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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in China

As the mainstay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under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multiple issues overlapping 

in 2019, the total revenue of China's top 20 paper companies decreased slightly by 2.5% compared to 

2018, with total operating income decreasing from 491.89 billion yuan to 479.57 billion yuan; total 

production increased slightly by 3.3% year-on-year. Judging from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operating 

revenue and production of top 20 enterprises in the overall industry,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operating 

revenue continues to improve, from 60% in 2018 to 62.7% in 2019;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production 

is also close to 60%, indicating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paper industry is being further 

optimized. Since the threshold of total revenue for the top 20 surpassed 6 billion in 2018, the cut-off 

line of the top 20 continues to surpass 6 billion in 2019. Leading paper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the top 20, continue to serve as the front-runners in lead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mid the overall 

industry's severe operating situation and hindered growth.

CPPI started to issue the annual Top 20 list from 2006, which is ranked by companies’ total income.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compiled and edit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evant enterprises, 

combined with various public information such as industry reports, enterprise announcements and 

media reports.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and we hope more readers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 us, and give your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P22-73 Special:>>>

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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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 Huatai Group: "Four Forces" activating new vitality for quality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electronic media’s impact on traditional media, financial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especially confronted with China-US trade war, COVID-19 and other complex economic situation, Huatai Group 
deeply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and sharing proposed by Xi Jinping, 
promotes the "Internet + finance" model,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s 
circular economy, taps the potential of resources, implement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engthens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trives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so as to activate the new vitality for quality development.

P56 Moving forward with certainty, and focusing on value creation
2019 is a yea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Sun Paper.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4-3-3"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Group carries out diversified layout around the paper industry chain, the forest-pulp-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laid out in China and Laos is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three major production bases are built 
and upgraded in Shandong, Guangxi and Laos respectively. All the Sun people are of one heart and one mind, 
striving to create value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and global outstanding enterprise, so as to realize Sun Paper’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74 The latest high yield pulp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Valmet
Large domestic paper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 and introduction 
of CTMP pulp line technology, hoping to make up for 
the raw material gap of imported waste pulp. In 2011, 
the core technology of Chenming Group's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a method for preparing eucalyptus 
and poplar mixed wood bleached thermomechanical 
pulp with low energy consumption" was authorized 
by the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It indicates that 
Chenming Group has filled in the domestic blank in the 
field of high yield CMP technology. In January 2020, 
the project achievement of Chen Kefu, academician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ke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and the full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MP wastewater is one of 
its innovation points It can be seen that BCTMP process with excellent pulp quality, high yield, high bulk thickness 
and low operating cos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industry. Therefore, our reporter specially interviewed 
the technical team of valmet, a famous equipment supplier in Europe,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its leading BCTMP pulp line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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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固废法》从9月1日起正式施行

据《经济日报》报道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简称“新《固废法》”）自9月1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表

示，此次全面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是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迫切需要，也是健全最严格最严密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制度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举措。

周宏春介绍，在固体废物进口管理方面，新《固

废法》不再划分禁止进口、限制进口和非限制进口三

类固体废物，国家将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禁止

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和处置，禁止经我国

过境转移危险废物。

新《固废法》大幅提升了将固体废物非法输入境

内以及经我国过境转移危险废物违法行为的处罚幅

度。前者从原规定的罚款10万元至100万元调整为罚

款50万元至500万元，后者从原规定的罚款5万元至50

万元调整为罚款50万元至500万元，罚款幅度最高提

升了10倍，情节严重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法

者将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更高的违法成本。

为了解决非法输入境内固体废物退运和处置难

的问题，新《固废法》不再以“进口者不明”作为承运

人承担退运和处置责任的前提条件，规定承运人对

固体废物的退运和处置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也

就是说，如果进口者未履行固体废物退运、处置要求

的，海关可以责令承运人承担相关责任。此外，对于

确属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该法还规定可以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处理。”该负责人说。

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固体废物管理过程

中，如遇到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

阻挠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新《固废法》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

正，处5万元至20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海关等部门的执法将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据海

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省内海关缉

私部门共立走私固体废物刑事案件100宗，查证污油

水、废塑料、废五金等固体废物约98万吨。

新《固废法》实施将对广大进出口企业产生较大

影响，该负责人提醒，相关进出口企业要熟悉掌握该

法规定和国家有关政策，及时调整进出口业务，做到

守法自律。同时，企业要认真核实进口货物情况，避免

误将境外“洋垃圾”输入我国境内，从而遭受损失。

焦点关 注 Focus

八部委联合整顿快递业包装污染，实现减量化、绿色化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住建部、商务

部、邮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

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未来三年

我国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人士表示，《指导意见》

紧扣快递包装治理“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的要

求，提出了未来三年我国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

的总体目标，列出了标准体系优化、重点标准研制、

标准实施监督、标准国际化等4个方面8项重点任务。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加速快递包装新材料、新技

术、新产品相关成果转化为标准，不断完善标准与法

律政策协调配套的快递绿色包装治理体系。

《指导意见》规定，力争到2022年，全面建立严

格有约束力的快递绿色包装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标准

与法律政策协调配套的快递绿色包装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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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即将启动 全面禁止一刀切行为

本刊讯（生态环境部 消息) 8月31日，从生态环境

部官网获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称：督察组）

将于近期陆续进驻北京、天津、浙江3个省（市），国家能

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个部门，以及中国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家企业，开展第二轮第

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为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保督察工作，8月2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专门致函上述省（市）、部门和集团公司，要求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

刀切”和“滥问责”，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

文件要求，有关省（市）、部门和集团公司在督察进驻

期间，应把握工作节奏，突出工作重点，服务“六稳”“六

保”，有力有序推进边督边改。对于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

众信访举报问题，既要认真核实，坚决整改，切实解决群

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做到一事一办，一厂一策，严禁搞“运动式”整改。

对于督察中发现的企业生态环境问题，既要督促有

关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整改要求，确

保整改到位；也要注重精细化管理，加强指导帮扶，推动

复工复产。对于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既要坚持底线思

维，严控环境风险，保障群众利益；也要统筹兼顾，合理

安排，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努力做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

境共赢。

文件强调，有关省（市）、部门和集团公司不得为

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

“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坚持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对于督察发现问题的整改，

做到依法依规，注重统筹推进，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和

难易程度，能马上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

的，要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和责任，督促各责任主体抓好

落实。

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禁

止层层加码、避免级级提速。特别是对涉及民生的产业

或领域，更要妥善处理、分类施策。对于采取“一刀切”

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文件要求，有关省（市）、部门和集团公司在督察过

程中，既要严格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做好问

责工作，通过必要的问责切实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建立

长效机制。同时，也要避免以问责代替整改，以及乱问

责、滥问责、简单化问责等行为。对发现涉嫌以问责代替

整改，或问责走过场，以及问责泛化、简单化的，督察组

将会提醒警示，情节严重的，还将按有关程序报告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

博汇纸业：博汇集团股权变更暨公司实控人变更完成

本刊讯（钟华 报道) 博汇纸业于8月27日收到

控股股东博汇集团通知，杨延良先生及其配偶李秀

荣女士与金光纸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要求顺利完成

股权变更，并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月6日，金光纸业与博汇纸业实际控制人杨

延良先生及其配偶李秀荣女士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博汇集团

100%股权，金光纸业本次收购资金全部为自有资

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博

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8.84%，一致行动人

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0.00%，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48.84%，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杨延良先生变更为黄志源先生。

焦点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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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期货将引入厂库交割

本刊讯（钟华 报道) 8月28日，上海期货交易所

发布了《上海期货交易所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厂库交

割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将为纸浆期货引入

厂库交割制度。

《办法》包括五章共计38条，对纸浆厂库标准

仓单的生成、流转、注销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一

是在厂库范围方面，不同于其他品种的厂库范围，

纸浆厂库既包括生产企业，又包括贸易企业；二是

在厂库仓单有效期方面，明确了纸浆厂库仓单的有

效期为厂库标准仓单生成之日起一年零六个月，厂

库标准仓单超过交割有效期不得用于期货交割；三

是在质量责任及担保方面，明确厂库应当对出库纸

浆的质量承担法律责任，并向交易所提供经交易所

认可的担保；四是对厂库、货主未在约定时间发货

与提货的责任、质量争议异议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明

确规定。

据记者了解，纸浆期货自2018年11月27日上市以

来，整体运行稳健，成交日趋活跃，产业资金参与度

较高。目前纸浆期货交割品牌为12个。

市场人士表示，引入纸浆厂库交割制度，是对仓

库交割模式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服务纸浆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进一步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焦点关 注 Focus

“2019年度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发布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为促进造纸行业

企业提高竞争力，鼓励造纸行业先进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造纸协会依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制定的中国轻

工业行业十强企业评审办法和2019年度造纸工业发

展情况，本着严谨、公正、科学的原则，开展了“中国

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评价工作。

根据评价标准经对参评企业2019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主营业务收

入增速和产量五项指标进行统一评价，并报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批准，中国造纸协会于8月28日发布授予玖

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2019年度中国

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称号的通知。详见右表。

2019年度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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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茵：湖北荆州的确是一块投资的好地方！

据监利电视台报道 8月11日，“全国工商联携手

知名民企助力疫后重振脱贫攻坚湖北行大会”在武

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

茵女士在会上表示，湖北荆州是一块投资的好地方，

玖龙荆州项目力争在9月份动工，并于两年内建成投

产。

据了解，6月12日，在荆州市2020年上半年招商引

资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现场，玖龙纸业（湖北）浆

纸基地顺利签约。据当时传来的消息，该项目计划总

投资125亿元，分两期建成，一期计划投资46亿元，建设年产能55万吨的木浆和75万吨的高档包装

纸生产线。

张茵董事长现场发言实录：

参加今天的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充满了感慨。

这场艰苦卓绝的全民战“疫”，让我们看到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看到了14亿人民的众志成城，

也让我们对湖北这片英雄的土地和英雄的人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除了在全国工商联的号召下积极为湖北抗击疫情捐款捐物出力，我们也在思

考还能做些什么。

4月，全国工商联领导在知名企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就提出开展“湖北行”的倡议，大力倡导

知名民营企业进入湖北，广东援助湖北的领导也希望玖龙有合适的项目可以放到湖北。同时，湖北

一解封，荆州监利市领导就来到玖龙东莞总部招商推介，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钦佩。于是，我们

将原计划放到其他地方的项目转到湖北，全力支持湖北经济的复苏。

在项目洽谈中，我们真切感受到湖北荆州监利的热情诚恳、高效务实、稳健负责，双方很快达成

共识，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新项目落地。我们深深感到：湖北荆州的确是一块投资的好

地方！

玖龙是香港上市的、全球产能排名第二的造纸集团，是中国造纸的龙头企业。玖龙坚决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一贯秉承集团“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的绿色发展理

念，打造国际化管理的百年企业。

玖龙荆州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计划建设年产能60万吨的竹木浆和240万吨的高档包装纸生

产线，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总产值将达145亿元，年纳税额约10亿元，同时为地方新增就业超过3000

人。玖龙将全力配合政府，推动项目进展，力争在9月份动工，并于两年内建成投产。玖龙也将举全

集团之力，将荆州基地重点打造为当地制造业的一张名片。

声音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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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第八次

会员大会暨山东省轻工机械行

业年会”在济南章丘召开

本刊讯（张洪成 王晨 报道) “不畏浮云遮望

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在目前国际新冠疫情仍然肆

虐、国内疫情防控渐成常态化的背景下，根据民政部、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社团管理的有关规定，山东省轻工

机械协会于8月18日～19日在济南市章丘区组织召开了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换届大会）暨

山东省轻工机械行业年会，为特殊时期山东轻工机械

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会员单位代表、特邀专家等百

余人参会，中华纸业杂志社作为常务理事单位参加会

议。名誉会长崔棣章主持会议。

在山东省轻工机械行业年会上，中国轻工企业投

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教授作了题为《为适应疫

情后的经济新常态，我轻工装备企业如何走向高质量

发展之路》的主旨演讲（编者注：本刊将于10月第19

期刊发该演讲的主要内容）；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

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制造2025》主笔人屈

贤明主任作了题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的专题报告。两位专家的报告内容前瞻、针对性强，对

济南
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

现场关 注 Focus

山东轻工装备企业克服疫性影响、实现高端装备智能

制造、制定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上，表彰了2019年度山东省轻工机械行业“新

旧动能转换标杆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并颁发

奖牌、证书。获得“新旧动能转换标杆企业”的造纸

装备企业是山东信和、潍坊凯信、晨钟机械、汶瑞机

械、滕州力华、杰锋机械；获得“专精特新企业”的

造纸装备企业是滨州东瑞、章丘大星、长青金属表面

工程、福华造纸装备、高唐绿荫环保、奥凯机电、长

江机械、淄博天阳机械。

在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上，协会

七届理事会会长、山东昌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侠瑞作理事会工作报告；七届监事会监事长、山东

造纸机械厂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宗其作监事会工作报

告。

接着，选举产生了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第八届常

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并颁发常务理事、副

会长、会长牌匾和证书。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磊当选新一届会长，刘德新连任秘书

长。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监事，并颁发

牌匾和聘书。

新当选会长张磊代表新一届理事会作表态发言，

表示不辜负大家对新一届理事会的期望，加强协会

自身建设，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更好地为行业发

展服务，带领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山东轻机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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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关 注Focus

煌。

会上，还宣读了成立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专家技

术委员会文件，齐鲁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院

长许崇海教授为主任委员。

之后，召开了山东省轻工机械协会八届一次常务

理事会议：聘任崔棣章为名誉会长，聘任钟侠瑞、苗

建军为高级顾问。会上还研究了第八届理事会主要工

作任务和发展目标。

19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了章丘市大星造纸机械

有限公司、济南章力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海天造纸机

械有限公司等。

会员大会前的8月18日下午，召开了山东省轻工

机械协会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8月18日晚，举行了

“浙江中控—大星辊轴”之夜欢迎晚宴。

向“新旧动能转换标杆企业”颁发奖牌

新当选会长张磊（右）

名誉会长崔棣章主持会议

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胡楠作主旨报告

《中国制造2025》主笔人屈贤明作主题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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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价齐增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7月份，纸浆市场

交投氛围略显平稳，浆市延续刚需采买，港口库存较

6月小幅去库，浆价呈小幅探涨趋势。据统计，7月份中

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上涨0.19%至89.01

点，物量总指数环比上涨2.09%至71.68点。其中，漂

针木浆和漂阔木浆市场成交量价齐增，本色浆量减价

增。

具体来看，7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39%至91.89点，物量指数环比上涨1.30%至73.06

点。本月，针叶浆现货市场交投一般，在期货价格拉

涨的带动下，部分品牌浆价有所上涨，但受限于下游

市场需求乏弱萎靡之势，针叶浆价格仍旧在低位徘

徊，实单成交情况以一单一谈为主，月底，漂针木浆主

流品牌银星市场参考报盘价在4350～4400元/吨。外

盘方面，7月份智利Arauc o银星无量未有明确报价。

7月份，针叶浆现货市场行情暂无明显波动，下游纸厂

原料充足，纸企偏向刚需补库，市场成交氛围略显低

迷，对浆价上调持观望态度，短期内预计针叶浆现货

市场行情或将维持偏弱整理。

51.0%

8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0%，比上月略

降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

指数为55.2%和54.5%，分别高于上月1.0和0.4个百分点，

三大指数均连续6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5.5%

8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7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情况。造纸和纸制品业实现营业收

入6741.5亿元，同比下降7.9%；实现利润总额331.9亿

元，同比增长5.5%。

28%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网站8月25日报道，尽管受

到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造纸设备对华出口同比

增长28%。而包括芬兰、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和

瑞士等国家在内的大多数竞争对手在同一时期均出现

了两位数的降低。

19.784万吨

8月18日，生态环境部固废中心公布的2020年第

十一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显示，共审核通过了杭

州东大纸业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共计废纸核定进口总

量为19.784万吨。

数据关 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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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国际主席李朝旺荣获Fa s tma r ke t s 

RISI亚洲年度CEO

全球森林产品行业

信息提供商Fastmarkets 

RISI宣布，维达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主席与创始人李

朝旺先生获得亚洲年度

CEO大奖。Fastmarkets 

RISI亚洲年度CEO奖由来

自亚洲和全球浆纸行业的

众多投资分析师、行业顾问和评论员参与提名和评

选。

东顺顺清柔品牌入选WBL2020年中国品

牌500强榜单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办的

(第十七届)“世界品牌大会”于8月5日在北京举行，

会上发布了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

报告。东顺顺清柔品牌以181.16亿元的品牌价值列

榜单第328名，品牌价值同比增加16.6%，连续占据

中国品牌500强榜单，位列行业品牌前三强。

金红叶荣膺2020生活用纸行业领导品牌

奖

8月30日，第七届中国行业影响力品牌峰会在

北京隆重举行。金红叶纸业凭借在市场发展中展现

的质量、管理、效率、文化、理念等方面品牌硬核实

力，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先进综合体，获评2020行

业影响力品牌榜生活用纸行业“领导品牌奖”。

江苏凤程纸业将破产清算

8月7日，建湖法院召开江苏凤程纸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

职工代表及江苏凤程纸业有限公司的相关债权人

参加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江苏凤程纸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非现场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

《江苏凤程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关于设立债权

人委员会和债权人委员会成员、职权、议事规则的

报告》、《江苏凤程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财产管

理、变价及分配原则方案》。

违排大气污染物且不改正，四川一包装

纸厂被罚30万

8月7日，四川省德阳市生态环境局公示了《德阳

市新龙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据了解，

该企业成立于2016年，经营范围包括瓦楞纸、蜂窝

纸的生产，因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且未立即改正，

被处以罚款30万元。

森信香港因负债而无法继续经营，自

愿清盘

森信纸业集团发布公告，公司间接全资附属

公司森信洋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森信香港因负

债而无法继续经营，且其应进行清盘。公司股份已

自2020年7月2日上午9时正于联交所暂停买卖。

浮沉 关 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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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系市场运行情况及展望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1  疫情下的造纸行业分析

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制造业PM I、工业产出回升

有限（见图1）。

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中国经济回升速度迟缓（见

图2）。

2020年以来，因为缺水、罢工、木片紧缺、疫情等

因素影响，加拿大、巴西、智利、芬兰等浆厂陆续出现检

修，其中因为疫情因素影响下，约有25.8万吨的纸浆产

量受影响。但通过2020年上半年来看，中国进口木浆进

口量1201.74万吨，同比增加11.97%。见表1。

受疫情因素影响，巴西浆厂今年上半年检修24天；

检修延期到下半年，下半年检修110天。从数据来看，纸

图1  制造业PMI、工业产出回升有限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

全球主要经济体工业产出大幅下滑

图2  中国经济回升速度迟缓

2015～2019年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

特 稿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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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供应面上半年影响不大。见表2。

中国原纸进口方面，2020年上半年双胶纸、铜版纸

分别进口量24.88万吨、17.19万吨，同比分别增加57%、

9%；白卡纸、生活用纸分别进口量2.15万吨、1.55万

吨，同比分别下降17%、1%。

中国原纸出口方面，上半年双胶纸、铜版纸、白卡

纸分别出口量30.99万吨、41.78万吨、21万吨，同比分

别下降25%、33%、25%；生活用纸出口量46.14万吨，同

比增加30%。

卓创分析，主要原纸出口受阻，国内原纸产量除新

增产能导致的产量同比提升的白卡纸、生活用纸以外，

文化用纸产量上半年窄幅下降，影响纸浆消耗量有效

释放。

2  纸浆市场运行情况简析

2.1 全球木浆供需国关系紧密，牵一发动全身

全球木浆产销增速放缓，美洲为主要供应大洲，亚

洲为主要消费大洲。最重要的两个产、销国家为巴西和中

国，巴西供应量占美洲的21%，占全球的11%，消费量占

美洲的8%，占全球的3%；中国产量占

亚洲的30%，占全球的6%，消费量占亚

洲的59%，占全球的21%。巴西为出口

型国家，中国为资源依赖型国家。

巴西阔叶浆生产企业C R 5为

81%，行业集中度高；2019年巴西出口

量1520万吨，出口到中国量占其总量

的41%。中国来自巴西木浆进口量占

中国进口量的27%，两者相互依赖度

高。见图3。

全球纸浆的发运量曾经在2019

年3月、9月、12月出现过发运高峰，基

本上都有抄底情况的出现。库存天数

来看，2019年阔叶浆库存曾一度高达

60多天，最高值在65天，而南美最大

的阔叶浆供应商在2019年曾主动减产

100万吨来减少市场的供应压力，对

价格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欧洲

的港口库存在2019年下半年也得到了

缓解。见图4、图5。

卓创资讯分析，整体来看，全球

木浆供需国之间关系紧密，牵一发而

动全身。

表2  2020年巴西浆厂检修情况统计

集团

Suzano

Klabin

CMPC

Eldorado

Q1～Q2

 

