正加快推进第二阶段项

目建设。

在维达护理用品（广东）有限公司首期第二阶段

19万吨/年项目建设现场，厂房基础建设施工全面铺

开，密密麻麻的水泥支架立柱已立起，桩部基础基本

完成。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动

工，目前正全力进行厂房建设。

维达首期第二阶段项目负责人谭永原说：“现在

我们正在全力进行基础的建设。6月我们进行厂房的

建设，设备大概10月份进场，按照进度年底进行生产

调试。”

据了解，维达护理用品（广东）有限公司总投资

70亿港元，项目分三期建设。目前正在加快建设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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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项目，占地16000多平方米，建成后将设5条生

产线，产能比现在翻一倍，主要生产高端纸品。

山东华金集团被租赁后其35万吨涂布
白板纸项目有序推进

本刊讯（鞠华 报道) 近日，山东华金集团35万

吨涂布白板纸技改项目进展顺利，据了解，其首台纸

机主要技改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现已进入扫尾阶段，

该机台计划在6月底或7月初开机投产。 

2020年2月19日，杭州丰收纸业有限公司签订华

金集团板纸公司合作协议。据了解，此次杭州丰收

纸业以租赁的方式独立经营华金板纸公司，将投资

5000万元对原有两条板纸生产线进行检修、改造，同

时新上一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据悉，即将投产的第一

条生产线净纸幅宽3400m m，设计车速750m/m i n，采

用机内涂布的方式生产200～450g/m2涂布白板纸，单

机年产能超过20万吨。其第二条生产线也在技改，计

划年内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其总产能达到35万吨

/年，实现产值超10亿元，税收5000万元，同时可安置

就业人员约400人。

总投资170亿，泰盛集团纸制品项目
成功签约落户四川犍为

本刊讯（鞠华 报道) 5月8日，犍为县与泰盛集

团纸制品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四川省乐山市犍

为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廷鹏，县委副书记李建明；泰

盛集团总裁吴明希，泰盛集团执行董事叶厥桂等企业

相关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仪式上，孙廷鹏简要介绍了乐山市情和犍为县

情。

叶厥桂就集团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路做了介绍。

他表示，犍为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

工业基础好、交通区位优越，是一方投资创业的热

土，这也让集团坚定了投资信心。下一步，集团将进一

步抓好落实，和犍为县委、县政府一道，把项目建设

好，力争早日竣工投产。

随后，孙廷鹏与泰盛集团总裁吴明希签订了泰盛

集团纸制品项目投资协议。

泰盛集团纸制品项目总投资170亿元，是目前为

止犍为投资体量最大的项目。项目采取整体规划，按

供地时序分期建设实施，整个项目5年内建成投产，

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59亿元，年纳税约8.5亿

元。

安德里茨中国顺利出产优化设计的
PrimeFlow流浆箱

本刊讯（安德里茨 消息) 2020年4月，安德里

茨中国佛山制造中心顺利为一欧洲项目生产了一台

PrimeFlow流浆箱。此次出厂的PrimeFlow流浆箱采

用了创新的优化设计，是继另一亚洲类似项目后顺利

出产的第二台流浆箱。

如今卫生纸市场愈发蓬勃，对横幅的质量要求

也相应更加严格。为了贴近客户的需求和提高产品质

量，安德里茨产品技术团队对PrimeFlow流浆箱进行

了优化设计。此台新设计的流浆箱能为卫生纸生产商

提高产能，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并且减少调整停机时

间，更便于使用和维护。具体优化特点如下：

（1）更加便利。较大幅度增加了走台上流浆箱操

作平台的空间，这样更加方便对上唇板进行微调工

作，并且更加便于对流浆箱周围的清洁作业。

（2）运作中可调整。新的流浆箱设计配备了一个

螺旋千斤顶，可以在纸机运行时调节流浆箱的喷射方

向。新设计方便了开机工作，并且容易在机器运行时

进行优化作业。

（3）优化换毯作业。改进的便利性以及将流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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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喷头提升到毛毡更换位置所需的行程很少，这减少