 

 

 

 

10

 

 

 

5

 

 

9

浆厂

Três Lagoas 1

Três Lagoas 2

Aracruz A

Aracruz C

Imperatriz

Limeira

Mucuri Linha 1

Mucuri Linha 2

Suzano

Rio Verde(50%)

Puma

Guaíba - L2

Geral

 

 

14

14

 

 

 

10

 

4

 

10

 

Q3

10

9

 

 

9

 

9

 

10

 

11

Q4

表1  国内外浆厂检修统计

国家

智利

芬兰

印尼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中国

中国

中国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比利时

智利

新西兰

新西兰

美国

新西兰

加拿大

巴西

加拿大

加拿大

浆种

本色浆

木浆

阔叶浆

本色浆

本色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阔叶浆

阔叶浆

阔叶浆

针叶浆/阔叶浆

化机浆

化机浆

草浆

本色浆

针叶浆

阔叶浆

针叶浆

针叶浆

浆厂

Arauco Licancel

芬兰制浆造纸行业

APP OKI

ND Paper Old Town

兵库

Harmacpacific马牌

PE Catalyst Crofton狮牌

Domtar Dryden

亚太森博浆纸（山东）

南通王子

海南金海

Cariboo凯利普

Mercer Celgar

PE Mackenzie（麦肯齐)

Arauco Arauco

黄冈晨鸣

Burgo Ardennes

Arauco Horcones

Pan Pac冰河

Winstone雪山

Columbia Lyons Ferry

塔斯曼

Canfor旗下乔治王子和北海

CMPC

Canfor旗下北木浆厂

Canfor旗下Taylor BCTMP

停机

原因

缺水

罢工

缺水

设备升级

检修

检修

木片紧缺

检修

检修

检修、市场

检修

木片紧缺

木片紧缺

疫情、木片短缺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疫情

检修

检修

检修

影响产量/万吨

Q1

60.93

Q2

55.9

Q3

12.6

Q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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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浆供需弱平衡。全球木浆供应减少不及需求

减少的一半，但中国木浆进口量保持稳定增长。短期来

看，中国木浆供需矛盾凸显，需关注需求面恢复速度。

其他大洲恢复速度迟缓。欧洲需求虽在陆续恢复，

但恢复速度相对较为迟缓，短期主产浆国仍更依赖于中

国。

2 . 2 中国木浆供需边际在改善，但在通缩周期下，浆价

承压整理

2.2.1 中国进口木浆现货价格的周期性

2002～2008年初是处于通胀阶段，需求集中爆发，

但是由于阔叶浆新增产能的集中释放，并没有出现超

级牛市；2009年4万亿更大的刺激了投资，投资导致新

产能投放比较多，投资消退之后，市场供需矛盾表现的

非常明显，尤其是伴随着产能的释放，行业进入一个通

缩周期，价格处于下行的通道中；2016～2017年供给侧

改革，去除落实产能，但有很多的新增产能在不断的释

放；所以2018年开始，跟上一个通缩周期有些相似，市

场新增产能又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阶段，现阶段我们面

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疫情、中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

那么需求会进一步的回落，而且需求的增速放缓。那

么，从这几个阶段来看，木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通

缩周期之内，浆价承压运行。

2.2.2 中国木浆库存周期

2016年末～2017年末，处于被动去库存阶段，这个

阶段库存的主要表现是：在国内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

产能，导致进口量减少。但是随着全球设备投资周期的

启动，中国经济好转，需求增加，纸浆库存被动去化，

纸浆价格大幅上涨。

2017年末～2018年7月，这一段价格回落主要原因

是：在前期价格上涨的刺激下，国内加大木浆进口。但

是国内需求边际放缓（一是设备投资周期减弱，经济

放缓，二是国内纸企对持续高涨的木浆价格也较为抵

触），纸浆库存处于有主动补库转向被动补库。纸浆价

格下跌。

2018年7月～2019年9月，港口库存处于较长期的

被动补库存阶段。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6

月正式开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纸企需求快速回

落。但由于巴西提前将无货主货源提前发至中国港口，

导致港口库存被动大幅增加。

2019年9月～2020年1月，中美贸易缓解、需求回升，

贸易商倒挂操盘，大家订货积极性下降，导致到货减少，

下游纸厂利润丰厚，开始主动积极采购原料，价格趋稳。

2020年1月～6月，突发疫情，经济增速放缓，内需、

出口受创，主动补库转为主动降库，打压浆价，价格低位

整理。

2.2.3 中国木浆市场供需概况

图3  2019年巴西木浆生产企业按产能统计

图4  全球纸浆发运量趋势

图5  全球木浆库存及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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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木浆产能变化及供需情况

2009～2019年中国产能变化走势图

表3  中国木浆进口量分浆种占比统计

38.66

36.90

38.58

36.61

针叶浆

/%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6月

阔叶浆

/%

49.80

52.36

51.00

51.92

本色浆

/%

3.04

3.63

3.52

3.95

8.50

7.11

6.90

7.52

化机浆

/%

中国木浆产能10年年均增长率8%，规模纸企新增

产能及原有产能不断释放，木浆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

近5年以来，中国木浆产销增速平稳，2019年木浆

进口量持续增加、中国亦有新增产能释放，下游纸厂开

工因前期利润承压而降低开工，而伴随着港口库容的增

加及到货量的增长，高库存成为新常态，合理库存值随

之上升，供需失衡现象凸显。2020年国内外纸浆新增产

能持续释放，计划约220余万吨，其中中国新增产能占

56.78%，进口量继续维持正增长，而中国下游原纸新增

产能增速不及预期，叠加突发疫情影响需求放量及出口

受阻，预计2020年中国木浆供需边际改善有限。见图6。

(1）中国木浆市场供应简析

中国木浆进口量稳步增长

中国木浆市场供需增速较为平稳，2019年供需矛

盾显现，2020年虽新增产能不多，但由于其他国家出口

到中国的量保持稳定，而下游原纸内需、外贸受阻，预

计2020年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

中国木浆进口量10年年均增速为7%，受下游造纸

原料结构、供应结构变化及针叶浆、阔叶浆价差因素影

响，阔叶浆进口量占比持续增长，其他浆种占比区间震

荡整理为主。见表3。

2020年前6个月中国木浆进口量1201.74万吨，同比

增加11.97%。分浆种来看，阔叶浆较去年同期增量最

多，为77.09万吨，同比增加14.09%，在进口量中亦稳

居第一，占比为51.92%；除了针叶浆进口量同比增幅较

小以外，化机浆、本色浆累计进口量分别增加16.52%、

32.20%。

卓创资讯分析，未来中国下游新增产能的不断释

放及国外看好中国市场发展，预计出口到中国的量持续

增加，预计2020年中国木浆对外依存度达到67%。

成本优势不明显，叠加进口木浆低价冲击，国产木浆

开工承压

进口木片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从2018年

以来，木片价格的持续攀升，叠加国内需求下滑，给国

产木浆厂家的成本增加很大的压力，中国国产阔叶浆的

成本在3500～4000元/吨，而巴西的成本比中国低接近

200美金。2020年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加之低

价进口阔叶浆的冲击下，浆厂选择检修减产。目前除了

浆纸一体化的企业自用开机以外，个别浆厂自4月下旬

停机后开机一直不理想，有压产现象。2020年上半年国

产阔叶浆、化机浆开工负荷均值分别为69%、81%，较去

年同期分别下降20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见图7。

图7  中国国产木浆开工负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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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木浆市场需求简析

中国木浆10年消费量增速为6.09%。下游原纸产能

主要分布22个省份，主产8个省份产能占比94%，基本分

布在沿海地区。

下游原纸行业开工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2月份

按照往年70%～75%的开工负荷计算，大约影响32万吨

以上的纸浆消耗量。3月～4月份原纸开工负荷在逐步提

升，主要受文化纸教辅教材订单、国内疫情出现好转，

还有下游补库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

整体来看，2020年上半年铜版纸、双胶纸、白卡纸

开工负荷均值分别为70%、70%、79%，较去年同期均值

下降5%、2%、1%；仅生活用纸开工负荷较去年同期均

值增加1个百分点。

卓创资讯分析，上半年需求在缓慢恢复，下半年正

值行业传统旺季，需求或逐步恢复。但值得注意的是，

疫情暂未出现拐点，原纸出口受阻，在内循环经济影响

下，需求释放速度或较迟缓。有业者反馈5月份已备足下

半年原纸库存，同时在原料采购方面，有规模纸厂原料

库存已达5个月，因此下半年需求恢复速度较迟缓，浆

市需求边际改善有限。

(3）相关产品对中国木浆市场的影响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纸浆月均的进口量

都在200万吨以上。经过拆分发现，溶解浆、废纸浆在

纸浆中的占比大幅增加，尤其是废纸浆。中国纸浆进口

结构悄然改变。见表4。

自2018年公布混合废纸进口政策以来，废纸原料

紧俏问题难有效缓解，废纸浆的进口量逐年攀升，2020

年前6个月增长263%。通过表4占比我们可以看出，废纸

浆的进口占比大幅攀升，由2017年的0.05%增长到2019

年的3.37%。2020年1～6月进口量，占比达到6.1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6月进口溶解浆增长

幅度7%，主要受国产溶解浆厂家开机少、价格优势不明

显因素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溶解浆消耗大国，粘胶

短纤厂家终端出口受阻，导致其开工、利润一再降低，

粘胶短纤厂家对成本控制更为严格，导致进口溶解浆与

国产溶解浆使用比例发生明显变化，溶解浆进口依存度

一度攀升至85%以上。

废纸浆进口量的增加，与2020年底废纸禁止进口

政策密不可分，一些企业用废纸浆来弥补这一块，另

外，业者亦考虑原生木浆替代部分市场份额，木浆中的

本色浆主要用在箱板纸的面层。通过分析对比发现，

2017～2020年本色浆与废旧黄板纸两者的相关系数在

0.56，具体年份来看，本色浆与废旧黄板纸的相关系数

在2017年与2019年相关度较高，其他年份相关系数较

低，说明二者之间只有在大的周期因素影响下，会出现

共涨共跌的行情，平常的相关系数较低，主要的原因就

是价差的问题。

卓创资讯分析，进口废纸年底禁止进口后，更直观

的体现在成品纸的进口增加方面，2020年前6个月瓦楞

纸累计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41%，达到157万吨，箱

板纸则较去年同期增加82%，达到174万吨。

卓创资讯分析，废纸紧俏问题通过成品纸进口、废

纸浆进口、国废利用率提升及新增自制高得率本色浆解

表4　中国纸浆进口结构占比

88.60

86.83

84.93

81.99

木浆

/%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6月

溶解浆

/%

10.97

11.44

11.26

11.30

废纸浆

/%

0.05

1.19

3.37

6.18

0.37

0.54

0.44

0.54

其他浆

/%

图8  未来全球纸浆供应及新增产能预测

未来全球木浆供应预测

未来纸浆新增产能分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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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供应预测

6、7月份巴西、智利阔叶浆出口到中国的量稳定，

中国港口库存去库速度迟缓，叠加需求未能有效集中释

放，预计短期浆价承压运行。

需求预测

卓创资讯分析，GDP增速有望恢复正值，叠加下游

需求的不断释放，预计木浆消耗维持平稳增长，5年平

均增速维持5%左右；白卡纸受益于白板纸腾退、禁塑

令等，木浆消耗量增长贡献突出；生活用纸供需情况改

善，利于增加纸浆消耗速度，并且由于其刚性需求，加

上二胎政策红利，预计生活用纸木浆消耗亦有稳定增

长；文化纸中铜版纸受新媒体冲击，持续缩减，但双胶

纸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在木浆消耗量中亦有贡献。

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卫生事件对供需皆有影响，关注后期拐点时间

点，以及现阶段对浆价的影响。

中美贸易关系，除直接消息面的影响外，也将通过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进一步影响木浆市场。

原油对经济市场走势影响较大，原油价格变化对

纸浆的运输成本有一定影响，关注市场大幅波动对木浆

的阶段性影响。

产业链供需变化，关注下游原纸产能释放时间及

速度对需求量的影响。行业政策方面，关注废纸政策、

限塑令对造纸原料结构的间接影响。

卓创资讯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短期全球纸浆市场供需边际改善

有限，中国木浆供应量稳定，今年下半年更多的需关注

需求改善情况，预计短期浆价震荡整理。长期来看，需

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政策面、行业结构、期货等对行业

的影响。

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及其拐点未现，叠加经

济增速放缓，长期影响市场供需，利空居多；废纸政

策、禁塑令利好于木浆市场后期发展，主要体现在超高

松白卡纸替代白板纸，消费升级，禁塑令增加纸张需求

进而带动木浆量增加；生活用纸、白卡纸新增产能持续

释放，行业巨头扩张步伐加快，浆纸行业集中度有望持

续提升，进口依存度有望改善；漂针浆期货交易有序进

行，市场增加一项避险工具，现货波动频率加快。

决，但短期的紧俏问题对本色浆价格有支撑。

(4）其他因素

卓创资讯分析，中美关系对汇率方面的影响，进口

木浆外盘居高不下，增加进口木浆的成本，而中国纸浆

期货在定价权方面的影响力越发明显，目前业者预期偏

空、需求恢复迟缓，进口木浆现货价格跟涨乏力，浆价

承压运行为主。

卓创资讯分析，目前处于通缩阶段，中国是主要消

费国，而由于国外疫情暂未出现拐点，预计其他国家出

口到中国的量持续增加，而中国需求在缓慢释放，业者

积极主动去库存，浆价或持续承压运行。

2.2.4 纸浆市场趋势展望

2020年及之后，全球纸浆新增产能在2388.80万

吨，其中中国纸浆新增产能占到44%，且多为浆纸一体

化产能的投放。见图8、表5。

表5　未来浆纸一体化新增产能不完全统计

企业名称

河南新乡新亚

山东太阳

山东太阳宏河

广西太阳

广西金桂

山东奥海

山东博汇

岳阳林纸

广东亚太森博

贵州赤天化

中顺洁柔

四川环龙

广西理文

联盛

湖北玖龙

24 

18 

20 

80 

60 

-

-

75 

10 

20 

20 

100 

-

10 

31 

20 

100 

120 

50 

55

浆产能

化机浆

化机浆

本色浆

阔叶浆

化机浆

-

-

化机浆

化机浆

化机浆

化机浆

化机浆

-

竹浆

竹浆

竹浆

纸浆

木浆

化机浆

木浆

浆种

40

45

7

5

40

55

90

15

50

180

20

60

70

200

40

18

30

6

100

100

12

100

18

40

75

纸产能

白卡纸

特色胶版纸

特种纸

生活用纸

瓦楞箱板纸转双胶纸

文化用纸

白卡纸

生活用纸

特种纸

白卡纸

文化纸

未涂布纸

文化纸

白卡纸

文化纸

生活用纸

生活用纸

生活用纸

生活用纸

白卡纸

生活用纸

白卡纸

生活用纸

文化用纸

高档包装纸

纸种

备注：以上数据来自于公开资料整理，未标注公布单浆线新增产能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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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巡礼

TOP 
20

中国造纸企业二十强巡礼

年度榜单

2020年度榜单

2020

由中华纸业杂志社出品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礼”专题报道，如期在9月

推出。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受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影响，2019年中

国纸业需求同比有所萎缩；而在环保持续趋严和原料供给端扩张与需求端收缩的双重压力

之下，造纸行业的利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重问题的叠加之下，导致2019年全行

业在主营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继2018年之后持续下滑。这种受重重问题“围攻”的态

势在2020年也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加上疫情的影响，或使得2020年造纸行业的挑战空前加

剧，不得不说行业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深度结构调整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需要企业具备

良好的抗风险能力，以科技创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造纸行业发展的火车头，在2019年多重问题叠加的市场形势下，“2020中国

造纸企业20强”2019年企业总收入同比2018年有所微降，下降2.5%，总营业收入从4918.9

亿元下降到4795.72亿元；总产量同比2018年有小幅度提高，提高3.3%。从20强企业的总

营业收入和总产量在全行业的占比情况来看，总营业收入的占比继续提高，从2018年的

60%提高到2019年的62.7%；总产量占比也接近60%，说明行业的集中度在进一步优化。自

“2019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上榜门槛突破60亿之后，“2020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

继续突破60亿，在全行业整体运营形势严峻、增长受阻的情况下，以20强企业为代表的龙

头企业，继续作为引领行业经济效益增长的排头兵。

中华纸业杂志社2006年开始推出以收入排名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礼”活动，目前

该活动已经成为中华纸业杂志社每年定期开展的公益宣传活动。本专题中的数据和资料，

是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调查了解，结合行业报告、企业公告、媒体报道等各种公开信息组织

编辑而成，也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宣传部门或企业报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当然，其中不排

除有遗漏或不准确的地方。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持续关注支持这项活动，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从而让这项每年固定的活动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 中华纸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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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0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20
“2020中国造纸企业20强”排行榜

2019年

排名

1

2

3

4

5

7

8

9

6

12

13

11

10

17

18

15

16

19

20

14

企业名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Huatai Group Co., Ltd.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Holdings Group Co., Ltd.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Limited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hua Paper (including Asia Pulp & Paper)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Gold Hongye Paper Group Co., Ltd.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Co., Ltd.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Gold East Paper (Jiangsu) Co., Ltd.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Co., Ltd.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UPM China Co., Ltd.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Liansheng Paper Industry(Longhai) Co., Ltd.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Guangxi Jingui Pulp&Paper Co., Ltd.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合计

2020年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19年收入

/亿元

515

307.7

1502

499.4

593

475.71

121

125

277.6

261.8

114

144

55.8

199.07

229.42

252

89.5

203

135.38

126

6226.38

注：(1)按已收集到数据排列，主要数据来源和参考资料包括：①企业自行申报；②上市公司年报；③《中国造纸工业2019年度报告》（中国造纸协会）、

“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2019民营制造企业500强”榜单等，部分企业未提供或核实其数据；（2）维达、理文的营收由港元折合成人民币得出；

（3）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和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入数据由编辑从集团年报中相关数据得出。

862

749.8

680

520

241.87

232.41

224.93

143.25

120.1

111.6

107.72

103.3

100.76

97.4

87.8

85.576

80

76.2

64

4795.72

所在地
纸和纸板产量

/万吨

山东寿光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广饶

Guangrao, Shandong Province

广东东莞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山东兖州 

Yanzhou, Shandong Provice

香港

Hong Kong

上海

Shanghai

福建晋江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广东江门

Jiangmen, Guangdong Province

北京

Beijing

浙江宁波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海南洋浦

Yangpu, Hainan Province

江苏苏州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Province

江苏镇江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山东桓台

Huantai, Shangdong Provice

江苏昆山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江苏常熟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福建漳州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广西钦州

Qinzhou, Guangxi Province

山东昌乐

Changle,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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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2019年收入总额达到了近4796亿，与

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62.7%，虽然20强的收入

总额同比上年有小幅下降，但占比却同比上升；纸和纸板总产量达到了

62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57.8%，与上年基本持平。20强企业

对全行业的贡献度有较大攀升，反映了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在集中度方

面持续提升，显然不管是市场的波动震荡还是原材料政策的变化，这些

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性的政策对于大企业来说都影响不大，这也更加说

明目前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

“2020中国造纸企业20强”图表简析
Study on the Top 20 by figures

⊙ 本刊记者 李玉峰  通讯员 王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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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榜单情况：20强阵容稳定 

2020年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入围企业与2019年的入围企业一样，使得2019年

和2020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阵容较为稳定。但从2020年的20强企业排名情况看，除了前

几名的企业位置基本变化不大，后面的企业特别是排名第10位到第20位的企业中，个别企业

排名有变化。说起20强企业中近几年表现稳步突出的企业，不得不说一下山鹰国际控股股份

公司，自2017年由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后面简称山鹰国

际）后，便在当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中取得了排名第9的位次，在随后的几年里，山

鹰国际便以一年上一个名次的稳定步伐前进，更在2020年的榜单中收获了第6的位次。另外，

2020年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榜单中也有不少企业，在2019年极具挑战性的市场形势下仍

然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如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浆

表1  2020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基本信息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联盛纸业（龙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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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陈洪国

李建华(董事局主席)

张茵

李洪信

李文俊(集团主席)

吴明武

施文博(董事局主席)

李朝旺(董事会主席)

黄欣

黄志源

黄志源

黄志源

李建绍

黄志源

郑瑛彬

Petteri Kalela

(法人代表)

陈加育

黄志源

王东兴

李峰

李晓亮（董事长）

刘名中(总裁)

李洪信

李文斌(CEO)

吴明武(总裁)

许连捷(行政总裁)

麦焘(行政总裁)

黄欣

刘继春

杨长建

张舸

陈小荣

黄昭雄

姚长坤

　

陈加育

 

黄俊彦

王长海

总经理

1958

1976

1995

1982

1994

1957

1985

1985

1988

1992

1999

1996

2005

1997

1991

2003

1995

2010

2003

2000

成立时间

12550

15000

18000

14000

8300

11553

25000

11247

13000

2566

2277

12000

2063

3000

5000

3500

1766

2300

1480

4500

员工人数（约）

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等

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特种纸

环保包装用纸、特种纸、纸浆、纸板及纸箱

高级文化办公用纸、高级美术铜版纸、高档工

业包装用纸、特种纤维溶解浆、生活用纸等

牛皮箱板纸、瓦楞芯纸、涂布白纸板、竹浆、

生活用纸

箱板纸、瓦楞原纸、特种纸、纸板及纸箱

家庭生活用纸、妇幼卫生用品

卫生卷纸、纸巾、面巾纸、个人护理产品

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

高档白卡、铜版卡、白纸板、烟卡、吸塑卡、

艺术卡纸、食品卡等

漂白硫酸盐桉木浆、文化纸、生活用纸 

清风、唯洁雅、铂丽雅、真真、怡丽等品牌的

生活用纸

化学木浆、溶解浆、莱赛尔纤维及液体包装

纸板、食品卡、烟卡、社会卡等高档产品

文化用纸

文化纸、箱纸板、白卡纸

工业用纸、瓦楞芯纸、瓦楞纸板及纸箱

印刷用纸、办公用纸、特种纸和标签材料

高强瓦楞纸、高档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灰

板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面牛卡纸

化学机械浆、高档白卡纸

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瓦

楞纸

主要产品

图表
简析

专 题spEciAl

25
Sep., 2020  Vol.41, No.1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纸业有限公司、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在2019年的

榜单位次的基础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榜单位次来看，晨鸣、华泰、玖龙、太阳仍然稳居前4，而这个“前四强”的排名局面自

2009年以来已经稳居多年，可以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前四虎”局面已经形成。

 与2019年的榜单相比，过去一年来20强企业核心高管层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上，晨

鸣、中国纸业两家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了调整。如表1。

2 分布情况：山东、广东、江苏区域优势逐渐凸显

图1显示的是20强企业总部或主要生产基地本部的所在地，除了山鹰国际和中国纸业两家

公司的总部分别分布在上海和北京外（主要的生产基地分布在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区），其

他企业的总部和生产基地基本上都是分布于经济发达的华东和华南的沿海地区，区位优势特

图1  2020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区域分布情况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恒安/Hengan
联盛/Liansheng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晨鸣/Chenming
华泰/Huatai
太阳/Sun
森博/Asia Symbol
博汇/Bohui
阳光/Sunshine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11 金海浆纸/Jinhai

1

2

4

13

15

20

山东：6家
In Shandong Province

9 中纸/China Paper

浙江：1家

In Zhejiang Province

10 宁波中华/APP Ningbo

12
14
16
17

金红叶/Gold Hongye
金东/Gold East
荣成/Long Chen
芬欧汇川(中国)/UPM

江苏：4家

In Jiangsu Province

广东：3家

In Guangdong Province

3
5
8

玖龙/Nine Dragons
理文/Lee & Man
维达/Vinda

排名

Rank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福建：2家

In Fujian Province

7
18

排名

Rank

上海：1家
In Shanghai

6 山鹰/Shanying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海南：1家

In Hainan Province

北京：1家
In Beijing

19 金桂浆纸/Jingui

排名

Rank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广西：1家

In Guang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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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较明显。山东、广东、江苏依然是上榜企业较多的地区，山东依然保持着20强分布最多的

省份，有6家企业；江苏、广东分别各有4家和3家企业入围。

同时，20强企业大多实行了集团化管理和跨地域性投资布局，各自的生产基地布局互有

交叉。如晨鸣、华泰在广东都有生产基地，维达、恒安、中国纸业在山东有生产基地，博汇、玖

龙、理文等在江苏有生产基地等，地域性特征越来越模糊。大企业集团各自的生产基地除了集

中分布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外，中部（湖南、湖

北、安徽、江西）和西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亦有生产基地或项目投资建设。

近年来，国内龙头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特别是废纸进口新政的实施和国内需求

的下降，以及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已积累了一定实力大企业开始以全球战略思维来进行新的

投资布局，以更好地实现原料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中国造纸企业成

长成熟的体现。如太阳纸业的老挝“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目前已经开始助力太阳纸业的可持

续发展；山鹰集团的深耕中国、聚焦全球战略，已经使山鹰国际的产业布局遍布中国、美国、

图2  2002～2019年全国和20强企业主营收入变化

图3  20强2019年主营收入占全国收入总额的比重 图4  20强2019年纸和纸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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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瑞典、挪威等国家。可以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许只有走出去才能打破环保总

量限制和原材料制约的天花板。

3 行业集中度：集中效益逐渐优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数量为2524

家，主营业务收入7650亿元。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2019年收入总额达到了近4796亿

元，与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62.7%，所占比例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

纸和纸板总产量达到了62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57.8%，与上一年基本持平。20强

企业在全行业的集中效益逐渐优化，显然不管是市场的波动震荡还是原材料政策的变化，这

些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性的政策对于大企业来说都影响不大，这也更加说明目前大企业的抗

风险能力在提高。如图2～图4。

与上年榜单相比，今年榜单中收入过百亿的企业达到了14家，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1家；

过200亿的企业有7家，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1家（中国纸业），同时玖龙和太阳分别突破了600

亿和500亿。14家“百亿+”企业收入总额为4304.74亿元，占20强营收总额的比例为89.8%，

占全国总营收的比例约为56.3%；7家“二百亿+”企业收入总额为3511亿元，占20强营收总额

图5  2003～2019年20强企业总营收和总产量增长率

图6  2002～2019年主营收入20强第1名

图7  2002～2019年主营收入20强门槛

图8  2002～2019年20强平均主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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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73.2%，占全国总营收的比例约为45.9%。

晨鸣、华泰、玖龙、太阳这4家企业自2009年以来一直稳居榜单前4位，加上未按照集团总

量统计的APP（中国）（其旗下有宁波中华、金红叶、金海、金东、金桂，均为上榜20强企业），

这五大造纸“豪门”2019年的营收总量超过3315亿，纸和纸板总产量约为3678万吨，大概可

占全行业总规模的40%。而在2020年初APP公布与博汇（2020年20强榜单第15位）达成收购

协议，目前收购工作正在进行中，如果收购成功，2021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中的这五大造

纸“豪门”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4 增长速度：20强规模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企业内在效益增长仍有风险

2019年全国造纸行业在2018年产量、主营收入等主要生产和经济指标同时下滑的基础上

实现了产量同比2018年有所回升，但仍没有恢复到2017年的总量水平；主营收入这一主要经

济指标在2018年的基础上持续下滑，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第二个下滑年。

20强企业整体上在2019年还是保持了较平稳的发展，总收入和总产量分别较上年一降一

升，但幅度都不大，体现了龙头企业在市场增长困难的情况下较好的抗风险能力。但值得注

意的是，个别20强企业也出现了收入下降，部分20强企业的利润指标也出现下滑，尤其是刚刚

公布的上市公司2020年上半年年报显示，不少大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继续出现了同比下降，

显然2020年行业的形势依然不乐观，需要造纸企业审慎投资扩产，增强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真正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尤其20强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环保

水平普遍要高于行业整体水平，代表着行业的先进产能和发展方向，对于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调整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行业困难较多的关键时

刻，更要发挥好中流砥柱的领军作用。

5 门槛继续保持60亿元，榜首提高，平均规模微降

2020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虽然相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仍继续保持60亿元以

上，为64亿元；2019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突破了60亿元，达到近68亿元，较2018年

20强的门槛提升10亿元。2020年“百亿元俱乐部”的数量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家；位居榜首的

晨鸣纸业集团扭转了2018年收入微降的局面，2019年实现同比增长，2019年收入为862亿元，

较2018年的849亿元增加了13亿元，仍是唯一一家过800亿元的制浆造纸企业集团。

2020年20强企业的平均规模相比上一年有微降，平均收入为239.8亿元，比2019年的245

亿元下降了5.2亿元。结合行业目前形势，预计明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可能会继续

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上榜门槛、全行业的集中度及榜首的营业收入等指标都将继续维持在

2019年的水平，或将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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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寿光  Headquarter：Shoug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等

Major products: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white cardboard, coated art paper, etc. 

董事长 陈洪国

Chen Hongguo, Board chairman

近期动态——

★人民网《晨鸣集团累计捐款捐物1300余万元

抗击疫情》

★企业观察网《“禁塑令”或推高白卡纸价  龙

头纸企晨鸣纸业受益》

★中国经济网《晨鸣纸业：纸浆产能430万吨，

浆纸一体化战略全面升级》

★鲁网《成功“闯关”：晨鸣纸业成全国首家原

料自给自足兑现者》

★大众网《晨鸣纸业创新驱动战略 助推高质

量发展》

远景规划——    

晨鸣集团将准确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趋势，紧

紧围绕“打造千亿企业、铸就百年晨鸣”的愿景

目标，继续弘扬“学习、超越、领先”的晨鸣精

神，坚持以提升管理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中

心，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加快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和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打

造成为最具成长性和创新性、备受社会尊敬的

世界级企业集团，在中国梦的鸿篇巨著中谱写

晨鸣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晨鸣集团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0

强。成立于1958年，现已成为以制浆、造纸为主

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在山东、广东、湖

北、江西、吉林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是国内唯

一一家A、B、H三种股票上市公司，总资产1000

多亿元，年浆纸产能1100多万吨，经济效益主要

指标连续20多年在全国同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6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515万吨

亮点：

★2019年4月，中水回用膜处理项目正式供水。

★2019年5月12日，寿光晨鸣100万吨化学浆项目

顺利投产。

★2019年6月25日，再次入选“中国轻工业百强

榜单”前十强。

★2019年8月20日，向寿光市慈善总会捐款500

万元，积极支援抗洪救灾，彰显企业担当。

★2019年9月23日，全国人大代表、集团副总裁

李雪芹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

风采
速览

pulping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put into operation 
in Shougunag, Shandong province.
★On June 25, 2019, Chenming Group was once 
again entitl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companies in the 
“China Top 100 Light Industry Companies”.
★On August 20, 2019, Chenming Group donated 5 
million yuan to the Shouguang Charity Federation 
to support the flood relief, highlighting Chenming’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ent news: 
★Chenming Group accumulated donations of 
more than 13 million yuan to support COVID-19 
prevention.
★Chenming becomes the first paper company in 
China to be self-sufficient in raw materials.
★Chenming’s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promo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ture plan: 
Chenming Group will accurately grasp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changes, an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Chenming spirit of “learning, 
surpassing, leading”. Chenming adhere to the 
main line of improv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s the center, innovation drive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old and new 
energy of the enterprise. We will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 be bigger, stronger and better, and 
build it into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group with the 
most growt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6.2 billion
Pulp and paper output: 5.15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On May 12, 2019, one million tons of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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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Huatai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广饶  Headquarter：Guangrao,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特种纸  

Major products：newsprint,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coated paper, specialty paper.

华泰集团是以造纸、化工为主导产业，集印刷、

热电、物流、林业、房地产等十多个产业于一体

的全国500强企业。公司现有员工15000余人，

总资产328亿元，年造纸生产能力400万吨，是全

球最大的高档新闻纸生产基地。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49.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307.7万吨

利税：68.92亿元 

利润：32.91亿元

亮点：

★2019年5月，投资1.2亿元在河北华泰建设的废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投产运行；

★2019年6月，在日照投资22亿元实施的1条制浆

生产线、6条造纸生产线相继投运，初步形成了

国内领先的高档特种浆纸基地；

★2019年7月，收购斯道拉恩索出版用纸有限公

司持有的山东斯道拉恩索华泰60%的股权及其

相关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股权购买价格为1元；

★2019年10月31日，与新加坡首化集团签署了

230万吨/年精对苯二甲酸（PTA）项目合作备忘

录，双方拟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共同投资10亿

美元展开项目建设；

★2019年11月13日，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会长、

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应邀参加巴西金砖峰

会，并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等多项议程。

近期动态——

★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先后捐款700万

元，不计成本调整生产向社会免费供应消毒液

140吨，海外紧急采购7万只口罩驰援一线；

★2020年1月10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董事长李晓亮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

奖两项大奖，新增两项大奖后，华泰集团一举成

为造纸行业拥有国家科技进步奖最多的企业；

★3月25日，注册资本10亿元的华泰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在济南挂牌开业；

★6月29日，东营市（华泰）非公党建学院启用。

展望和规划——

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

Li Jianhu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围绕一张纸的上游盐化工、精细化工，下游印刷、

物流、环保等多元产业，不断延链、强链、补链，

加快产业融合，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实施产业间延

伸融合，进行产业渗透、产业重组，形成产业链相

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物流链相融，创造

优质高效产业结构，重塑价值链升级新路径。

风采
速览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4.9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3.08 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6.89 billion 
Profit: CNY 3.29 billion
Highlights:
★In May 2019, Huatai invested 120 million 
yua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ste resourc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project in Hebei.
★In June 2019, a pulping line and 6 paper 
production lines in Rizhao have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On November 13, 2019, Li Jianhua,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Huatai Group,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BRICS Summit in Brazil 
and participate in the BRICS Business Forum 
and many other agendas.

Recent news: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Huatai 
Group has donated 7 million yuan, free supply 
of 140 tons of disinfectant to the community, 
and emergency overseas procurement of 70,000 
masks to the front line.
★At the 2019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onference, Li Xiaoliang, Chairman of 
Huatai,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and received 
two awards, the First Prize and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Huatai’s finance company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1 billion yuan, was listed and opened in Jinan.

Future plan: 
From 2020, Huatai overcam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and defused the epidemic crisis. In 
addition, we accelerated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projects to speed up the exchange with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 France, Indonesia, Singapore, Austria 
and other countries. Focusing on the upstream salt 
chemical industry and fine chemical industry, and 
downstream printing, logistic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diversified industries, we 
continue to speed up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y 
lengthen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implementing inter-
industry extension and fusion, industrial penetration 
and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the industrial chain 
will be added, the value chain will be multiplied, 
the supply chain will be connected and the logistics 
chain will be integrated, creating a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shaping a new 
path for upgrading the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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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广东东莞  Headquarter：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环保包装纸、环保文化用纸、特种纸、纸浆、纸板及纸箱

Major products: containerboard products, printing & writing paper, specialty paper, 
pulp, corrugated sheet, corrugated boxes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680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502万吨

亮点：

★入选中国造纸十强企业、轻工业百强企业

★名列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00位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50位

★获得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

★收购位于马来西亚的浆纸厂，进一步完善集团

产业链

★收购玖龙包装，为用户提供包装纸及纸板/箱

的“智能化、一站式”服务

近期动态——

★积极支持国家抗击“新冠”疫情，捐赠现金

3100万元，并在海外多方筹集约240万元紧缺医

疗物资运回国内，由员工组成的驰援湖北运输

队将物资运送至武汉。

★2020年6月，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捐款

4200万元，为社会奉献爱心。仅在此项活动中，

累计捐款已经超过2.3亿元，被授予广东省扶贫

济困日活动十周年“突出贡献爱心企业”。

★与湖北荆州签约，计划建设新的浆纸基地。

远景规划——
制造业是GDP的基石，未来，玖龙纸业将以实现

“六化”、打造企业工业4.0为目标，继续朝着环

保、节能型、智能化管理的企业目标迈进，巩固

行业龙头地位，奠定企业百年基业。

董事长 张茵

Cheung Yan, Chair lady

Performance in 2019:
Sales: CNY 68.0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5.02 million tonnes
Highlights:
★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10 Paper Manufact-
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PRC” and “Top 100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PRC”.
★Elected as one of “Top 10 Pape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PRC” and “Top 100 Light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PRC”.
★Ranked 100th and 50th  among “China’s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China’s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pectively in 2019.
★Awarded “Poverty Alleviation Cotton Tree 
Golden Cup Award” in Guangdong Province.
★Acquired the pulp/paper mill in Malaysia, 
further enhancing the Group’s industry chain.
★Acquired the packaging business to offer 
intelligent one-stop packaging services to customers

Recent new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country’s effort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n addition to 
a cash donation of RMB31 million, the Group 
has also acquired RMB2.4 million worth of 
medical supplies from overseas for delivering to 
Wuhan by the Group’s volunteer transport team.
★In June 2020, Nine Dragons Paper donated 
RMB42 million to “Fundraising Day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dedication of love and care to society. An 
aggregate amount of RMB230 million has been 
donated for this activity.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to build a new pulp and paper base

Future plan:
In the future, Nine Dragons Paper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wa rds t he goa l of bu i ld i ng an 
enterpr ise with environmentally f r iendly, 
energy-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tandards. It will continue to reinforce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build an 
enterprise that will thrive for a century.

玖龙纸业成立于1995年，2006年在香港上市,

已成长为全球产能排名第二的造纸集团和中

国造纸龙头企业。是中国首个年产能过千万

吨的造纸集团（2019年集团年产能超过1600

万吨，年总产值600多亿元），连续多年蝉联

中国造纸行业榜首，2019年名列“中国企业

500强”第309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第140位。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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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Holdings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兖州  Headquarter: Yanzhou,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级文化办公用纸、高级美术铜版纸、高档工业包装用纸、特种纤维溶解浆、生活用纸等

Major products: high-grade coated packaging paperboard, coated art paper,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special-
fiber dissolving pulp, tissue, etc.

太阳集团创立于1982年，是中国造纸行业领军企

业，全球先进的林浆纸一体化跨国造纸集团，世

界造纸30强，中国企业500强，2006年在深交所

成功上市。集团年浆纸产能838万吨，主要经济

效益指标在全国同行业连续多年保持领先。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520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499.4万吨

亮点：

★2019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本扬莅临太阳纸业控股老挝有限责任

公司，在董事长李洪信的陪同下视察公司。

★3月，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等带领省新旧动

能转换现场观摩团走进太阳纸业，实地观摩公

司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

★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兖州年产45万吨特

色文化用纸项目、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稳步

实施。

★8月，公司荣获“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优秀

单位”称号，董事长李洪信荣获“中国民营企

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称号。

★12月，公司参与完成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

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期动态——

★2020年2月，为抗击新冠肺炎捐款1000万元和

价值20万元生活用纸、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

★老挝公司8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

★6月5日，首次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了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公众开放系列活动。

★公司董事长李洪信当选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新一届轮值会长。

远景规划——
在巩固造纸主业的同时，以造纸产业的技术、

资金、人才等为基础，发展生物质新材料，进

军快速消费品行业。通过对资源的有效整合，

使三大产业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稳步构造造

纸产品占40%、生物质新材料（溶解浆、木糖

等）占30%、快速消费品（生活用纸等）占30%

的“四三三”利润格局。

董事长 李洪信

Li Hongxin, Board chairman & GM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52.0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4.99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Liu Jiayi, Secretary of Shando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led the provincial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on-site observation 
group into Sun Paper to observe the company’s 
annual output of 200,000 tons of specialty paper 
project.
★Laos 1.2 million tons of paper making project, 
Yanzhou annual output of 450,000 tons of 
special fine paper project, the Beihai forest pulp 
and 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has been steadily 
implemented, allowing Sun Paper’s production 
base to real ize the “One Belt , One Road” 
economic belt, and making up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the mill layout.
★Sun Paper par t icipated in the “pulp and 
paper clean produ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whole process cont rol ke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and won the f irst 
priz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Recent news: 
★Su n Pape r ac t ively foug ht aga i ns t t he 
epidemic and donated 10 million yuan and 
200,000 y uan wor th of household paper, 
d isinfect ion suppl ies and other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The construction of Sun Paper’s 800,000 tons 
high-grade packaging board project in Laos is 
progressing smoothly.
★Sun Paper makes an overall effor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resum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Future plan:
Since 2012, Sun Paper has taken the lead in the 
industry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the 
operation mode. Through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can 
advance in tandem and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paper products accounting for 40%, new biomass 
materials (dissolving pulp, xylose, etc.) accounting 
for 30%, and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household paper, etc.) accounting for 30%.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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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tissue 
business has been stable. The new 100,000 ton tissue 
production line in Jiangxi plant has been put into 
production, making the tissue business a new growth 
driver for the Group.

Recent news: 
★In the f irst half of 2020, the Group’s sales 
revenue and profit decreased, but both were within 
expectations and the Group’s strategic objectives 
remained unchanged. The company achieved 
operating revenue of HK$11.07 billion, down 14.5% 
year-on-year; net profit of HK$1.40 billion, down 
16.6%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o implement water-sav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water repetition rate is at the 
domestic advanced level, annual savings of up to 1 
million tons of water.