了换毯的时间，并使换毯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4）清洁变得简单。优化空间并让对湍流发生

器的清洁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很方便地可以到达关键

部件的工作位置。

维美德向山东太阳纸业提供自动化控
制系统

本刊讯（李芳 报道) 维美德将向山东太阳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纸业”）提供Val m et 

D N A自动化系统。两套系统将分别在太阳纸业39和40

号机上安装运行，其目的是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

率。

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0年第1季度新增订单中，

金额未公布。同年3季度交货。

太阳纸业项目总监吴文春说：“维美德是我们重

要的合作伙伴。强大的交付能力和专家支持、广泛的

服务范围，使得我们非常信赖维美德的技术及解决方

案。39和40号机使用的是维美德的备浆设备，采用维

美德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发挥协同效应，使我们从一

个统一的供应商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例如提升设

备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此外，维美德自动化系统易

用性高，将使我们生产操作人员可以轻松地运行两台

新纸机。”

维美德自动化区域销售经理司成林说：“一直以

来，我们和太阳纸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之前我们已

经为太阳纸业的39和40号机提供了Val m et IQ工艺

控制与质量视像以及状态监控系统。我们非常高兴能

为太阳纸业提供更多自动化解决方案。Valmet DNA

自动化系统将设备、质量和工艺控制集成在同一平台

上，可以进一步提升客户的纸机自动化水平。”

维美德供货是两套Valmet DNA自动化系统。维

美德自动化方案结构完整，规模可灵活调节，可确保

客户实现最佳的效益和运行性。

景兴纸业海外布局新增长——福伊
特为其提供两条全新浆板线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近日，福伊特造纸与浙

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同——福伊特

将为景兴纸业位于马来西亚的生产基地提供两条完整

的BlueLine废纸浆板生产线。预计在2021年底安装

完成后，这两条以AO C C为原料的制浆线的产量将达

2400吨/日。作为这两条制浆线的整线供应商，福伊

特造纸的供货范围包括市场高度认可的偏心碎浆机

系统、高效的筛选系统、无滤袋的多盘浓缩设备以及

符合欧洲设计标准的工程和自动化设计。

“纸张和纸浆业务实现国际化，是我们应对越

来越严格的回收纤维进口政策、建立更弹性的供应链

做出的战略调整。马来西亚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

置优越，可进一步优化公司原料结构。”景兴纸业负

责人说。

马来西亚项目是景兴纸业和福伊特造纸首次在

制浆整线方面达成合作。在全球范围，福伊特造纸

Blu e Li n e制浆线凭借稳定的运行和显著的节能效

果，树立了众多的行业标杆。

郑州磊展造纸机械将向重庆理文卫
生用纸公司提供整套备浆线

本刊讯（磊展 消息)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

限公司和重庆理文卫生用纸制造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意向，郑州磊展将向重庆理文提供总计产能为12.5万

吨/年的全套卫生纸备浆系统，此项目包含：

年产6.8万吨卫生纸机配套的备浆系统两套；年

产3.2万吨擦手纸机配套的备浆系统一套；年产2.5万

吨厨房用纸纸机配套的备浆系统一套；纸机配套的

损纸线两条。

磊展机械将提供链板输送系统、碎解系统、高浓

净化系统、双盘磨浆机、匀整磨浆机、损纸碎浆机、

疏解机、流送系统等整套备浆设备和流送设备。

磊展机械在生活用纸项目上持续发力，用精良的

设备和优质的服务，不断获得客户的认可。这次和理

文集团合作，也进一步加深了磊展机械和理文集团

的良好合作关系。理文集团对国产造纸装备的认可

和使用，正是源于磊展机械“专业技术，服务造纸”

的公司理念在项目合作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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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2021-2025集团五年战略
规划项目”正式启动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6月2日，山鹰国际

2021-2025集团五年战略规划项目启动会顺利召开。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过去几年