Future plan:
Looking ahead, the Group will actively optimize its 
industrial chain in order to diversify its paper and 
pulp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stabilizing the existing 
production scale, the Group will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target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exp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layout and increase new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Group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cities.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Limited
总部所在地：香港  Headquarter: Hong Kong
主要产品：牛皮箱板纸、瓦楞芯纸、涂布白纸板、竹浆、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 kraft boxboard, corrugated medium, coated white cardboard, bamboo pulp, tissue paper

集团主席 李文俊

Lee Man Chun, Board chairman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是全球具领导地位的箱

板原纸及纸浆生产商之一。于2003年9月26日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目前已成为年

产能逾708.5万吨（其中：包装纸产能约618万

吨，浆年产能约18万吨，卫生纸产能约72.5万

吨）的跨国企业。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71.4亿港元 

纸和纸板产量：593万吨

利润：33亿港元

亮点：

★2019年，不断扩充规模，控制成本，提升产

能，给集团带来更多的业绩增长机会。

★致力于通过积极整合上游资源，发展涵盖

制浆及废纸回收的垂直业务模式，向产业链

一体化方向发展，确保原材料的供应。

★主力发展不同种类的牛皮箱板纸、瓦楞芯

纸、涂布白板纸及卫生纸产品，深耕细分市

场，迎合市场与不同客户的需求。

★卫生纸业务总体发展平稳，江西厂房的10

万吨新线已投入生产，更使卫生纸业务成为

集团新的增长动力。

近期动态——

★2020年上半年，集团销售收入及利润均

有所下降，但均在预期之内，战略目标保持

不变。实现营业收入110.7亿港元，同比下跌

14.5%；纯利14.0亿港元，同比下跌16.6%。

★江西理文获江西省三家节水标杆企业之

一，水重复利用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年节约

水量可达100万吨。

★江西理文向瑞昌市捐赠200万元，助力全市

疫情防控。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集团将积极优化产业链，以实现纸张

和纸浆业务的多元化。在稳定原有生产规模的基

础上，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瞄准东

南亚市场，拓展国际产业布局及增加新产能。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HK$ 27.14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5.93 million tons
Profit: HK$ 3.3 billion
Highlights:
★In 2019, Lee & Man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scale, 
control costs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existing business, bringing more growth 
opportunities to the Group.
★The company mainly develops different kinds of 
kraftliner board, corrugated core paper, coated white 
board, and toilet paper products, and ploughs into 
niche marke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and 
different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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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总部所在地：上海  Headquarter：Shanghai
主要产品：箱板纸、瓦楞原纸、特种纸、纸箱

Major products: containerboard, corrugated medium, specialty paper, etc.

  山鹰国际是以产业互联网、绿色资源综合利

用、工业及特种纸制造、包装产品定制等为一体

的国际化企业。公司致力于产业生态构建和商

业模式创新，成为以客户为中心、全球领先绿色

包装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公司主要产品为“山鹰牌”各类包装原纸、新

闻纸及纸板、纸箱、“Nordic Paper”特种纸等纸

制品。凭借产业链一体化的优势，实现回收纤

维、造纸及包装三项业务协同发展。公司的工业

包装纸产销量位居中国第三，占中国市场份额

为9%，在中国最大的华东市场占据25%份额排

名第一；公司的特种纸在全球细分市场的占有

率位居前列；公司包装板块销量位居中国第二，

整体市场份额为1.6%。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232.41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475.71万吨 

利润：13.62亿元

亮点：

★2019年云印平台的网络成交额达28.8亿元，

聚拢了包装产业链诸多二级厂和三级厂，注册客

户达3万余家。 

★稳健推行外延式发展，2019年收购了中山中

健，快速切入华南电子产品包装市场。

★肇庆基地10万吨特种纸产能，目前已投产。

★华中山鹰首条生产线PM21成功开机。

★捐赠100万元现金及物资助力抗击新冠疫

情。

近期动态——

★2020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8.36亿元，归

母净利润2.31亿元。原纸销量68.95万吨，瓦楞

箱板纸箱销量2.36亿平方米。

★2021-2025集团五年战略规划项目启动会顺

利召开。

★山鹰华南PM33纸机对干燥部第一组、第二组

和第三组烘缸圈路进行了优化改造。

★总投资120亿元的山鹰国际绿色纸业百亿循环

产业项目签约。

董事长 吴明武

Wu Mingwu, Board chairman & GM

近期目标——
山鹰国际将加速建设产业互联网，进一步提高

云印的数字化营销、运营、生产、物流、金融等产

品的覆盖率、转化率、复购率和渗透率。聚焦长

三角区域客户群，深度介入合作联盟工厂的单厂

效率提升与多厂协作。

★Shanying donated one million yuan in cash 
and materials to help fight against COVID-19.

Recent news: 
★In the f irst quarter of 2020, the company 
achieved operating income of 3.836 billion yuan 
and net profit of 231 million yuan, medium 
paper sales of 689,500 tons and corrugated 
board sales of 236 million square meters.
★Shanying International 2021-2025 five-year 
strategic planning project kick-off meeting was 
held successfully.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green paper 10 
billion recycling industry project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12 billion yuan was held in the 
headquarters building.

Future plan: 
China’s packaging industry is still in a monolithic 
small scale, low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low degree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he overall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2020, Shanying will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verage and penetration of cloud printing 
digital marketing, operat ions, production, 
logistics, finance and other products.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ustomer base, 
Shanying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single factory 
efficiency and multifactory collaboration.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3.24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4.76 million tons
Profit: CNY 1.36 billion
Highlights:
★Shanying is steadily pursuing out reach 
development , and rapidly centered South 
China’s electronic packaging market in 2019.
★Total output of five containerboard production 
bases reached 4,465,200 tons in 2019.
★ Zhaoqing (Guangdong ) base 100,000 tons 
of specialty paper production capacity is now i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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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总部所在地：福建晋江  Headquarter: Jinjiang city, Fujian province
主要产品：家庭生活用纸、妇幼卫生用品  Major products: household paper, sanitary napkins

行政总裁 许连捷

Xu Lianjie, CEO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2.49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21 million tons
Profits: CNY 3.9 billion
Highlights:
★In 2019, sales of the Group’s core t issue 
products performed satisfactor ily, and the 
strong growth in e-commerce sales drove tissue 
sales to achieve close to double-digi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which was one of the 
key growth drivers of the Group’s overall sales. 
Revenue from the tissue paper business rose by 
approximately 12.3% to approximately 11,487 
m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51.1% of the Group’s revenue (2018: 49.9%).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是生

活用纸和妇幼卫生用品制造商，拥有固定资产

380亿元。恒安国际于1998年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2011年入编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

   近年来，引进世界先进生产设备，同步推

进福建晋江、湖南常德、山东潍坊、重庆、安

徽芜湖及新疆昌吉等六大生活用纸原纸基地

的产能扩张，生活用纸产能规模在行业名列前

茅。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24.9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21万吨

利润：39亿元

亮点：

★2019年，核心纸巾产品销售表现理想，纸巾

业务收入上升约12.3%至约114.87亿元，占集

团收入约51.1%（2018年：49.9%）。

★在2019年日用品上市公司榜单中，恒安国际

（01044.HK）位列第一。

★恒安集团与普洛斯集团在厦门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许连捷总裁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奖章。

★牵手芬兰贝励，开启造纸卓越运营新篇章。

近期动态——

★恒安集团和中轻国际签署战略协议。

★获批转产企业医疗器械口罩类生产许可证

（正式）。

★入围“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累计捐赠消毒湿巾、消毒洗手液、成人纸

尿裤等物资和现金近2000万元，支援防疫一

线。

未来展望——
继续朝着产业延伸的长远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拓展业务至女性健康产业、婴童健康产业以及

老年健康产业等具备高增长潜力的产业，循序

渐进地推进恒安品牌全球化，持续提升整体利

润水平，致力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Hengan International was ranked first in the 
list of listed companies of daily necessities in 
2019.

Recent news: 
★He ng a n wa s a p p r ove d t o c o nve r t t h e 
enterprise medical device mask type production 
license (official).
★Hengan Group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2020 
China Brand Value Evaluation”.
★Hengan Group has donated nearly 20 million 
yuan in materials and cash. Disinfectant wipes, 
disinfectant hand sanit izer, adult diapers, 
sanitary napkins, cute sleeping pants, household 
paper and other products offered by Hengan 
were quickly conveyed to the f rontl in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put into emergency 
needs.

Future Plan: 
Hengan Group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prices of imported 
wood pulp and petrochemical product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ref ined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 hygiene 
products market in the long run.
Meanwhile, in order to maximize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effectiveness, the Group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its sales 
team and its market response capability, grasp 
the market oppor tunit 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continue to focus on consumers’ needs by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and upgrading its 
product portfolio to meet consumers’ deman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up will be more 
proactive in developing omni-channel retailing 
and enhancing customer loyalty and stickiness 
through increased e-commerce penetration 
and precision marketing. Hengan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ts business into industr ies with 
high growth potential, such as women’s health 
industry, infant health industry and elderly 
health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globalization of 
Hengan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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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广东江门  Headquarter：Jiangm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卫生卷纸、纸巾、面巾纸、个人护理产品

Major products: tissue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董事会主席 李朝旺

Li Chaowang, Board chairman

维达集团创建于1985年，30多年来，秉承“健

康生活从维达开始”的生活理念，致力为消

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卫生用品，销售区域

覆盖亚太地区，主营生活用纸、失禁护理、女

性护理及婴儿护理四大业务，拥有多个纸巾

和个人护理领先品牌，包括维达V i n d a、得宝

Tempo、多康To r k等，并矢志以国际视野发展

成为多品牌卫生护理用品企业。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60.74亿港元

纸和纸板产量：125万吨

利润：11.38亿港元

亮点：

★受惠于各地区强劲的销售增长势头，尤其

是中国内地，总收益同比上升明显。

★东南亚分部于马来西亚设立区域性总部。

★电商分销渠道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

★女性及失禁护理业务重获增长动力。

近期动态——

★在新冠疫情下，业务表现仍然坚韧。2020

年上半年总收益上升0.9%（按固定汇率计）

至76.34亿港元；第二季度收益上升14.9%

（按固定汇率换算），其中，中国内地实现

20.1%的强劲自然增长，电商渠道录得30%

的自然增长。

★成人失禁护理品牌添宁T E N A凭借过硬的

生产实力、专业品质与专送速度，除了企业自

身的抗疫捐赠外，一直努力协助多个爱心团

体、机构，助力抗疫，贡献力量。

★获香港质量保证局绿色金融认证，成为香

港首间获得绿色贷款的快速消费品企业。

未来展望——
中长期而言，本集团生活用纸及个人护理业

务商机处处。中国快速消费品持续消费升级，

伴随递增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及庞大的生活

用纸人均消费量增长空间，将有助进一步扩

张。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亦将为专业

失禁护理业务带来机遇。此外，完善的渠道布

局及作为电商先行者的优势将能抓住在线线

下合并的零售模式潜在的市场机遇。在愈趋

严谨的环保条例下，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将

进一步提升维达的竞争力。

regained its growth momentum.

Recent news: 
★Vinda’s business performance still remained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COVID-19. Total revenue 
in the f i rst half rose by 0.9% (at constant 
exchange rates) to HK$7,634 million; second 
quar ter revenue rose by 14.9% (at constant 
exchange rates). Mainland China achieved 
strong organic growth of 20.1%, reflecting clear 
signs of recovery; the e-commerce channel 
recorded 30% organic growth, continuing to 
consolidate its leadership position; and the 
feminine care and incontinence care businesses 
in Mainland China performed strongly.
★Vinda International was awarded the Green 
Finance Certification by the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and became the first FMCG 
company in Hong Kong to obtain green loans.

Future plan: 
The outlook for the business remains positive 
despite uncertainties related to the pending trad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tinued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fluctuating 
RMB exchange rates.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Group’s tissue and 
personal care business still exist. China’s rising 
FMCG consumption, along with increasing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nd huge growth 
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tissue paper, will 
facilitate the Vinda’s further expansion.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will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our incontinence care business.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Founded in 1985, Vinda st r ive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hygien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illions of families across Asia. Today, Vinda 
runs four core business segments, namely tissue, 
incontinence care, feminine care and baby 
care under several key brands Vinda, Tempo, 
Tork, TENA, Dr. P, Libresse, VIA, Libero and 
Drypers.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HKD 16.07 billion
Paper & board capacity: 1.25 million tons
profit: HKD 1,138 million
Highlights:
★Total revenue rose significantly year-on-year, 
thanks to strong sales growth in all regions, 
especially in China.
★Regional headquar ters of Vinda Group 
Southeast Asia was established in Malaysia.
★Leadership in e-commerce dist r ibut ion 
channels was strengthened.
★The female and incontinence car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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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总部所在地：北京  Headquarter：Beijing
主要产品: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 

Major product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forest, pulp and paper

★人才增值保护航。

近期动态——
★7月28日-29日，召开2020年上半年经营分

析会、党建工作会、警示教育大会。

★7月24日，中国纸业与诚通地产在北京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经济日报客户端：红塔仁恒一个有益的尝

试！本色液体包装纸替代一次性塑料。

★“光明网”新闻：中国纸业党建引领 助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胜利。

企业文化——

向德竞新——“向文明 德载业 竞天择 新致

远”品牌宣传语：奉献绿色纸品，共创美好生

活。

董事长 黄欣

Huang Xin, Board chairman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the wholly-owned 
subsidy of China Chengtong Holdings Group 
Ltd., is the paper business operation platform 
of Chengtong. There are four listed companies 
owned by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including 
Guangdong Guanhao High-Tech Co., Ltd., 
Foshan Huaxin Packaging Co., Ltd, Yueyang 
Forest & Paper Co., Ltd.and MCC Meili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Investment Co., Ltd. It owns 
six manufacture bases and 3.5 million t/a pulp 
and paper capacity in total. Furthermore, China 
paper has invested not only i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but also in gardening, forestation, 
municipal engineering,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lated supporting programs.

中国纸业作为中国诚通集团纸业版块的运

营平台，拥有4家上市公司：冠豪高新（S H，

600433），粤华包B（S Z，200986），岳阳林

纸（S H,600963)，美利云（SZ，000815）。其

产品涵盖文化类印刷用纸、涂布白板纸、白卡

纸、无碳复写纸、热敏纸、不干胶标签纸多种

明星产品，位于同类产品市场前列。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20.1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77.6万吨

利税：9.4亿元   

利润：5亿元

亮点：

★共建交流促经营：签署合作备忘录，全面

提升伙伴关系，与求是杂志社、学习出版社等

优质客户开拓合作。

★聚焦改革创效益：出台超额利润分享计划，

加大资产处置和盘活力度，借助资本平台加

快战略项目落地。

★双轮驱动谋发展：以固化“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为切入点，从推动经验

变制度、标杆变标准、示范变规范等三方面入

手，全系统总结提练共计40余项可操作、可落

地、可评价的成熟经验或创新做法。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2.01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2.776 million tons
Profit tax: CNY 940 million   
Profits: CNY 500 million
Highlights:
★The company int roduced excess prof it-
sharing plans, increased asset disposal and 
inventory efforts, with the capital platform to 
speed up the landing of strategic projects,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capacity of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tirement”.
★The company applied “do not forget the 
original heart, remember the mission” theme 
of educat ion resu l t s a s a s t a r t i ng poi nt , 
f rom promoting exper ience into a system, 
benchmarking into a standard, demonstration 
into a standard, etc., the system summarizes 
and ref ines a total of more than 40 mature 
experience or innovative practices. 

Recent news:
★July 28-29, China Paper held the first half of 
2020 business analysis meeting, party building 
work, warning education meeting.
★China Paper’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o 
help pus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double 
victory.
★Li Yousheng, v ice p re s ident of Ch i na 
Chengtong, surveyed Crown Heights High-Tech,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s a winning formula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correct strategic orientation, 
fur ther se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 i rst 
opportunity to accelerate China Paper system-

wide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Corporate Culture:
To civ i l izat ion , to v i r t ue, to 
industry, to natural selection, to 
the new far-reaching
Slogan: Dedicate green paper 
products, and create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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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含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hua Paper Co., Ltd. (Ningbo Asia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浙江宁波  Location：Ningb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档白卡、铜版卡、白纸板、烟卡、吸塑卡、艺术卡纸、食品卡等  

Major products：high-grade white cardboard, coated paperboard, blister card, cigarette paper, art 
cardboard, food wrapping paperboard, etc.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

司隶属AP P（中国）工业用纸事业部。专业生产

各类高档涂布工业包装用纸，目前年产能已达

200多万吨。是“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全国

绿化先进单位”“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位列中

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全国制浆造纸20强。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11.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61.8万吨

亮点：

★2019年8月8日，宁波中华纸业（含亚洲浆纸

业）荣登2019年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榜第36位，

制造业百强第22位，宁波竞争力百强第34位。

★2019年7月17日，宁波亚洲浆纸业举办年产

30万吨化机浆项目开工典礼。

近期动态——

★2020年1月13日，宁波亚洲浆纸业被授予北

Ningbo Zhonghua Paper Co.,Ltd./ Ningbo 
Asia Pulp and Paper Co., Ltd. is a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affiliated to APP(China). 
It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high-grade coated 
indust r ial packaging paper, with its sales 
network covering Europe, Japan, America, etc. 
The total capacity has reached two million tons 
per year. Moreover, it’s listed in China’s top 500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op 30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1.16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2.62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On March 1, 2019,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Advanced Collective Community in Safety 
Production” in Beilun District of Ningbo city.
★On May 10, 2019, the company won the title 
of “Top 50 Taxpayers” in Ningb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18.
★On August 8, 2019, the company was ranked 
36th in the 2019 Ningbo Comprehensive Top 
100 Enter pr ises l ist , 22nd in the Top 100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 and 34th in the 
Ningbo Top 100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list.

Recent news: 
★On Januar y 13, 2020,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Model Charity in Beilun 
District, Ningbo city.
★On April 7, 2020,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Water Saving Enterprise of Zhejiang 
Province.
★On July 2, 2020,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Top 50 Taxpayers” in Ningb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19.

仑区慈善楷模称号。

★2020年4月7日，宁波亚洲浆纸业荣获浙江

省节水型企业荣誉称号。

★2020年7月2日，宁波亚洲浆纸业荣膺2019

年宁波市制造业“纳税50强”称号。

总经理 刘继春

Liu Jichun, GM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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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海南洋浦  Headquarter：Yangpu, Hainan province
主要产品：硫酸盐漂白桉木浆、文化纸、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 bleached eucalyptus kraft pulp(BEKP) , printing & writing paper, tissue

作为金光集团A P P旗下林浆纸一体化基地之

一，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是中国特大型

制浆造纸企业，地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占地8000亩。公司现有年产180万吨化学漂白

硫酸盐桉木浆项目和年产160万吨造纸项目，

总投资239亿元人民币。目前项目已全部建成

投产。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7.7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14万吨

亮点：

★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第10名）；

★2019海南民营（非国有）企业100强(第2

名)；

★海南省专利金奖；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19年海南民营企业纳税排名第一。

近期动态——

★中共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洋浦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向金海浆纸颁发“大爱无疆”牌匾，

表彰公司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无私捐赠。

★洋浦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挥部颁发“爱心

捐赠 情系洋浦”锦旗。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颁发《捐赠证书》。员

工给海南残疾人基金会捐款12690元。

远景规划——
规划开展绿色循环提升改造项目。

总经理 杨长建

Yang Changjian, GM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is a pulp 
& paper company established by APP China. 
Located in Yangp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Hainan province,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8,000 mu. The company now has an 
annual output of 1.8 million tons of BEKP pulp 
project and an annual output of 1.6 million tons 
of paper making project,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23.9 billion yuan. At present, all the projects 

have been put into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77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14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op ten enterprises in China’s light industry 
and paper making industry
★2019 Hainan Top 100 Private Enterprises
★Golden Patent Award of Hainan Provinc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 ty Advantage 
Enterprises

Recent news: 
★Yangpu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eadquarters issued a banner to our company, 
thanking us for the free donation of disinfecta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onavirus.
★Our staff donated 12,690 RMB to Hainan 
Disabled Persons Foundation.

Future plan:
Planning for green recycling upgrading projects.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20强巡礼 2020年度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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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张舸

Zhang Ge, CEO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Gold Hongye Paper Group Co., Ltd.
所在地：江苏苏州  Headquarter：Suzhou,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清风、唯洁雅、铂丽雅、真真、怡丽等品牌的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tissue products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

金光集团A P P（中国）生活用纸事业部，总部

位于风景优美的苏州工业园区，集团现有员

工1.2万余人，在全国拥有14个制造工厂、23

个销售分公司。公司是国内实践“林浆纸一体

化”生产管理流程的超大型造纸企业，我们

始终秉承着“你用纸，我种树，实践绿色大循

环”的原则，发展生态造纸。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纸和纸板产量：144万吨 

亮点：

★2020中国行业影响力品牌榜，生活用纸行业

“领导品牌奖；

★清风品牌被评为2019年艾媒金榜电商消费

居家日用品牌TOP 10榜单第二位；

★清风品牌被评为2020年C-B P I中国品牌榜

纸巾/卷纸类第一品牌。

近期动态——

★2020年4月27日，金红叶与顺丰D H L供应链

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浙沪消费者网购

金红叶产品最快24小时收货。

Gold HongYe Paper, established by APP(China) 
in 1996, is a large-scale tissue manufacturer 
that specializes i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issue 
paper, with over 12,000 employees and the 
coverage of 1.14 km2. From 2006,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onver ting bases and sales 
networks all around China. Currently it produces 
1.2 million tons of base paper for household 
paper and 0.84 million tons of finished products.

Performance in 2019: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44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2020 China industry inf luence brand list, 
tissue paper industry “leading brand award”
 
Recent news: 
★On April 27, 2020, the company and SF DHL 
supply chain China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according to which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consumers could receive tissue 
products as fast as 24 hours.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专 题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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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Asia Symbol (Shandong) Pulp and Paper Co., Ltd.
所在地：山东日照  Headquarter：Rizh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化学木浆、溶解浆、莱赛尔纤维及液体包装纸板、食品卡、烟卡、社会

卡等高档产品

Major products: BHKP, NBKP, DP, liquid packaging board, high grade ivory board 
and uncoated woodfree printing, office paper, etc.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浆

纸、浆纤垂直一体化企业、山东省投资规模名列

前茅的侨资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国最大的商品

木浆生产供应企业，也是浆纸行业产业升级、技

术进步、绿色发展的标杆企业。企业总投资已超

过200亿元，具备年产270万吨浆、纸板的能力。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3.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55.8万吨

利税：5.4亿元 

利润：0.128亿元

亮点：

★2019年4月17日，公司在武汉发布全新产品森

博BPS相思浆。

★5月22日，陈江和基金会捐资1000万人民币，

在日照市五莲县开展“慧育希望-山东省儿童早

期发展创新试点项目”。 

★第十二届“亚太森博杯”日照市少年儿童环保

绘画大赛成功举行。

近期动态——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公司无偿向社会捐赠次

氯酸钠消毒液1300多吨（原液），向日照市捐赠6

万只口罩、向湖北等地区客户捐赠6万余只口罩。

★山东省副省长刘强、于国安、任爱荣先后来公

司考察调研，对企业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对企业在此次疫情中让利惠民、无偿向社会

捐赠物资表示高度赞扬。

★2020年5月25日，年产2万吨莱赛尔纤维生产

线投产。该项目的投产，标志着从“浆纸一体化”

向“浆纸+浆纤一体化”的成功转型升级。

★6月5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公布了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20年百名最美生态

环保志愿者名单，其中有来自亚太森博的公司

志愿者协会会长周文龙（造纸行业第一位）。

远景规划——

将视情况进一步拉伸产业链，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Asia Symbol (Shandong) is the world’s leading 
vertically integrated pulp and paper, pulp and fiber 
enterprise, the largest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largest commercial 
wood pulp production and suppl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lso the benchmark enterpris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enterprise has 
exceeded 20 billion yuan,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2.7 million tons of pulp and paperboard.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33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558,000 tons
Tax and profits: CNY 540 million
Profits: CNY 12.8 million
Highlights:
★On April 17, the new product---BPS pulp, was 
launched in Wuhan.
★On September 19, more than 60 county-level 
eco-environmental bureau chiefs of Shandong 
Province came to the company to observe and 
emulate, giving high praise to the company’s 
envi ronmental protect ion in it iat ives and 
achievements, agreeing that it has reached the 
leading level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Recent news:
In face of COVID-19, the company not only 
achieved zero infection and zero production 
s t o p p a g e , b u t a l s o a c t i ve l y i n t e g r a t e d 
advantageous resources, donating more than 
1,300 tons of sodium hypochlorite disinfectant, 
60,000 masks to Rizhao and 60,000 masks to 
customers in Hubei and other regions.

Future plan:
ASI A SY M BOL w i l l f u r t he r ex t end t he 
industrial chain as the case may be, to help 
transform the old and new energ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总经理 陈小荣

Chen Xiaorong,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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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Gold East Paper (Jiangsu) Co., Ltd.
所在地：江苏镇江  Location：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文化用纸  Major products：coated art paper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5月

18日正式成立，总投资36.1亿美元，现有员工

3000余名。拥有世界先进的2条纸机生产线、

2条涂布生产线和1条机内涂布生产线，可年产

文化用纸200万吨以上，是世界单厂规模最大

的铜版纸生产企业之一。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00.7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99.07万吨

亮点：

★荣获2019年度“中国企业500强”；

★荣获2019年度“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通过中国环境标志（Ⅱ型）产品认证年审。

Gold East Paper is the single largest coated 
paper mill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 2 million tonnes. It was incorporated on 
May 18, 1997,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USD 
3.61 billion.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0.0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1.99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2019 “Top 500 Chinese Enterprises”.
★2019 “Top 500 Chinese Manufactu r ing 
Enterprises”.
★Passed the annual examination of China 
Environmental Labeling (Type II) product 
certification.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总经理 黄昭雄

Huang Zhaoxiong,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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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Co., Ltd.
总部所在地：山东桓台  Headquarter: Huantai county, Shangdong provice
主要产品：白纸板、箱板纸

Major products：white cardboard, container board

博汇纸业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集纸张的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公

司于2004年在A股发行上市。现有注册资本为

133684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包装纸、纸板、

造纸木浆的生产及销售。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97.4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29.42万吨

亮点：

★山东博汇PM6板纸机成功投产。

★金光纸业(A P P)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博汇集

团)所持有公司28.84%股权，结合前期通过

二级市场增持20%股权，金光纸业将持有公

司48.84%股份，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伴随

着反垄断审查无条件通过和外商投资安全审

查的通过，博汇母公司博汇集团的100%股权

已过户给金光纸业（A P P），意味着A P P收购

博汇取得决定性进展。

近期动态——

★年产40万吨碳酸钙研磨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捐赠300万元用于桓台县和马桥镇抗击疫

情。

近期规划——
工作重点是扩规模、抓环保、降成本、提效

率。通过对现有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及新项目

的规划建设，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工艺，进一步降低能耗、提升效率，

提升规模效益，优化产品结构，强化环保管

理，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yuan. Combined with the 20% increase in equity 
through the secondary market in the early stage, 
if the smooth transfer of equity is completed, 
APP will hold 48.84% of the company’s shares 
and become the company’s controller.

Recent news: 
★Bohui’s an nual out put of 400,000 tons 
of calcium carbonate gr inding project was 
completed and accepted.
★Bohui donated 3 million yuan for Huantai 
County and Maqiao Town to fight the epidemic, 
showing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PP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acquiring Bohui.

Future plan:
B ohu i fo c u s e s o n ex p a nd i ng t he s c a le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existing 
production lines and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projects, and constantly introduce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and 
processes, to further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efficiency, enhance economies of scale, 
optimize the product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20强巡礼 2020年度榜单

Shandong Bohui Paper is a large-scale listed 
joint-stock and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aper manufactu re and sales. With 
register assets of about 1336 million yuan, 
Bohui mainly produces printing and writing 
paper, containerboard, white cardboard, pulp, 
etc.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9.74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2.29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Shandong Bohui’s PM6 board paper machine 
was successfully put into production.
★A PP i nt ends to acqu i re 28.84% of t he 
company’s equity held by the cont rol l ing 
shareholder (Bohui Group) for 1.927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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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总部所在地：江苏昆山  Location：Kunsh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工业用纸、瓦楞芯纸、瓦楞纸板及纸箱  

Major products: industrial paper, corrugated medium, corrugated paperboard

董事长 郑瑛彬

Zheng Yingbin, Board chairman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成环科）

是中国台湾地区三大造纸企业之一的荣成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子公司，在

江苏无锡、浙江平湖、湖北松滋投建有工业用

纸生产基地，并在苏州、昆山、上海、杭州、仙

桃等地设有纸箱厂。公司以牛皮箱纸板、高强

瓦楞原纸的生产、销售为核心，同时拥有废纸

原料回收，并辅以污水处理、热电联产等基础

设施，构建了一体化全产业链的经营体系。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7.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52万吨

亮点：

★湖北荣成纸业二期项目正式投产出纸。

★湖北荣成占地108亩纸箱项目一期投产。

近期动态——

★台湾荣成纸业2020年3月24日召开法说会，

公司副总邹永芳表示，大陆的禁废令加疫情

影响，估计今年大陆产能减少36万吨，占总产

能约10％。

★湖北荣成于3月26日正式复产复工，进展顺

利。

★筹备中的武汉纸箱厂预计将推迟至年底投产。

远景规划——
深耕华东地区经营并大力拓展华中地区市

场。针对目标客户需求，持续导入利基产品组

合。不断深入研发创新，推动产品优化升级，

以量身优质服务，扩大工业用纸市场占有率

并获取最佳报酬。

medium, corrugated board, containerboard, 
and related packaging solutions. The industrial 
paper bases are located in Wuxi(Jiangsu), 
Pinghu(Zhejiang) and Songzi(Hubei), and case 
board mills are established in Suzhou(Jiangsu), 
Ku nshan(Jiangsu), Shang ha i , Hangz hou 
(Zhejiang), and Xiantao (Hubei).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78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2.52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Long Chen’s second phrase project in Hubei 
started operation.
★Long Chen’s first phase of the cartonerboard 
project covering 108 mu in Hubei was put into 
operation.

Recent news: 
★Affected by the ban on waste from China’s 
main land and the COVID-19, Long Chen 
estimated that this year’s mainland production 
to drop by 360,000 tons, accounting for about 
10% of the total capacity.
★Hu b e i L ong C he n of f i c i a l ly r e s u me d 
production on March 26.
★The Wuhan carton factory under preparation 
is expected to postpone product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Future plan:
Long Chen will deepen the operation in East China 
and vigorously expand the market in Central China. 
Continuously introducing niche product portfolios 
to meet the needs of target customers,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promote product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with tailor-made quality services, to 
expand the market share of industrial paper and 
obtain the best compensation.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is a 
subsidiary of Long Chen Paper Co. (LCPC),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China. It is the industrial paper supplier 
that provides indust r ial paper, cor ru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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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UPM (China) Co., Ltd
所在地：江苏常熟   Headquarter：Changshu city,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印刷用纸、办公用纸、特种纸和标签材料

Major products: printing paper, office paper, specialty paper and label materials

芬欧汇川U PM常熟纸厂是中国最大的全化学

木浆胶版纸和复印纸生产企业之一。自1998

年投资中国以来，U PM在华业务发展迅速，累

计投资超过20亿美元，年生产能力达140万

吨。U P M致力于通过先进的森林工业解决方

案持续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5.57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89.5万吨

亮点：

★2019年9月，U PM当选道琼斯全球和欧洲可

持续发展指数2019-2020年森林和造纸行业

领袖。这是UPM连续第八年获此殊荣。

★2019年9月，U P M被联合国全球契约授予

“（LEAD）领袖企业”称号。UPM是森林工业

唯一的企业代表。

★2019年12月，UPM携标签领域全新产品CCK，

亮相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该标签产品满

足高性能表现的同时满足减塑的环保特性。

★2019年12月，UPM第八次荣获由杰出雇主调研

机构颁布的“中国杰出雇主2020”认证。

近期动态——

★2020年2月，U PM向常熟市政府和常熟海关

捐赠1.5万只芬兰进口医用口罩；在武汉，U PM

携手合作伙伴向医院定向捐赠复印纸产品。

★2020年上半年，U P M加快开发推出了CC K

产品（优瑰丽）以及白牛皮纸系列产品（索力

得、索力顺）。

★2020年3月，U P M宣布与离型纸回收企业

Cycle4g re e n达成合作，推动不干胶标签行业

循环经济发展。

★2020年5月，U P M常熟工厂P M3获得I S 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近期规划——

通过完善的品牌策略，UPM不断投资新产能，

常熟纸厂所生产的文化用纸和标签材料正在

持续占领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

作为新型森林生物工业的领导者，UPM亲身实践

“森领未来，创想无限”（Biofore）的理念，研发

创新技术，以提高现有业务的运营表现并为公

司的可持续性发展未来创造新的机遇。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2019-2020, the eighth consecutive year UPM 
has been awarded this prestigious award.
★In September 2019, UPM was awarded the 
(LEAD) Leader design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the world’s largest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with only 36 
companies selected globally in 2019.UPM was 
also The onl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of Forest 
Industries.

Recent news: 
★In February 2020, UPM donated 15,000 
medical masks imported from Finland to the 
Changsh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Changshu 
Customs to suppor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Wuhan, 
UPM, together with its partners, donated copy 
paper products to several hospitals in need of 
supplies.
★In March 2020, UPM announced that it has 
entered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Cycle4green, 
a paper recycling compan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ircular economy in the self-
adhesive label industry.
★In April 2020,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s 
paper industry, UPM and its customers will 
communicate onl ine v ia a l ive st reaming 
platform to analyze market trends and discuss 
countermeasures together. In addition, UPM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ll kinds of live 
broadcasts in the industry, making positive 
cont r ibut ions to the indust r y’s tech n ical 
exchanges and situation discussions.

Recent plan:
UPM continues to invest in new projects. For 
example, UPM Changshu Mill is continuing to 
capture a growing market share for offset papers 
and label materials.
As a leader in the bio-industry, UPM is putting 
the “Biofore” concept into practice, developing 
i n nova t ive t e ch nolog ie s t o i mprove t 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businesses 
and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董事长 Petteri Kalela
Petteri Kalela, Board chairman

UPM Changshu Mil l is one of the la rgest 
producers of chemical wood pulp offset paper 
and copy paper in China. Since investing in 
China in 1998, UPM’s business in China has 
grown rapidly, with a cumulative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US$2 bi l l ion and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1.4 million tons. UPM 
is com mit ted to cont inuously promot 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dvanced 
forest industry solutions.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8.56 billion yuan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895,000 tons
Highlight:
★In September 2019, UPM was selected as a 
Dow Jones Global and European Sustainability 
Index Forest and Paper Industry Lead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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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Liansheng Paper Industry(Longhai) Co., Ltd.
所在地：福建漳州   Headquarter：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主要产品：高强瓦楞纸、高档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灰板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面牛卡纸

Major products: high-strength corrugated paper, high-grade kraft linerboard, core paper, high-grade 
uncoated paper board with grey back, coated duplex board, coated linerboard, kraft cardboard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总部设立于漳州台商

投资区凤山工业园。公司占地1500亩，地理位置

优越，雄踞海外出口市场开拓的绝佳位置。

联盛纸业目前拥有造纸、物流、环保、商贸、

进出口五大业务板块。主要生产高档牛卡纸、

高强瓦楞原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卡纸、白

面牛卡纸、纸管原纸、高级灰板纸等7个品种

的包装用纸。拥有“联盛红叶、黄叶、蓝叶、绿

叶、紫叶”等5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产品。自

2010年建厂以来，先后建成5条高度自动化的

造纸生产线，发展成为集废纸回收、制浆、造

纸、销售和物流为一体的年产能200万吨的大

型现代化造纸集团。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0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03万吨

亮点：

★获得2019年福建双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Liansheng Paper Industrial(Longhai) Co., Ltd. 
has f ive business segments: papermaking, 
Logistic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erce 
and t rade, and impor t & expor t business. 
It main ly produces 7 ser ies of packaging 
grades such as high-grade Kraft linerboard, 
h igh-s t reng th Cor r ugated paper, Coated 
duplex board, coated liner, White-faced kraft 
cardboard, Core paper and high-grade Uncoated 
paper board with grey back. It owns five brands 
as: “Liansheng Hongye, Liansheng Huangye, 
L i a n s h e ng L a nye , L i a n s h e ng Lv ye a n d 
Liansheng Ziye”.
Founded in 2010, Liansheng Paper has grown 
into a large-scale modern papermaking group 
with five highly automatic paper production 
lines, an annual capacity of 2 million tons, 
integrating waste paper collection, pulping 
and stock preparation, papermaking, sales and 
logistics together.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0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2.03 million tons
Highlight:
★Obtained the honorary title of Fujian Double 
Hundred Enterprises in 2019.
★Obtained the f i rst pr iz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of Fujian Province.
★Obtained Fujian Province Quality Award for 
Excellent Management.

Recent news:
★A p pl y i n g “ N a t i o n a l G r e e n Fa c t o r y ” 
Certification

董事长 陈加育

Chen Jiayu, Board chairman

★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得福建省质量奖优秀管理单位。

近期动态——

★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认定。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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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Guangxi Jingui Pulp & Paper Co., Ltd.
所在地：广西钦州  Location：Qin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主要产品：化学机械浆、高档白卡纸 

Major products: chemimechanical pulp(CMP), white cardboard

证标准实施后，广西唯一一家新申请并顺利

通过海关高级认证的企业。

近期动态——

★2020年2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

到金桂检查重大项目复工情况。

★荣获“2019年度自治区节水型企业”称号，

“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4月29日，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

46.2亿元银团签约仪式在南宁圆满举行。

★5月22日，PM1在抄造IVJ250时，以1400米/

分钟车速连续运转4小时，创造了幅宽8.1米涂

布白卡纸机最高车速的世界记录。

远景规划——

加快推进二期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项目、年产

30万吨双氧水项目的建设和年产75万吨化机浆

项目的申报进度，争取早日建成投产；积极开展

三期项目前期工作。本着做大、做强、做富、做

久，打造世界级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基地。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62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1.35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he speed of PM1 reached 1350m/min, 
making is a new record again.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mechanical pulp (commercial pulp) 
and coated white cardboard is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 value of GB31825-2015.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1.8 million tons 
of annual output of high-grade cardboard 
expansion project is under construction.
★Passing the AEO Advanced Customs Certification, 
becoming the only enterprise in Guangxi to apply for 
and successfully pass the AEO Advanced Customs 
Certific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是金光集团AP P（中

国）投资建设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企业，在广

西拥有自营林138万亩，一期工程生产规模为

年产75万吨浆和年产100万吨纸，浆线于2011

年投产，纸线于2013年投产。二期工程由三个

子项目组成，其中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

项目已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年产30万吨双

氧水项目即将建成，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

目申报正在积极推进中。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6.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35.38万吨 

亮点：

★P M1纸机车速达到1350m/m i n，再次刷新

该纸机车速历史记录。

★产品化学机械浆、涂布白卡纸的主要生产

系统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均优于G B31825-

2015标准的先进值。

★二期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开工建设。

★成为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两步申报”政策

落地的首家、首票成功试点企业。

★通过海关A E O高级认证，成为2019年新认

certification standard in 2019.

Recent news:
★On February 25, 2020, Chen Wu, Chairman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ent 
to Jingui to check the resumption of major 
projects.
★Rated as “2019 Regional Water Saving Enterprise”.
★On April 29,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1.8 million tons of annual output of high-grade 
cardboard expansion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Nanning, Guangxi.
★On May 22, PM1 ran continuously for 4 hours 
at 1400m/minute speed, creating a world record 
for the highest speed of an 8.1m wide coated 
white cardboard machine.

Future plan:
Jingui plan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annual output of 1.8 million 
tons of high-grade cardboard project, the annual 
output of 300,000 tons of hydrogen peroxide 
project and the annual output of 750,000 tons 
of chemical pulp project declaration progress, 
string for early completion and producti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actively carries out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project, aiming to build a world-class integrated 
production base of forest pulp and paper.

风采
速览

风采
速览

总经理 黄俊彦

Huang Junyan,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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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总部所在地：山东昌乐   Headquarter：Changle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瓦楞纸

Major products: kraft paperboard, coated kraft linerboard, tube base paper, corrugated paper

董事长 王东兴

Wang Dongxing, Board chairman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was founded by the end of 2000 
and listed in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arket in 
2007, owning total assets of RMB 10 billion, 4,000 
empoyees and 15 more subsidiaries. Total paper 
capacity is 2.3 million tons per year. By unique 
product positioning and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Sunshine Paper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leader in 
China paper segment and become a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largest capacity, latest technology & 
equipment, highest quality for producing coated/
uncoated WTTL as well as the world-class preprint 
base. Sunshine Paper is one of China Top 15 
papermakers and world Top 100 papermakers.
  
Performance in 2019: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6.4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26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Select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 n for mat ion Tech nolog y of t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green factory.
★Re-entered the lis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top ten paper-
making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nterprise import symposium on recycled 
pulp held in the company.On November 4, 2019, 
the enterprise import symposium on recycled 
pulp was held in our company to discuss the 
direction of importing recycled pulp.