里，山鹰人团结一心，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20年亦是

充满挑战的一年。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对

下游行业造成严重冲击。面对变化，山鹰及时启动下

一个五年战略规划，旨在立足于集团的长远发展与核

心竞争力的提升，为集团未来五年的发展指明方向。

此次五年战略规划项目，山鹰积极引入全球顶尖战略

咨询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为山鹰提供国际化的资深专

业团队，输入独到的专业知识与深刻洞察，与山鹰一

道应对此刻最严峻的挑战，并牢牢把握当下的绝佳机

会，助力山鹰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卓

越发展。

启动会上，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明武

回顾了战略意识如何从无到有、逐步深化，伴随山鹰

从一个小型包装厂逐步发展成行业领先的造纸包装

上市企业。上一个五年，山鹰人以战略布局为根本携

手奋进，已基本达到了既定的战略发展目标。同时公

司也在持续反思，以求更精准地把握战略方向，把战

略落地做得更好。

展望未来，下一个五年，山鹰人将在科学的发展

战略指引下为社会和市场展现全新且清晰的企业面

貌，让山鹰持续迸发新活力。对于下一步战略方向的

思考，吴明武董事长指出，山鹰首先应在以造纸包装

为主线的“第一曲线”上继续夯实业务基础，加强重

点区域产能建设，同时力求在高附加值纸种、综合资

源利用等业务上继续扩大规模、提升话语权、强化影

响力。

同时，山鹰人还须勇敢直面挑战、加强创新，打

破发展瓶颈、积极谋求“第二曲线”上的跨越式发

展。未来，山鹰将以产业互联网为依托，以造纸包装

一体化产业为基础，利用自身积累的扎实行业知识

与丰富实践经验，赋能包装产业生态，通过创新的商

业模式解决行业痛点、满足客户需求、加强产业链协

同，致力于成为以客户为中心，全球领先的绿色包装

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晨鸣纸业荣获首批济南海关“企财
保”新模式试点企业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5月19日，济南市政府、

济南海关支持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财务公司

海关税收担保启动仪式在浪潮科技园隆重举行。会

议由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杨传军主持。会上，

晨鸣纸业荣获首批济南海关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试点

企业。财务公司董事长李栋代表晨鸣集团与济南海关

签署《济南海关 山东晨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参

与税收担保改革试点助力济南自贸区建设合作备忘

录》，晨鸣集团总裁助理李康作为企业代表共同拍启

“企财保”落地自贸区的启动球。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担保是指企业集团内进出口

公司由集团财务公司提供税收保函，向海关申请办理

担保通关手续，该业务最大的亮点在于创新了担保形

式，引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担保，集团内部成员能

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担保形式，既有效保障

了国家税收安全，又能切实降低企业税收担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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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经过海关批准后，集团财务公司可以直

接出具保函，不需要银行、保险公司等第三方信用来

担保了。”济南海关关税处处长胡军介绍，“我们形象

地称它为‘企财保’，就是企业财务担保的意思。”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担保是济南海关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难题，为辖区

企业量身定制的又一融资手段，是海关全面深化税收

担保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海关系统对支持自贸试

验区发展的积极回应，也是贯彻山东省济南市支持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益实践。

据了解，在财司关税保函推出后，集团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多次组织专题会议进行讨论和研究，集团供

应链管理中心和财务公司等部门与潍坊海关、济南海

关进行了深入交流，取得了海关的信任和支持。2020

年4月24日，海关总署批复同意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

片区）内晨鸣纸业与中国重汽、浪潮集团3家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参与税收担保改革试点。这三家公司也成为

了“企财保”新模式的首批受益者。“企财保”的落地

意味着财务公司在批准关区为本集团成员单位出具的

海关税款担保保函，在效力上完全等同于保证金、银

行保函以及关税保证保险，同时，通过开具的1亿元保

函，有效地减少了资金占用，降低了融资成本。

蔡维力接任永丰余工业用纸董事长

本刊讯（永丰余 消息) 永丰余公告子公司人事

异动，永丰余工业用纸董事长暨总经理彭振洋因退休，

将改由永丰余投资控股总经理蔡维力接任董事长。除

此之外，永丰余造纸扬州公司也有多项人事异动。

永丰余代子公司发布重大讯息，永丰余工业用纸

董事长暨总经理彭振洋因届龄退休，将改由永丰余投

资控股总经理蔡维力接任董事长一职。

由于彭振洋同时兼任总经理，永丰余工业用纸

总经理一职将由永丰余工业用纸副总经理吴添旺接

任。

另外，永丰余造纸扬州公司董事长原为彭振洋，

将由永丰余造纸扬州公司总经理黄进成担任，总经理

一职则由副总经理叶佳峰升任。

根据永丰余官网，彭振洋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

系，曾任永丰余工程部计画组、台东厂化工组主任、新

屋厂厂长，也曾担任中华纸浆总经理。

亚太森博24项科技成果通过省级评价

本刊讯（亚太森博 消息) 5月16日，来自制浆造

纸、节能工程等专业的著名专家，对亚太森博（山东）

浆纸有限公司承担完成的24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了

验收评价。

本次成果评价会由山东省工信厅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任伊继文主持，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张登方出

席会议并致辞。来自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造

纸行业协会、山东造纸学会、山东省工信厅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的知名专家听取了项目组汇报，经过严格评

审，最终24项成果全部通过评价。其中：7项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9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8项成果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专家指出，亚太森博完成的这24项成果技术创新

点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显著，市场

应用前景广阔，对全国或全省制浆造纸行业发展具有

示范引领作用，对推动浆纸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行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以

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实现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公司研发中心高级经理李江华介绍了公司在技术

创新、研发投入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齐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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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陈嘉川表示，将继续加强与亚太森博的校企

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张登方对亚太森博在科技研

发、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向“两会”献礼！岳阳林纸红色经典
家族再添“十兄弟”

本刊讯（吕胜明 报道) 全国“两会”召开，人民

网推出2020年全国两会热点调查十大热词挑选活动。

一时间，“中国新时代”成为线上线下的热议话题。

岳阳林纸天岳书纸提供内文用纸印制的“新时代

中国研究”图文并茂，全面展现新时代中国图景。

该套丛书由云南省教育出版社发行、美嘉美印

刷厂承印，共有10册，分别为《民生中国》《法治中

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文化中国》《健康中

国》《数字中国》《开放中国》《统一中国》《和平中

国》。2019年10月出版发行2万册后，今年4月份再版

发行1万册，今年8-9月份还将继续发行。该丛书受到

客户的高度评价。

为展示该套丛书的悦读性，云南省教育出版社精

选岳阳林纸高品质“天岳”家族产品——天岳书纸。

接到订单后，中国纸业、岳阳林纸高度重视，从生产、

计划、品管、仓储、物流打通绿色通道，注重“白度、

色相、纹理、匀度、洁净度”，采用100%进口浆板，以

象牙白色相突显纸张色泽柔和，表面采用特殊处理技

术，平滑度高，手感顺滑，书写流畅，带给读者视觉、

触觉、嗅觉、听觉、味觉“五感之美”。

据了解，岳阳林纸与红色经典缘分久远，产品一

直是《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等重要党政类文献首选

用纸。

岳阳林纸与广西林业集团共谋林浆纸
产业发展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应广西林业集团邀

请，5月14日，岳阳林纸副总经理禚昊一行前往南宁，

与该集团总经理许锋进行友好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后

期将在广西沿海浆纸项目推进及林地精益化经营方

面展开深度合作。

禚昊介绍了岳阳林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战

略发展思路。

面对疫情，岳阳林纸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守一

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企业实现“零

感染、零疑似、零确诊”，并赢来首季开门红，一季度

实现净利润8729.6万元。

岳阳林纸生态转型步伐正坚，在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行动中坚守央企担当。国家储备林造