Recent news:
★Output in the f i rst half of the year was 
645,000 tons, basically achieving the efficiency 
target.
★The company’s laboratory is CNAS certified.
★Elected as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modern advantageous industrial cluster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ture plan:
Sunshine Paper grows its main business, innovates 
and develops, at t aches impor tance to raw 
materials, and realizes the large-scale upgrading 
of the paper making indust ry, and the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company reaches 3.3 
million tons to 3.5 million tons, entering the top 
ten of the national paper mak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blockchain, 5G, ERP, M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processes, 
products, management, culture and business 
model, so that each field to enter the industry 
leading position, to achieve stable oper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

年底，2007年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下设15个子公司，年造纸产能230万吨，

成为亚洲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及纸管

原纸生产规模最大、装备能力最强、产品档次

最高的生产基地，全球最先进的预印产品基

地，是国家备案高新技术企业。

2019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64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26万吨   

亮点：

★入选国家工信部绿色工厂名单。

★再次入选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山东省

造纸十强企业。

★科迈生物机械浆项目完成土建工程。

★华迈80万吨瓦楞纸一期项目进入设备调试

阶段。

近期动态——

★2020年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

半年完成产量64.5万吨，基本完成效益目标。

★华迈年产80万吨高级瓦楞纸项目1号线建成

投产。

★实验室通过CNAS认证。

★被评为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牛卡纸生产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入围现

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点示范项目。

近期规划——

深入实施主业壮大、创新发展、原料致胜等

发展战略，以三年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新阳光

为目标，实现造纸产业规模化升级，建成科迈

50万吨生物机械浆、华迈80万吨高级瓦楞纸

外，新上40万吨集束包装纸、60万吨箱板纸等

项目，使公司总产能达到330万吨至350万吨，

进入全国造纸行业前十强。

风采
速览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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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坚持生态优先  践行绿色发展

          谱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 晨鸣集团  冯义华 高翔

长期以来，晨鸣集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始终将环保作为“生命工程”来抓，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使各项指标走

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成为我国履行环保主体责任的标杆企业，荣获中国环境社会责任企业、中

国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全国节能先进企业、山东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低碳山东标杆企业、

山东省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单位等称号，经济效益连续20多年位居行业首位，实现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1  实现提质增效“加速跑”

长期以来，晨鸣集团始终秉承“绿色发展、环保先行”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

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了产业发展的美丽嬗变。

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晨鸣集团董事长陈洪国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质量和效益同步持续提

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企业的必由之路。2011年以来，晨鸣以壮士断腕的

气魄，痛下决心，先后关停了齐河晨鸣、武汉晨鸣一厂、延边晨鸣、海拉尔晨鸣等一批效益良好而

产能相对落后的子公司，陆续淘汰浆纸产能270多万吨，走在了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列。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晨鸣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尽管造成了一定损失，但腾出的空间很快上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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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项目，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发展质量来看，都实现了“破茧成蝶”的美丽

蜕变。

2012年，吉林晨鸣实施整体环保迁建，关闭淘汰原有的低水平生产线，新上30万吨高档文

化纸生产线；完成武汉晨鸣二厂、寿光晨鸣热敏纸和新闻纸改文化纸改造升级，步入良性发展轨

道。同时，集中精力和资源，加快发展优质高端产能，先后上马高档生活用纸、铜版纸、文化纸、

液体包装纸、食品包装纸及化学浆等世界一流项目，增加600多万吨高端产能，高档产品比重提

高到95%以上，再造了一个“造纸王国”。

2  打好节能减排“主动仗”

绿色是制造业的底色。晨鸣累计投入80多亿元，主动配套建设碱回收、中段水、中水回用等

工程，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全面开展环保治理，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实施节能减排，走上绿

色、清洁、低碳发展之路。

碱回收是变废为宝、增加效益、防治污染的综合利用工程。1995年晨鸣率先探索黑液资源

化技术，1997年建成当时国内造纸业最大的碱回收工程，2002年建成国内最早利用碱炉产生中

压蒸汽发电的机组，后来又陆续在湛江晨鸣、黄冈晨鸣分别建成碱回收工程，年可节约标煤75万

吨，碱回收率达99.8%，取得了明显的环保、节能和经济效益。

节约用水，实现水循环利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04年，晨鸣集团开始研发中水回

用技术，经过多次攻关，反复实验，攻克悬浮物多、色度高等多项技术难题。2007年8月，晨鸣果

断投资4000万元，建设全国最大、日处理能力3万立方米的中水回用工程，成功探索了一条经济上

合理、技术上可靠的制浆造纸废水深度处理回用之路。2009年，环保部在晨鸣集团召开现场会，

向全国造纸行业推广“晨鸣经验”。

2011年，晨鸣实施6万立方米中段水淘汰更新技改项目，进一步提升了污水治理效率。目前，

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超滤膜+反渗透膜”工艺，建设中水回用膜处理项目，中水回用率达到75%以

上，回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每天可节约清水17万立方米。

3  发展循环经济“生态链”

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大势所趋。晨鸣集团在抓好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的同

时，探索创新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循环发展的模式，构筑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三大循环经

济“生态链”。

“林-纸-再生纤维”循环链：在广东、湖北、江西等子公司所在地建有原料林基地200多万

亩，集苗木培育、营林生产和木材开发于一体，节约了大量的森林资源。

“煤-电-建材”循环链：对热电厂废弃物综合利用，配套上马水泥厂和新型建材厂，使灰、

渣变“金”，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造纸废弃物-制肥、发电”循环链：在晨鸣废弃物处理厂，造纸污泥、沼气、工业垃圾等废

弃物经过处理，变废为宝，可用作于农作物复合肥或发电，既替代能源，又有效避免了对环境造

成影响。

面向未来，晨鸣集团将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为己任，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把绿色

发展理念深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擦亮民族造纸业的底色，打造倍受社会尊重、世界

一流百年企业，为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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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四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 华泰集团  任爱丽  

华泰集团拥有全球领先的新闻纸、文化纸、铜版

纸、特种纸、盐化工等五大龙头生产基地，是全国各大

党政机关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专用纸的供应商，名列

中国企业500强第254名、中国轻工业百强第11名。近年

来，受电子传媒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金融风暴、环保风

暴等影响，特别是面对“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疫情”

等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互联

网+金融”，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坚持生态高效绿色环

保，拉长产业链条，努力推动公司发展提质增效，激活了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信息化+金融”，增强管控能力

面对多层次、多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等发展实际，

近年来，受电子传媒对传统媒体的冲

击，金融风暴、环保风暴等影响，特别是面对

“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疫情”等复杂的经

济形势，华泰集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推动“互联网+金融”，持续加强科技创

新，发展循环经济，挖掘资源潜力，实施产业

融合，拉长产业链条，努力推动公司发展提质

增效，激活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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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公司未来持续扩大投入增上绿色制浆、特种造纸、

精细化工等大发展、大规划项目，结合国家推动企业

发展的有利政策，华泰集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平

台，正着力推动“信息化+金融”战略，增强综合管控能

力。

今年3月25日，克服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华泰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山东省副省长刘强等领导出

席成立活动。华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以加强

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客户提供

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打造“资金结算、

资金归集、资金监控、金融服务”四个平台，围绕公司总

体发展战略，一方面充分发挥内部结算、内外融资、资

金管理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控

制资金风险，降低财务成本，为成员单位提供优质、高

效、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整合“物流、商流、

信息流、资金流”，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供应链的上下游，

助推集团公司转型升级。

作为全国第一批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全国两

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华泰集团着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

化的深度融合。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财进销存电算化

管理的信息化1.0以来，经

过多次更新换代，目前正

在实施以数字管理智能

化为主的信息化4.0升级

项目。通过与用友、浪潮、

ABB等大型软件、电子公

司进行合作，实现了全集

团财务业务一体化、订单

生产集成化、客户和供应

商协同化、生产与管理对

接数字化；位于全国六

大造纸基地的配电系统

实现了全程移动在线“监

控”，形成了高度灵活的

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

与服务生产模式，公司的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成率达到90%，产品实时库存

准确率达到99.5%，库存资金占用率降低12%，资金周

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提高10%以上。

财务公司的成立是华泰集团是继20世纪90年代的

股份制改革、新世纪的股票上市后，公司在金融管理上

的又一个重要突破，这是华泰集团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标志着公司将通过资本运营为集团的大规划、大发

展“保驾护航”，将开启快速发展新模式。而华泰集团

正在实施的信息化4.0升级项目，将结合高层智能决策

支持系统，实现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分析评价，为

公司金融产业健康有序开展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信

息化和金融产业的结合，将成为华泰集团实现快速发

展的“左膀右臂”，助推公司稳健快速发展，实现管控

能力再次升级。

2  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内生动力

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和未来，推动科技创新，

就是增强企业发展的永续动能，是企业的内生动力源

泉。在发展过程中，华泰集团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工作，

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

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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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

举行，华泰参与完成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

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和“混合材高得

率清洁制浆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分别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其中，“制浆造纸清洁生

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是

造纸行业时隔20年荣获的第二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两项成果围绕制约造纸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性问题，从行业普遍面临的原料短缺、污染治理、清洁

生产、废弃物利用等方面入手，突破了关键技术，取得了

显著成果，形成了可靠的技术体系，产生了显著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新增两项大奖后，华泰领先同行业成

为唯一荣获六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企业。

华泰集团打造了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泰山学者岗、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等七

大科研平台，累计有12名博士后在华泰开展课题研究，

其中，傅英娟博士开展的“涂布印刷纸绿色清洁生产技

术”攻关，通过生物质基功能化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实

现生产过程绿色清洁环保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泰山学者

高扬针对废纸制浆过程中的胶粘物问题进行研究，因为

废纸制浆的胶粘物问题，是一个世界难题，其从机理上

对胶粘物组分及产生进行了研究，为胶粘物的控制提供

了理论基础。公司始终重视人才培养引进，通过开展产

学研合作，与中国工程院、中国林科院、华南理工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等10多个高校院所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引进了行业技术专家50多名。目前，国家“万人计划”

专家王小慧联合开展国产废纸再生纸生产关键技术攻

关，纤维品质达到100%替代进口废纸水平，可解决国内

造纸业进口原料来源的缺口。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让华泰集团走在同行业的前

列，公司主导或参与了23项国家标准制定，其中新闻

纸、溶解浆、超级压光纸等国家标准均以华泰为蓝本进

行制定，先后承担了30多项国家重点新产品开发任务，

获国家授权专利152项。

3  发展循环经济，挖掘资源潜力

目前，作为河北省“双创双服”重点帮扶项目、石家

庄市“固废资源化综合示范工程”，在河北华泰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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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亿元的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经过一年的运行，

每年为公司新增经济效益达2000万元，项目采用汽轮发

电技术，配备了超低排放系统，实现智能全自动控制在

线监测，生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3月结束的供

暖季，华泰集团参与城市建设实施的低温循环水改造

项目，充分利用公司冷却塔散发的热量进行回收，用于

县城区供暖，每个供暖季回收热量160万吉焦，节约标煤

5万吨，可实现供暖面积360万平方米，是国内第一个在

135MW以上机组应用低温循环水供暖的项目。

两个项目的投运，为公司循环经济产业增添了新生

力量，而这仅是华泰集团循环经济产业的一个缩影。多

年来，华泰集团始终坚持“产量是钱，环保是命，不能

要钱不要命”的理念，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的循环经济原则，先后投入40多亿元进行综合治理。

公司采取一切措施对废渣、废水、废气进行综合

治理。在废水处理方面，公司先后增上了中段水处理系

统、超效浅层气浮装置、同向流净水器、回收池回收塔、

多圆盘过滤机、废水厌氧生物处理系统、三级化学处理

系统、废水深度处理系统等环保设施，实现废水层层处

理、循环利用，国家标准外排水COD含量为60m g/l，

而华泰COD含量降到了40mg/l以下；针对制浆产生的

废渣，公司增上废渣焚烧发电项目、污泥干化项目、加

气块建材项目、环保制浆项目等，不仅实现了废渣无害

化处理，而且把废渣变成了电、蒸汽、建材、环保纸，为

公司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水处理过程的沼气、

燃煤烟气、制浆蒸煮气味等废气，公司增上了沼气提

纯、超低排放、余热回收、布袋除尘、电除尘、烟气脱硝

等项目，将烟气中的杂质进行层层净化、过滤，实现“全

流程减排控制”，为空气减负。

节能环保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公司宁可损失效益

也不能产生环境污染，公司不仅投入巨资增上环保项

目，而且每年运行费用就达上亿元。过去，企业为污染

物治理犯难，现在，污染物变成了放错位置的能源，通

过环保设施的运用充分减少污染的同时，也让各项资

源物尽其用，打造出“最佳生产、最少废弃”的高效生

态格局，变“制造”为“质造”，构筑了绿色华泰核心竞

争力。

4  实施产业融合，增强发展定力

以造纸为中心，目前华泰集团已经形成上游林业、

制浆、热力、化工，下游印刷、物流、商贸、金融、环保等

上下游相互衔接的一体化产业模式，通过资源共享、协

同发展，充分提升了企业综合竞争力。首尾相结、优势互

补的产业融合模式，实现了价值链相通，促进了公司经

营效益再上新台阶。

2019年6月，华泰集团在日照投资22亿元实施的1条

制浆生产线、6条造纸生产线相继投运，初步形成了国

内领先的高档特种浆纸基地，项目产品全部转型为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生态环保的特种浆纸产品，其中特

种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食品包装和动车车体保

护，主要供应华为、小米、三只松鼠和中国动车等知名

企业，其中高档食品级薄页包装纸填补国内空白。

2019年6月，在东营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北京恳谈

会上，华泰集团与新加坡首化集团签约，将合资建设

70万吨制浆项目，充分回收国内废纸、木片，为公司年

产400万吨造纸产能提供充足原料，同时配套建设碱回

收、水处理、生物质锅炉、铁路延伸项目，将成为公司经

济效益新的增长点。

2019年10月31日，在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第21

次会议上，华泰集团与新加坡首化集团签署了230万吨

/年精对苯二甲酸（PTA）项目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在东

营港经济开发区共同投资10亿美元展开项目建设。

在华泰化工基地，10万吨/年甘油法环氧氯丙烷项

目、6万吨功能性硅烷及5000吨高性能有机硅聚合物项

目、16万吨/年环保型生物基纤维项目也将陆续开工……

今年以来，克服疫情影响，化解疫情的危机，华泰

集团加快对外合作交流，推动各大项目加快建设，分别

与法国、印尼、新加坡、奥地利等国家的知名企业进行

了交流。围绕一张纸的上游盐化工、精细化工，下游印

刷、物流、环保等多元产业，不断延链、强链、补链，加

快产业融合，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实施产业间延伸融合，

进行产业渗透、产业重组，形成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

乘、供应链相通、物流链相融，创造优质高效产业结构，

重塑价值链升级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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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笃定前行，走创造价值之路
⊙ 太阳集团  宋伟华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阳集团）始创于1982年，

是全球先进的跨国造纸企业和林浆

纸一体化集团，总部位于山东省济宁

市兖州区。业务涉及投资、造纸、酒

店等领域。旗下控股子公司主要有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002078,以下简称：太阳纸业）、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山东

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山东万

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

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等。

2 0 1 9 年，是太阳 集 团高质

量发展的一年。集团按照既定的

“四三三”发展战略规划，围绕造

纸产业链进行多元化布局，在国内

和老挝布局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有序开展，逐步完善和建设山东、广

西和老挝三大生产基地。承载着梦

想与希望，全体太阳人同心同德、开

拓创新、砥砺前行，努力创造价值，

在“打造可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

球卓越企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交

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年度答卷。

过去一年，对太阳集团来说是

笃定前行、创造价值的一年。面对

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和经济下行压

力，太阳人准确研判形势、保持战略

定力、扎实练好内功，关键指标全面

向好。

1  创新研发登上新台阶

风采
速览

名企
之道

太阳集团旗下单位无论是太阳

纸业还是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

公司、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

公司、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三家公司，都已构建了较为

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并拥有专业、

高效、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

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比均处于同行前

列。

太阳纸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山东省制浆造纸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院士科研工作站、山东省泰山学

者岗位等高层次科技创新的共享平

台，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科研与

技术合作关系，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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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司技术装备与生产工艺在行

业内处于先进水平。优越的科研环

境，雄厚的技术实力，吸引了一大批

高新技术人才，形成了结构合理的高

端人才梯队，为企业持续保持雄厚

的科技创新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纸

业发展潮流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

是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公司与

中国工程院陈克复院士共同完成的

“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

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技术成

果，获得了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这是中国造纸行业20多年来

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也是建国以来山东造纸行业获

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荣誉让公司

的企业形象得到大幅提升，赢得了

业界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2019年，

集团申请国家专利19项，承担国家、

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员工提出创新

改善提案1204项，采纳866项。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

司2017年凭借在烟卡领域的综合实

力和发展潜力，荣列山东首批制造

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单，这为公

司的长远发展增添了动力。根据市

场需求，持续开发了万国维伊烟卡、

丁香烟专用烟卡、扑克牌专用纸、水

转印原纸、喷涂防伪产品及高松厚

度产品等新产品，不断完善产品体

系，最大化地满足客户所需。尤其烟

卡类产品具有优秀的印刷性能和制

盒性能，能够充分满足凹印、胶印、

高速烟包机等设备需求，VOC s、邻

苯类物质、光引发剂等各项特殊指

标达到行业领先控制水平。

2  战略布局实现大突破

为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按照

既定的经营发展策略，太阳纸业布

局的山东、老挝、广西项目三大生产

基地将让公司的产业实现“一带一

路”经济带、祖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

全覆盖，补齐了工厂布局战略位置

上的短板。2019年，老挝120万吨造

纸项目中的40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

产线投产运行，80万吨高档包装纸

板项目启动实施；兖州本部颜店太

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45万吨特色文

化用纸项目、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

化项目都在稳步推进。相关项目的

陆续落地、实施是太阳纸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公司将按照时间节点扎实

推进三大基地各项目的建设，确保

按计划陆续实现投产。

太阳纸业将“林浆纸一体化”

作为永续经营的重要举措。老挝“林

浆纸一体化”项目就是公司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战略

项目。太阳纸业在加快推进老挝造

纸、制浆项目的同时，全力推动速生

林建设。老挝“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的稳步推进是造纸产业链最关键的

环节，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打破

原料和环境制约的重要举措。 

鉴于以上良好的产业布局，高

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推进相关项

目建设，太阳纸业将打造最优的“林

浆纸一体化”体系。三大生产基地项

目全部投产后，太阳纸业浆纸总产

能将突破1000万吨，将有效提升生

产原料的自给率和对原料的掌控能

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

进一步凸显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开启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

3  “生命工程”干出新成绩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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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质量一直以来都是

太阳集团的三大“生命工程”。“敬

畏生命”“敬畏环境”“敬畏质量”

的理念已经蔚然成风，企业发展的

根基更加牢固。

安全方面，太阳人按照“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总体要

求，用心工作，严格履行安全责任，

深入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安全

生产形势平稳，为各项生产经营活

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太阳

人牢固树立了“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发展理念，认定安全无小事，

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把抓安全

上升到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高度，

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真正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针对安全生产呈现跨

地域、跨行业的特点，安全部门特

别完善了登高、用电、动火、吊装、

盲板抽堵等6大危险性作业，从“检

测、监护、演练、改进”等八个方面，

始终将“反违章、除隐患；高标准、

严要求；强弱项、补短板”作为工作

主线和工作态度。如果生产者不尽

责、不履职就是对生命和职责的亵

渎。太阳人基于这样的认识，扎实履

职、不敢懈怠，始终将安全“意识、

能力、行为、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环保方面，太阳人始终高度重

视环保工作，把环保作为一项“生命

工程”来抓，让绿色成为竞争力。目

前集团各项环保处理指标都已达到

或优于国家标准，但是太阳人的理

念是“环保治理的目标不是达标，

而是要在达标的基础上，尽最大的

努力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去年，在

固废资源化、减量化、全盐量降低

和异味控制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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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了110多次环保检查，得到了各

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专门对公司的环保

成果进行了典型报道。2020年，集团

将继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加强源

头控制，重点抓好异味控制、全盐量

降低、水循环利用、固废资源化减量

化等方面的工作。

质量方面，太阳人把追求产品

品质作为永远的坚守，全面推行标

准化管理，坚持稳字当头，稳质量、

稳车速、稳工艺、稳队伍、稳市场、

稳战略客户，发扬精益求精、严谨细

致的工匠精神，把产品做到极致，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成立了专门的

质量控制管理部门，严格抓好产品

质量检测、外来原料检验等方面的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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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形成企业