林、抚育、生态工程施工等项目均未受疫情影响，全

部按时完成。同时延伸绿色产业链条，让生态产业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一季度木片经营、FS C材

等业务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许锋介绍了广西林业集团近年来在浆纸、板材

及林业经营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广西林业集团是自治

区人民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大型企业，是国家林业重

点龙头企业，是广西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的统

贷主体、沿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的投资平台，拥有林

地150万亩（其中自营林地70万亩），拥有广西国家储

备林种苗繁育中心和自治区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主

要业务包括森林资源培育、林浆纸一体化、林板一体

化、林产化工、林业物流、林业金融、林业贸易、林业

调查、森林食品等，形成涵盖林业一、二、三产的林业

全产业链，在助推广西万亿林业绿色产业发展、广西

现代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高端绿色家居产业发展等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双方就广西沿海浆纸项目的布局、林业资源合作

与开发、生态环保建设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交流，认为

双方在此方面合作具备良好基础，均表示了强烈的合

作意愿。

红塔仁恒B M2纸机入库产量创造历史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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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黄智慧 报道) 在“为企业谋发展，为

员工谋幸福”的旗帜号召下，2020年以来，红塔仁恒

全体员工在抗击疫情同时，全力推进安全生产，B M2

干部员工更是踏实奋进、锐意进取，实现了自我突破：

3～4月份，B M2合计入库产量近4万吨，日均入库产量

超过650吨，创造了B M2纸机的历史记录。逆势上扬的

背后，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激励，是BM2对“为企业谋发

展”的具体实践。

挥洒辛勤汗水，收获成功喜悦。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前提下，红塔仁恒全体员工将不忘初心、坚定信心，

向榜样看齐，向先进学习，不断创造新历史、新记录，

为“新红塔、新征程”作出不懈努力。

首次突破日产200吨大关，瑞丰纸业
浆板机稳量提产

本刊讯（李和平 报道) 近日，焦作瑞丰纸业强

化生产管控，浆板机生产稳量提产，从4月20～29日

浆板生产线连续日产均190吨，其中4月29日达200.21

吨，首次突破日产200吨大关，较设计产能提升45%，

创日产和连续高产历史最好记录。

年初以来，受疫情影响，公司湿浆生产面临销售

不畅的局面，为更好地发挥浆板机平衡化机浆生产

作用，浆板生产车间优化工艺加强管控，有针对性地

解决了案辊长期脱水不佳的问题。为有效促进浆板销

售，带动化机浆生产，公司研究浆板机适量提产，4月

下旬，浆板机车速由64米/分提至67米/分，日产能由

180吨提至190吨以上，为稳产高产、创历史记录奠定

了坚实基础。

斑布与分众传媒达成“百城联动”战
略合作，开启全国本色生活

本刊讯（环龙 消息) 5月21日，斑布与分众传媒

“百城联动”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上海成功举行。此次

发布会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环龙集团创始人兼董

事长沈根莲、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斑布

C E O李丛峰、斑布C O O李智慧、分众管理合伙人兼集

团副总裁宋小梅共同开启这场意义非凡的云直播。

在会上，双方宣布达成3年战略合作，全面启动

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品牌战略升级，将斑布所倡导的健

康理念和本色生活方式，带给更多关注健康、环保的

家庭。

环龙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根莲表示：“感谢合

作伙伴和消费者对斑布的青睐，才有了我们现在本色

纸第一的市场地位。斑布的初心，是通过健康、环保的

方式，为大家提供一张安全、自然、本色的生活用纸。

我们与分众传媒达成战略合作，核心是打造品牌驱动

型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洞察，让斑布本

色纸能持续满足消费者在不同时期、场景和状态下的

需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我们的产品，能

感受到我们的初心，也希望所有喜欢斑布的粉丝和合

作伙伴，都能享受到斑布成长过程中所有的红利。”