工作标准、操作标准和管理标准共

3500多项，承担国家造纸工业标准

化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主持和参与

制修订国家和行业标准20多项，提

出关于国家和行业产品标准、操作

方法标准等专业意见和建议150多

条。细化各项工作流程，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将质量控制管理贯穿至

各个车间、每一个产品，使公司的品

牌知名度和客户满意度有了很大提

升。 

4  团队建设出现新提升

管理团队方面。近年来，太阳

集团加强管理团队建设，旗下太阳

纸业根据发展实际，连续推出两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增强公司

的经营业绩及行业地位带来了积极

影响。这种股权激励的长效机制将

进一步调动管理团队和技术研发团

队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技术、经营等方面。太阳集

团拥有一支稳定而又扎实的基层团

队，集中了大批行业内的精英人才，

确保了公司具有行业内最出色的现

场管理模式。

人才培养方面。2019年，太阳

集团在员工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丰硕

成果，2人成功当选齐鲁首席技师，1

人被评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技师，1

人成为山东省技术能手，1人被认定

为济宁市产业技能拔尖人才，1人当

选济宁市首席技师，12人入选济宁

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3人获得济

宁市产业技能拔尖人才津贴，33人

获得济宁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津

贴。在山东造纸行业第一届职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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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竞赛、全省化工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等活动中收获颇丰，均取得优秀

的成绩，为公司赢得了荣誉。公司不

断发现和重用品德好、敢担当、有拼

劲的年轻人才，将其作为今后发展的

后备力量，抓好“传帮带”，为实现

企业中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基础。公

司致力于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增加

员工收入，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

倾心付出和收获，是能够在激烈的

竞争中走在前列的根本保障。

自创立伊始，太阳人就始终秉

承不忘初心，坚守主业，坚持把造纸

做精、做强、做到极致；同时不断与

时俱进，实践创新，在坚守主业的基

础上拉长产业链条，持续实现产业

链上产品的多元化、差异化和价值

最大化。2012年，太阳集团顺应国

家经济转型，领先于行业推动“调结

构、转方式”，提出了“四三三”发展

战略；基于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围绕造纸产业链进行了多元化布局，

顺应市场调整产品矩阵，业务范围

覆盖产业用纸、生物质新材料、快速

消费品三大部分；同时，持续在产品

结构调整、原材料结构调整及在生

产工艺等方面不断改善创新，不断

向市场推出高性价比的产品，降低

生产成本，有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确保主要产品的盈利稳定性，

从而保障企业整体经营业绩的稳定

和提升。

就在大家享受收获的喜悦之

时，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有观

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今年最大

的“黑天鹅”事件，交通、旅游、餐

饮、贸易、金融等行业都因它出现大

幅震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守望相助，

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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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让人深感振奋和鼓舞。在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中，太阳集团迅速行

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无偿捐款

1000万元，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防

疫物资，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积极贡献力量。

时间将曾经的辉煌留给历史，

也将无限的希望带给未来。尽管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给

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也给造纸行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严

峻挑战，但我们只要在党和国家的

坚强领导下，有“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气神，坚持绿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安全和质量

作为发展之基和生存之本，把科技

创新作为发展引擎和增长动力，把

人才作为核心资源和未来希望，我

们就一定能战胜疫情影响，以扎实

的行动和稳健的业绩，自信从容地

迎接蓬勃发展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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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创新升级  绿色制造
⊙ 宁波中华纸业文宣处

宁波中华纸业成立于1994年，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年产各类高档涂布白纸板50多

万吨。宁波亚洲浆纸业作为宁波中华纸业的发展与延伸，于2004年6月底投入生产，项目

总投资118亿元人民币，设计年产能150万吨。一直以来，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

始终遵循A P P绿色制造理念并付诸实践，不断实现产品升级，环保升级，技术升级，挑

战极限，追求完美，旨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最具优势的绿色包装用纸。

1  高质量发展，为客户增添优势

A P P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以领先的创新技术、优异的研发能力，开发出

多款新功能产品，除了提供给客户更具优势优质的纸品外，更打造出了多个国际知名品

牌。

在企业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公司的环保创新纸品已行销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产品涵盖各类高档白卡、铜版卡、食品卡、烟卡、扑克牌纸以及各种深加工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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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拥有金鸥、彩蝶、酋长、金彩、华丽之星、四季桂等一系列国内外知名品牌。为客户提

供种类丰富的高档环保用纸，满足终端应用的创新与求变，创造社会价值是我们矢志不

渝追求的目标。

2  环保升级，发展低碳经济

APP致力于发展绿色生态纸业，始终坚持“林—浆—纸”一体化的绿色循环指导思

想，把绿色造纸、污染治理作为企业的发展指南，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全面推行清洁生

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不断实现环保升级。

宁波中华纸业投资4亿多元人民币用于环保及其配套工程，对白水、废水、废渣、废

气等污染物进行全面综合治理。1999年公司通过了SG S国际认证机构14001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成为中国首家通过该体系认证的造纸企业之一，并在2005年荣获国家环保局企

业最好环保荣誉——“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其后，公司相继通过了I S O14064温室

气体排放监管体系、PE FC森林监管链管理体系等认证。公司还积极进行节能技改，先

后获得了“宁波市节能标兵”、“浙江省节能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宁波亚洲浆纸业投资10亿多元人民币用于环保建设，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标

准。在废水回收利用方面，采用全封闭的白水回收系统，大幅提升了水的循环利用，也

成为国内耗水最低的造纸企业之一。公司先后通过I S 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 S O9001

质量管理体系、OHSA 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PE FC森林监管链管理体系认

证及I S O14064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体系核查申明，并获得“浙江省绿色企业”、“宁波市

‘十一五’节能降耗先进单位”、“浙江省中外合资合作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在污染治理、绿色生产方面，从未停止前进的脚

步，促进环保升级，发展低碳经济，造福下一代是APP始终坚持的方向。

3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面对国内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公司不断创新转型升级，秉

持着“林浆纸”一体化的理念，落实在公司发展中，我们坚持可持续绿色循环发展，林浆

纸一体化的优势表现地更为突出。在软件工作方面，公司一直运用集团MBO S（奥林匹

克管理体系），通过“比、学、赶、帮、超”，充分发挥员工和管理层的主观能动性，精细

化管理，大力节降生产成本，以企业文化为纽带，不断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面对环保压力、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宁波中华纸业与宁波

亚洲浆纸业始终坚持通过林浆纸一体化，实践绿色循环，传承造纸文明，精益求精，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与社会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我们将以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

迎接APP工业用纸事业部更加光明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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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长建谈标准化管理建设

用好体系管理系统 助推金海浆纸经营管理全面改善
⊙ 金海浆纸文宣处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是金光集团A P P（中

国）投资建设的特大型制浆造纸企业，地处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占地8000亩。公司现有年产180万吨化

学漂白硫酸盐桉木浆项目和年产160万吨造纸项目，总

投资239亿元人民币，目前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公司以

“绿色造纸，保护环境”为己任，先后投入42亿元人民

币进行节能、环保设施建设，是目前行业内先进的绿色

循环企业。

公司自2005年已先后通过I S O9001质量管理体

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GB/T29490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中国环境标志（Ⅱ型）产品认证、CFCC/

PEFC-COC林产品产销监管链、BV DDS认证。近日，

金海浆纸杨长建总经理就企业系统管理、风险管理、

创新管理等标准化管理方面工作与公司标准化体系工

作人员进行深入交流，为公司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意

见。

   问：金海浆纸推行标准化管理有十几年了，您

能谈谈标准化管理工作如何与现场管理有机结合

的？

   杨长建：金海浆纸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从最早的

ISO9001、ISO14001、ISO18001认证通过到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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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在品质管理方面，无论是检测标

准，还是制程控制等方面，都建立了较成熟的系统。要

进一步推进精细化和标准化管理体系，并运用到现场

管理中，就要利用各种机制进行追踪推动，不仅仅只是

定期的管理会议，公司的生产是24小时不间断连续运

行的，如果体系工作不能紧贴生产推动改善，那这个时

效性和紧迫性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标准化管理体系

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生产，要了解现在生产方面遇到的问

题是什么？近几年金海浆纸在产品品质、产量甚至成本

等方面比较稳定，问题并不是很凸显，但是我们仍然存

在需要改进的短板，在接下来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之

中，要更加实际地了解生产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不管是

浆也好，文化用纸也好，还是生活纸，要用好标准化体

系的方法和手段，用整套标准化管理体系系统化的方式

来改善，而不仅仅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改善，这样生产系

统才会更加愿意与体系结合互动，不能让标准化体系工

作变成形式。

   问：标准化体系新标准特别提到公司的风险管

理，像这次的新冠疫情，公司在这次疫情期间受

到了哪些影响，比如经营状态、料源、市场等方

面？

杨长建：这次的疫情可能对金海浆纸影响最大的

是物流，影响到货物的进出。但是公司有自建码头，也

得到洋浦港码头的支持，大宗原料和浆纸产品都能走

海路，生活纸的40%也是海运，对进出货物的影响基本

不大。在公司的生产管理方面因为是24小时连续生产，

年前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人员也能90%以上在

岗，即便是在隔离政策落实的那段时间，生产秩序也没

有受到明显影响，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复产。我们国内

的疫情经过几个阶段有力的隔离救治措施，得到有效的

控制，现在国外的疫情又开始发酵中，现在又要开始评

估国际市场对我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应

对措施。

   问：我们国家一直很重视创新，您能谈谈公司

创新的故事吗？

杨长建：在学习和推进工业4.0的时候，金光集团

APP(中国)总部要求金海浆纸朝自动化、物联网方面努

力。总部牵头上了一个A+的系统，希望能把公司采购、

生产、人事甚至其它能够E化的都集成在一起，通过这

些大数据的收集，在未来的分析规划上可以提供有力

支持。公司跟海南省政府的规划部门讨论时，海南省领

导趋向于金海浆纸能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端产品的

方向上发展，纵向延伸，而不是仅仅只是量的扩充。

   问：标准化管理课计划针对中层主管以上开展

一些管理理念的培训，您对这些培训有什么建议

呢?

杨长建：培训还是很有必要，一些新的科技或者

管理工具还是很有必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跟工作相结

合。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我们正常工作任务以外的时间

并不多，培训内容可以进行宣导，但是培训形式并不限

于大家坐在会议室里接受讲课，可以更加灵活地、更加

生动地开展培训，同时还要与工作内容做一个紧密的结

合。比如说在学校里学的可能很多工作上用不到，如果

工作中发现需要去掌握的知识，再去学习的动力就比较

强，所以培训内容要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学习的意愿和

效果就会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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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消费者共同成长 传承造纸术千年文明
——记金红叶纸业集团CEO张舸做客《连线中国》直播访谈
⊙ 金红叶集团  刘君

纸，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

历史。随着科技的进步，纸的使用已经渗透进人类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生活用纸，更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质量。作为生活用纸龙头企业，金红叶纸业集

团CEO张舸受邀做客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栏目《连线

中国》，讲述了金红叶陪伴消费者共同成长、提升消费

者购物体验、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企业转型升

级、推动森林资源管理等热门话题，更着重阐述了金红

叶为传承纸文化做出的努力。

1  践行企业承诺，与消费者共同成长

当消费者与品牌一同成长，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链接品牌与消费者。金红叶创立了24年，就陪伴了消费

者24年。24岁对人来讲，正是青春绽放、创造力、能力好

担当的花样年华，作为品牌也是一样，共同成长带给金

红叶更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金红叶为消费者提供了不

同场景所需要的产品，而作为和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快消行业，更需要对消费者的需求时时觉醒和洞

察。

疫情的突如其来让消费者和市场都看到了新时代

企业的速度以及负责。大年三十晚上，金红叶积极响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三保行

动，向消费者郑重承诺，金红叶的产品价格不涨、质量

不降、供应不断，全力保证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在

疫情初期，应防疫要求交通物流受阻，为了保证不间断

供应，满足消费者需求，金红叶员工自发组成“支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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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突击队”，利用私家车为卖场超市送货，这也是金红

叶践行企业承诺、保证市场供货的实际行动。

2  深耕数字化营销，拉近消费者距离

疫情催生了新的消费习惯，线上消费爆发式增长。

为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金红叶与顺丰DHL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消费者通过网上清风官方旗舰店购买金红叶

产品，江浙沪下单后平均24小时就能收到，而国内大部

分地区也能实现平均48小时收货，实现了让纸巾“飞”进

千家万户。此举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需求，又

增强了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乐趣，同时增进了对品牌的

信赖，也快速拉近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距离。

不论疫情期间还是后疫情时代，金红叶始终把消

费者的体验放在首位。在疫情初期金红叶迅速调整经

营策略、拓宽业务范围，生产医疗口罩、个人护理、消毒

产品等品项，满足疫情期间消费者激增的需求，也及时

向战斗在一线的抗疫人员提供企业能够做到的最大支

持。同时，金红叶还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深耕数字

化营销，利用大数据捕捉消费者需求，开展O2O营销模

式，成立直播天团，迅速对市场做出反应。

3  打造林浆纸一体化，传承造纸术文明

金红叶在气候、环境、森林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焦点

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也是将消费者放在首位的重要体

现。金红叶纸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生活用纸企业之一，

而金红叶的母公司金光集团又是全球林浆纸一体化最

大的集团之一，独特的林浆纸一体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原

动力。为了一张纸，造了一片林。每种六棵树才能用一棵

树，这样才能让林木资源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形成“以

林养纸、以纸促林、林纸结合”的产业格局，促进永续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金红叶还通过了中国森林认证，生

产和销售的生活用纸均采用100%原生木浆，不含可迁

移性荧光剂，既保证原生态产品的制造和供给，让消费

者放心使用，也推动了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纸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

术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承载着中华文明和文化。作

为中国人有义务将中华文明和文化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金红叶创立伊始，就是为了传承中国四大发明之中的造

纸文化。包括建国七十周年推出的城市热爱系列，春节

期间推出的新春好运系列，以及春天推出的桃花限定系

列、三国原色系列产品等等，都将中国的国粹通过纸这

个载体传递出去。这是一种传承，也是金红叶最想要传

递给消费者的，让我们一起将祖先留下的四大发明发扬

光大。

网友纷纷为此次访谈点赞好评，访谈让消费者看

到了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眼光与实力，中国作为全球生

活用纸消费大国，机会与危机并存。金红叶纸业陪伴消

费者一路成长，并为传承中国的纸文化做出努力，推动

了行业的良性成长，也创造了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

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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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取、循环、少排，金东纸业节水效能示范跑

由国家工信部组织开展的2020年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完成了入选企业公

示，镇江新区企业——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92.14%的节水效能榜上有名。

工信部会同水利部、发改委和质检总局制定《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细

则》，钢铁、造纸等行业先行先试，通过政策鼓励、标准引导、树立典型，促进学习，加快推进

重点用水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水效率，建设节水型企业，形成水效率不断提升的长效机

制，促进节水工业体系建设。

金东纸业拥有世界上先进的2条纸机生产线、2条涂布生产线和1条机内涂布生产线，可年

产铜版纸200万吨以上，是世界上单厂规模最大的铜版纸生产企业之一。建厂23年来，金东纸

业累计纳税73亿元，累计投入环保设施经费达18亿元，节水效能和水污染防治卓有成效，是江

苏省首批水效能领跑者。2019年，金东纸业每吨产品取水量为6.9立方米，在最近一次水平衡

测试中，金东生产重复利用率达到92.14%，在行业内形成了良好示范。 

走进金东纸业，解锁节水效能密码

金东纸业全自动化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宽幅达9.77米、集造纸涂布于一体的3号纸

机正在以1800米/分的车速运转，配套的白水回收循环化利用系统同步作业。

“白水进入回收系统进行处理，得到的超澄清水回用到网部进行设备的清洗；浓水回用

到调节浆料浓度，浓浆回作原料使用，有效减少了造纸车间白水排放量，降低污染；实现了水

资源和生产原料的双项节约，其中，车间白水回收率达到90%以上。”金东纸业水环处赵国福

讲解到。

⊙ 金东纸业  张笑如

风采
速览

名企
之道20强巡礼 2020年度榜单

66
第41卷第17期 2020年9月



在纸机生产车间观摩过程中，带队的3号纸机科长李勇民

介绍，在纸机内侧20多米的高空处还有一套真空冷凝系统正在

给白水进行物理降温。“这结束了过去的引清水降温的情况，

让车间清水使用量得到进一步减少。”

据悉，白水回收循环化利用系统，是23年前金东纸业建厂

之初与纸机生产线同步建设投用的，这保证了企业水效能站在

了高起点上。金东纸业自建厂之初就在国内“很前卫”地摘掉

了造纸水污染的帽子。 

少取、循环、少排是提高水效能的关键

不断挑战极限、突破创新的金东纸业，历年来，持续实施

的节水技术改造项目，涵盖了采购优质的原材料，免去了清洗工序；将石灰渣洗涤水引入消石

灰系统使用；调整纸机运行方式；增设纸机砂滤塔；真空冷凝器改造；将白水过滤后回收使

用，增设白水砂滤系统；改造循环使用烟道气洗涤水、碳酸钙研磨厂冷却水；厂区绿化、道路

冲洗改用放流水等，已经可以为企业每年累计节约清水650万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如果说生产工艺项目技改是硬投入，那么节水制度建设和管理，则进一步展现了金东纸

业作为节水效能领跑者的自律和风采。企业逐年完善的节水管理组织由总经理挂帅，按部门

班组全员签下节水“军令状”。企业水的生产、供给、使用、设备维护、计量、巡检等作业流程

上都制定了（标准作业程序）SOP文件，确保进行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每个在生产车间的中控室监测设备，可实时敏锐地发现水量细微波动；车间内当班的八

个班组，以每小时为一个频次进行排废巡查，防止纸机出现筒槽溢流，杜绝任何环节上的跑

冒滴漏。企业正在谋划启动“全厂节降清水”技能开发行动，对各部门用水及排水进行考核、

奖惩，向年度吨纸水耗目标6.0加压奋进。

确定先进的榜样，解剖其中的各个指标，不断向其学习，发现并解决自己的问题，实现自

我变革和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金东纸业通过加强用水管理、循

环再生利用、杜绝水资源浪费等有效措施，促进全厂节水体系建设，跑出绿色造纸的新时代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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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博：

前瞻布局 勇于创新 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 亚太森博  贺锡田

1  同心抗疫保生产 多措并举稳发展

亚太森博是一家生产供应商品木浆及牛奶、饮料

等液体包装纸板、食品、药品用高档包装卡纸的企业，

以“开发永续资源，创造美好生活”为宗旨，致力于成为

规模最大、管理最佳、以可持续的资源开发为基础的集

团之一。亚太森博坚持客户导向，依托现代化、规范化

管理模式，采用国际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持

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引进精益管

理，深挖内部潜力，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实现了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

及，但亚太森博还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紧急召开防

疫专题会议，成立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应急保障机

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组织各部门全面调查员工

动向、通过微信小程序发放调查问卷等，收集和了解员

工出行及健康情况，特别是针对重点疫情发生地员工，

进行详细排查、摸底，实时记录状况，全程跟踪。从春

节前疫情爆发到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公司克服各种困

难，除计划性停机检修外一直坚持连续生产，实现了满

负荷安全稳定运行，将新冠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为了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亚太森博在疫情爆

发后第一时间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接，无偿向社会捐

赠市场上紧缺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公司累计向社会各

界无偿捐赠次氯酸钠消毒液（浓液）1300余吨，稀释后

可制成13万吨消毒液。另外，公司还在防疫物资紧俏的

时期排除万难，统筹各种资源，千方百计从国际市场上

采购口罩捐赠给日照市，并第一时间寄往湖北省以及欧

美、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客户，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一份力量。亚太森博在这方面的举措得到了山东

省副省长刘强、于国安、任爱荣及日照市委书记张惠的

高度赞誉，引领了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侨资企业、外资

企业的社会担当。

面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加上严峻的经济形势

和复杂的国际局势，公司外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

扶持，抓好原料供应和产品出厂；内靠合理调度安排人

流、物流、资金流，通过采取精益、六西格玛等管理手

风采
速览

名企
之道20强巡礼 2020年度榜单

68
第41卷第17期 2020年9月



段，苦练内功，开源节流，挖潜自救，自力更生，在坚持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优先的前提下，严抓QPC（质量、

生产率、成本）这个牛鼻子，强化质量管理，把“零疵

点”作为质量工作的奋斗目标，将客户要求作为衡量自

身产品质量的标准，合理校正每一个生产流程，攻克了

诸多质量难关，实现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2  积极借力“新业态”加快创新促升级