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谈到“斑布是

一个成功且令人尊敬的企业。在信息粉尘化的今天，

分众具有强大的品牌集中引爆能力，凭借斑布本色纸

优质、专业的品质，分众将助力斑布持续构建消费者

认知，将“本色纸第一品牌”打进消费者心智中。”

斑布C E O李丛峰在会上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粉丝不再

是追求简单的使用功能，而是更加差异化、个性化

的体验。而斑布是极少见的可以从竹子到竹纤维的

提取、梳理，到最后成品的生产和制造，渠道的运营

和品牌的运营，整体拉通全产业链的企业。这样的基

因，决定了我们可以做到为消费者量身定制一张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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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色生活用纸。

发布会现场，斑布与分众传媒完成“百城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环龙集团创始人沈根莲、分众传媒董

事长江南春共同完成现场签约。

银河纸业顺利通过2020年三体系认证
现场审核

本刊讯（银河纸业 消息) 5月25～27日，方圆标

志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审核组对公司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认证审核。

审核组一致认为，银河纸业质量、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体系

运行能够按照体系文件规定实施，同意2020年“三体

系”认证顺利通过现场审核。

据了解，“三体系”认证顺利通过，对于提高公司

管理水平、降低管控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等将起到

良好的促进作用。

助力湖南复工复产，岳阳林纸有担当

本刊讯（岳阳林纸 消息） 抗击新冠疫情，助力

湖南复工复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的第二个团购活动

开始啦！5月19日，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联合岳阳

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隆重

推出泰格风韵70、80克/米2A4复印纸团购。

泰格风韵A4复印纸全木浆抄造，中性施胶工艺，

显色清晰，表面光洁度高，纸纤维密细、挺硬度高，裁

切整齐，包装采用防潮包装纸，每箱8包装，每包500

页，可广泛应用在复印机、打印机上。

在团购活动中，岳阳林纸将给予市场特别折扣，

泰格风韵70、80克/米2A4复印纸较去年省直协议供货

价格分别下降17.7%和16.3%。为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提

供质优价廉的办公用纸，缓解行政事业单位压缩行政

经费的压力，同时支持湖南企业复工复产，帮助各地

经销商减轻库存压力、尽快走出资金回笼的困境。

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是面向全省各级行政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小额政府采购的线上交易平台，具

备直购、竞价、团购等功能，并与财政预算管理、国库

支付等系统无缝对接。

岳阳林纸高度重视此次团购，除了特批优惠价

格、授权长沙明山纸业公司全权代理此次团购的报

价，还对各市县300多家代理商进行配送服务提出严

格要求，严格按政采服务标准配送到指定位置，确保

售后服务到位，采购单位验收收票后付款。

恒安口罩业务将成常态化

据晋江新闻网报道 恒安国际执行董事、运营中

心副总裁许清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恒安集团自

2月中旬起开始生产口罩，日后将成为常态化业务，现

有约20条口罩生产线，每日产能200万个。

据悉，目前恒安口罩产能中，有超过一半会用于

外销，助力欧洲防控疫情。恒安的口罩现在福建工厂

生产，许清池表示，在疫情过后，会在湖北孝感市的

新厂房内加设口罩生产线。

疫情发生以来，为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防疫

工作，恒安集团紧急采购了一批口罩生产设备，并腾出

10万级专业无尘车间，于2月15日顺利开机生产。“心

相印”医用外科口罩成功投产后，与恒安集团消毒湿

巾、消毒洗手液、成人纸尿裤、女性经期裤、生活用

纸等产品快速送抵防疫一线，投入到紧急的防疫工作

中。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国际社会

对口罩产品的需求剧增。3月底，恒安集团在芬兰

的合作伙伴P u n d a Glo b al公司与芬兰紧急储备局

(Huoltovarmuuskeskus)沟通后，从恒安集团购买一

批医用外科口罩用于芬兰防疫工作。

恒安表示，随着口罩产能的提升，接下来，恒安

集团将继续坚持优质的产品品质、规范的商业运作方

式，竭尽所能为欧洲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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