疫情防控期间，人员流动受到阻滞，传统商贸受

到冲击，亚太森博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将产品销售迅速

转向线上平台，从这一角度来看，疫情倒逼制浆造纸传

统产业“长”出了新业态，促进了企业加速业务创新。未

来，在供应链、客户端的生产、需求、销售、服务模式等

方面也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对亚太森博而言，这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

疫情期间，公司加速对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运

用等进行有益的探索，更灵活地运用ZOOM、钉钉、微

信公众平台、抖音等媒介与客户及公众进行线上沟通、

交流。例如，公司市场销售部门通过线上的“森博大讲

堂”这一形式及时与相关客户及销售人员进行沟通，并

就未来市场发展动向进行判断和预估。

疫情之下，工业互联网全面展示了其“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智能协同”的价值，让社会各界有了新的深

刻认识，或将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新契机。亚太森博

将加强对工业互联网的关注和研究，以进一步跟上工业

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3  投放绿色新产品 引进环保新技术

2020年5月，亚太森博年产2万吨莱赛尔纤维生产

线顺利投产。该项目是山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和新

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性项目，项目的顺利投

产，标志着亚太森博从“浆纸一体化”向“浆纸+浆纤一

体化”的成功转型升级，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莱赛尔纤维是一种完全天然可降解的植物纤维，

被称为“21世纪的绿色环保纤维”，原材料来自可持续

管理的种植林。工艺中使用的有机溶剂可完全回收循

环使用。整个生产过程全闭环，仅仅需要使用极少的化

学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化学品的使用和

排放，与浆纸及纤维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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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森博不但注重绿色环保产品的开发，更注重

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巨大。例

如，引进新加坡的先进设计和技术，建设城市中水回用

项目，平均每天可以回收、再处理日照市第一、第三污水

处理厂的中水4万立方米，大大提升了城市中水处理水

平，每年节省1000多万立方米水资源，节约的水量可供

20万个普通家庭(约60万人)一年使用，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具有很好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全国第一个

再处理回用城市中水用于锅炉和循环冷却水补水的工

程，有极强的可持续发展示范效应，为全国的城市中水

处理回用、推广找到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

4  全面完善产业链 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从全球来看，疫情的影响必将是全面性的、持久

的、深远的。这就要求亚太森博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时刻调整，做好应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亚太森博产业链影响很大，公

司生产的商品化学木浆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位，盈利

和税收贡献急剧下滑。这也使得公司自身认识到自我拉

伸产业链、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根据疫情防控

经验，未来公司将在供应链、物流链的建链、补链方面

进一步加快步伐，加快供应商储备和原料、备品备件国

产化替代。可以说加强自身建链、补链将是亚太森博下

一步的一项重要战略布局。公司于2019年开工建设的莱

赛尔纤维项目是集团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项目，虽然因

疫情受到一些影响，但在各方的努力下，已于2020年5月

顺利投产。这将带动企业周边地区纤维素纤维、特种纤

维、纺织、无纺布、服装面料等产业集群的发展，助力日

照成为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尽管面临着复杂多变、较为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

境，但我们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浆纸行业的发展前景

是光明的，对此应充满信心。

亚太森博将一如既往地切实践行集团“保护环境，

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业”的经营理念，

依靠集团的强大实力，利用政策红利的巨大潜能和科学

有效的管理手段，内部挖潜，持续改善，争取尽快化危

为机，拉长产业链，与同行业共建、共生、共赢、共享，

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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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桂：

坚持林浆纸一体化  打造绿色循环产业
⊙ 广西金桂浆纸业文宣处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桂）位于

广西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03年注册成

立。金桂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即APP（Asia Pulp & 

Pap er Co., Ltd.）在华投资建设的第17家制浆造纸

企业，也是目前国内实现林浆纸一体化的企业之一。

金桂一期工程总投资117亿元，制浆和造纸生产线先

后于2011年和2013年投产，生产规模为年产75万吨浆和年

产100万吨纸。二期工程包括3个子项目，规划投资约113.5

亿元人民币，其中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第一台

纸机）和年产30万吨双氧水（浓度27.5%）项目已开工建

设，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正在申报中。

APP坚持走林浆纸一体化道路，林是一体化的基

础，APP也积极付诸实践，先造林，后建厂。自1995年开

始，APP在广西营造人工林，先后在广西成立了4家林业

公司，目前在广西拥有自营林地约138万亩，为金桂提供

制浆用木材原料，这些林地主要分布在钦州、防城、南

宁、玉林、贵港、崇左、百色、柳州、河池、来宾、梧州等地。

“植树造林，造福自然。制浆造纸，造福人类。”是公司永

续经营的理念，公司通过合理的造林作业活动与管理，不

断改善造林技术，正确处理好社会、经济和生态三者之间

的关系，实现森林的永续利用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建立完善了环境管理体系，并于2005年通过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通过CFCC认证。APP通过不断

地植树造林及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让现代化的制浆造纸

工艺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创建人类美好未来。

金桂是国内大型的桉木化机浆生产企业，制浆部

分的主体设备由世界著名制浆造纸设备供应商奥地利

安德里茨公司、芬兰美卓公司所提供，生产的“金钱豹”

牌桉木化机浆具有松厚度高、不透明度高的特性，可用

于多种纸和纸板的抄造。尤其是公司建设了化机浆闪急

干燥生产线，实现成品浆干度为88%，I S O白度损失不

大于2度，解决了我国高得率商品浆在发展中所遇到的

储存、运输和品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高得

率商品浆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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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的造纸机引进自德国福伊特公司，这是一台国

际最先进的大型机内涂布白卡纸机之一，设计最高车速

1400米/分，纸幅净宽8.1米，所生产的“帝王松”、“金

蝶兰”、“富桂”、“四季桂”白卡纸产品印刷适性好，适

用于药品、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的包装。金桂加

大创新力度，不断研发高附加值纸产品，其研发的超高

松厚度涂布白卡纸I V H新品在同等厚度、挺度的条件

下，可替代其他高定量的纸板，能为客户节约10%～20%

的成本，使新产品具备了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金桂环保累计投入达10.2亿元，真正把绿色作为

重要的发展目标，在建厂时就配套建设了国内首个为处

理化机浆废水配套的碱回收车间，通过碱回收车间的处

理，全厂水重复利用率达95%，实现了节能减排、清洁生

产、资源循环利用，在同行业中起到积极的参考示范作

用，成为我国造纸工业的一个新亮点。金桂始终坚持高

质量发展的理念，自获得“钦州市工业节水型企业”称

号以来，持续注重节能节水，减少排放，通过技术改造

和创新，改善工艺流程，加大节能节水设施的投资，致

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企业，公司又获得了“2019年度广

西工业节水型企业”称号。

金桂早在建厂之初，就将节能降耗作为设备选型、

工艺设计的重要指标，化机浆生产线采用了高浓磨浆、

中高浓漂白、逆流洗涤等多项节水技术。白卡纸生产线

及配套设备也采用了目前世界上先进的工艺和技术，

实现了各领域、全方位作业和管理的自动化和信息化，

减少停机时间，提高运行效率，最大程度减少清水使

用量，实现了化机浆、白卡纸单位产品用水量的持续降

低。据统计，2017年至2019年，吨浆（Ad t）用水量降低

了27.7%，吨纸用水量降低了21.3%，全厂综合水重复利

用率达94.4%。

金桂加大循环用水力度，建立了全厂冷却水循环系

统，让主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的冷却水循环使用。以建

成的国内首套专为处理化机浆废水的碱回收系统为例，

将其蒸发车间的清洁冷凝水、中间冷凝水回用至制浆车

间、苛化车间和备木车间，减少了清水的使用，运行近

10年以来，公司的化机浆单位产品用水量不断降低，在

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2019年，金桂的净利、产量、销量、水电汽单耗、物

流出货等多项指标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浆产量比

上年度增长13%，成本较2018年降低17%，实现了全球

化机浆单线产能最大，成本最低；纸产量比上年度增长

24%，纸机车速突破1350米／分，产量和销量均创历史

新高；碱炉连续运行天数94天，创浆厂2018年提产以来

历史最优；物流方面，全年有9个月突破往年最优，并且

创造了单月12.5万吨的出货新记录；环保方面，全年接

受监管部门考核的5项内容全部达标通过，且实现了自

取证后连续第2年排污总量下降，再一次做到了增产不

增污；扩建方面，PM2纸机如期开工，双氧水项目稳步

推进，化机浆项目审批快马加鞭；地方贡献和社会影响

方面，全年实现工业产值76.44亿元，缴税3.45亿元，名

列全市纳税大户前四行列，荣获各类社会荣誉11项，排

名国内造纸企业20强。

潮涌催人进，风好正扬帆。2020年是金桂浆厂运行的

第10年、纸厂运行的第8年，在2019年基础上，金桂对今年

的产能、净利等指标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目标，通过精细化

管理、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

力争2020年再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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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阳光：实现六大突破
⊙ 世纪阳光  邵文修

面对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等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变局，山东世纪阳

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紧紧围绕“精细与创新”这一管理主题，大力实施主业壮大、创新驱动、动

能转换、走出去等发展战略，推进了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保证了企业健康稳定

发展，2019年实现了六大突破：

一是生产突破。面对原材料进口受限等严峻形势的影响，该公司以创新为驱动，以精细化管

理为措施，深挖设备潜力，积极进行原料开源、工艺调整、降本降耗等工作，突破了原料紧缺形成

的壁垒，集团总部完成产量126万吨，超产5000吨。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精细化

管理、原材料结构调整、工艺创新及新技术的应用等增收6800多万元，通过创新型技术改造增效

1946万元。

二是营销突破。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公司主动出击，迎难而上，以坚韧不拔的毅

力，攻坚克难，奋力开拓，集团总部完成销售收入52.3亿元，实现了销大于产的年度目标。产品的

市场覆盖率进一步扩大，阳光品牌形象更加巩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三是项目建设突破。按照“三年再造一个世纪阳光”的既定战略目标，公司开工建设了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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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吨高级瓦楞纸、年产50万吨生物机

械浆、天为科技环保固废处理中心等项

目，经过艰苦奋战，高级瓦楞纸项目一

号线设备安装完毕，为2020年2月份开

机调试奠定了基础，为生产高强度、高

防水、低定量的“两高一低”产品创造了

可靠保证；与其配套的年产50万吨生物

机械浆项目一期工程车间主体、设备安

装基本完成，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作为

昌乐县重点生态修复工程的天为固废处

理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填埋一区清理

工作完成80％以上，为2020年9月份前

投入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企业管理突破。通过践行精

细与创新的管理主题，企业管理水平不

断提高。财务通过加强集团化管控、精

细化核算等措施，降低财务费用10570

万元；采购系统通过落实采购管理咨

询，推进集团化的集中采购，持续加大

开源工作等多种方法，全年降低采购成

本6358万元；物流系统通过积极整合海

运资源，调整运输方式等，降低物流成

本580万元；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不良

库存持续降低。

五是创新突破。通过制定、实施管理创新、技术创新、金点子等3项规定，大大调动了全员创

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技术创新项目30项，其中增白剂使用等两项工艺创新及降低纤维流

失率等5项综合利用创新节约成本5533万元；实施管理创新项目58项，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及有

关模块的管理水平，直接或间接增效1500多万元。员工提报金点子419项，实施后实现增收节支

1200万元。

六是文化突破。通过全面复制集团公司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得到有

效加强。全年举办入职培训、技能培训、技术培训、专业培训、文化培训、安全培训等各种类型的

培训656期，培训员工1.6万人次，使培训成为员工最大的福利。通过全面实施“温暖阳光工程”，

为6名因家庭成员中患重病、大病而存在困难的员工进行了救助，发放互助基金7万多元，为因台

风家庭受灾的44名员工发放救助金12.2万元。与此同时，先后举办了技术比武、三八趣味运动

会、青歌赛、三人篮球赛、国庆文艺会演、篮球联赛、感恩演讲比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娱

乐活动，为员工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陶冶了情操，增强了归属感和凝聚力。经过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公司的调查，98%的员工对“让劳动者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对世纪阳光的发展充满信

心,90%的管理人员和85.3%的生产一线员工为自己是世纪阳光人而感到自豪，员工对公司的忠诚

度、满意度以及归属感日益提高，成为公司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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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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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高得率制浆最新技术与装备
⊙ 郝永涛  李玉峰  Lars Eriksson  严桂荣  信明清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贸易往来频繁，商品包装需求逐年增多，相应

地，包装用纸需求也逐年提高，成为供不应求的少有几个品种之一。废纸，尤其是进口废纸是生产包

装用纸的主原料之一，大部分包装用纸全部由废纸为原料生产的。2012年曾进口废纸达3007万吨，

进口废纸浆量占总用浆量的比例为25.7%。2021年起，中国将全面禁止废纸进口。那么，每年2000多

万吨进口废纸浆的原料缺口如何弥补呢？

国内大型纸企和科研院校纷纷对CTM P浆线工艺、技术与装备进行了研究和引进，希望弥补进

口废纸浆的原料缺口。2011年，晨鸣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开发的核心技术“一种低能耗制备

桉木、杨木混合材漂白化学热磨机械浆的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标志着晨鸣集团在高得率化机

浆技术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2020年1月，华南理工大学陈克复院士团队项目成果——制浆造纸清洁

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化机浆废水全资源化利

用是其创新点之一……可见，浆品优、得率高、松厚度高、运行成本低的BCTM P工艺引起了业界的广

泛关注。因此，本社记者特意采访了欧洲著名的设备供应商——维美德技术团队，了解其在业内领

先的BCTMP浆线的工艺、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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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板浆料少。虽然BCTM P浆线初期投资成本稍高

些，但其后期生产运行费用少而被国内大型的箱纸板

厂家所接受。

A PP（中国）大纸事业部CEO王乐祥谈到投资初

衷时讲到：“A P P（中国）已经长期立足纸业，以美好

纸品提升生活品质；为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深

耕生活用纸、文化用纸和工业用纸等领域，不断强化产

品研发和升级。我们进行化机浆的投资，主要就是为

增强我们在纸品开发、纸品质量以及产品成本管控方

面的能力。再次选择维美德的化机浆技术，一是因为

广西金桂维美德化机浆生产线在浆的质量和产量上都

让我们满意，二是该生产线的吨浆能耗低于同类型生

产线近20%，而且运行还相当地稳定，维护成本也比

较低。因而，当我们在宁波投资化机浆生产线时，希望

能够复制这一成功案例。”（引自维美德“铸就未来”杂

志）

1  BCTMP浆线

1.1 经典工艺流程（见图1）

1.2 工艺及关键设备

1.2.1 Refin ing磨浆——机械浆的心脏

如图2所示，机械方式分离纤维要求精准地磨浆，

世界上单台产能最大的CD82高浓磨，单台磨产能可达

1300～1400吨/日，但从运行的可靠性考虑，建议单台

磨产能保持在1200吨/日水平上。

世界上仅有的实测值间隙控制（非计算值）的高

浓磨，精准的间隙控制，纤维品质更优、能耗低。磨片

适应性强，选择、开发性能好。

维美德CD磨浆机卓越表现：1983年至2019年，共

CTM P是20世纪70年代在瑞典发展起来的一种

生产高松厚度（游离度）低纤维束含量的工艺。后来由

于市场需求，要对CTM P浆进行漂白，于是用过氧化

氢剂和相应漂白设备来对(B)CTMP浆进行漂白。由于

工艺复杂，初期投资过高，所以BCTMP早期没能进入

中国市场。但随着产品品种需求的变化（印刷用纸需

求逐年降低，包装用纸需求逐年提高）以及纤维原料

的变化（禁止进口废纸），浆的品质优、得率高、运行

成本低（同样浆的品质情况下，电耗和化药量更低）、

设备可靠性高、易于操作、维护成本低、生产线弹性大

（BCTMP对原料种类不敏感，产量操作窗口大，可以

满足生产不同品质浆的需求）的BCTM P浆线逐渐受

到国内大型的箱纸板厂家的青睐。尤其是CTM P的得

率在90%左右，远高于化学浆约50%的纸浆得率；另一

方面，CTM P的松厚度高，单位面积的包装纸箱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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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安装220套。在TMP和CTMP大型生产线安装数

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2.2 浸渍

最佳的木片预处理带来低运营成本，根据木片

质量采用一段或二段浸渍，成熟可靠的料塞螺旋技术

（图3），高可靠性，独特的螺旋物理结构以及背压设

计，在低能耗下木片的药液吸收量大，经过均匀浸渍的

木片能稳定进入木片仓和盘磨中。

目前，维美德料塞螺旋的压缩比有1∶2 . 5、

1∶1.9。压缩比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压缩比越高，设

备所受的扭矩越大，设备运行稳定性越差。另一方面，

原木削成木片后，其体积变化最大为2.7～3倍，因此，

压缩比超过1∶3将没有意义。

1.2.3 漂白

如图4所示，高效的漂白能改善浆质量和降低消

耗；两段漂白有最佳的效果；低的化学品消耗；高的白

度；在漂白过程中使用更少的化学品，则浆的松厚度将

被保留。漂白关注在纤维上（非木片上），这样漂白效

率更高；双氧水和稳定剂用量以及碱耗低。

双氧水漂白时，要保证有一定量的残余双氧水才

能保持漂白浆不返黄。两段漂白（一段中浓、二段高

浓）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残余的双氧水；当采用一段

图5  Optifiner RF低浓磨浆机

图6  OpitScreen ProFS 压力筛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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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料塞螺旋浸渍装置

图2  高浓磨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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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安装需要更大的空间；开放设计则有许多蒸

汽外泄。因此，在BCTMP浆线中基本上不选用双网压

榨技术。

螺旋压榨一次性投资成本低，但是洗涤效率低，

去蒸发的水量大，能耗高，维护成本高（磨损大，一

般一年或两年就需要对螺旋和筛板进行维修），易于

卡料、堵塞，操作弹性小（产量），出浆浓度低且不稳

定。

双辊洗浆机具有以下特点：洗涤效率高、出浆

浓度高且稳定、去蒸发的水量少、能耗低、维护成本

低（一年或两年只需更换些密封件，根据使用情况而

定）、可靠性98%～99%、操作弹性大（产量）、双辊可

以稳定地通过扭矩控制。

以40万吨/年为例，比较螺旋压榨与双辊洗浆机

操作成本的节降。双辊洗浆机的蒸发成本可以降低

0.6EUR/a d t，每年节省24万欧元/年；电耗节省0.75 

漂白或者过量使用化学品时，浆的

松厚度会降低，达不到包装纸及卡

纸的高松厚度要求。

1.2.4 Optifiner RF低浓磨浆机

如图5所示，锥形盘磨的优势：

精确的间隙控制带来了稳定盘片精

确的间隙；更长的磨浆区域、停留时

间和更大的磨浆面积；由于具有稳

定的间隙控制，磨片使用寿命更长；

由于有较低的空载功率和小磨片直

径，故能耗较低；容易操作、控制和

维修，磨片更加容易更换。

二段低浓磨浆采用锥形盘磨

机，其特点是间隙控制更精准，轴移

动3毫米时磨盘间隙才调整1毫米。磨盘间隙控制精准

后，不但磨浆更稳定，而且磨片使用寿命更长；锥形盘

磨机的空载功率比较低，磨浆效率高；维修方便。

1.2.5 OptiScreen ProFS压力筛选

图6展示了维美德具有竞争力的高浓筛选技术装

备。在高浆浓中，大块物质（粗纤维、石细胞和可能性

的纤维团等）更易被筛选出来；更高的筛选效率；浆的

品质更好；能耗低，不需要泵送更多的水；不需要额外

的增浓设备；投资低（管道、阀门、桶槽、泵更小）；占

地小；筛缝：0.12mm。

1.2.6 不同的挤压洗涤技术

如图7所示，对于机械浆，维美德有三种不同的压

榨洗涤技术可供选择：双辊挤浆、螺旋压榨、双网压

榨。

对于BCTM P阔叶浆，双网压榨与双辊洗浆机比

起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其没有任何优势，维修

图7  双辊挤浆，螺旋压榨，双网压榨 图8  不同制浆法的制浆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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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纤维分离更具选择性；纤维更加完整,纤维

束和细小纤维更少；纤维分离能耗更低；木质素包裹

的纤维,后期更能加以处理(本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1.3.2 怎么使用HT-BCTMP生产高松厚浆？

高温的木片预浸及磨浆与传统化学热磨机械

（BCTMP) 有机结合。首先要经过木片预浸，然后再

高温预热。带压预浸与预热设备结构如图9所示。

不同制浆法的纤维素含量及松厚度高低对比如图

10所示。

1.3.3 发展趋势

维美德相信高松厚HT-BC TM P将是未来的大

趋。高松厚HT-BCTM P将显著降低总的生产成本。

随着纸板机上化学和设备技术的发展，高松厚浆需求

将越来越大；HT-BCTM P的研发给客户带来了新的

机遇；持续的发展方面，可以通过提高结合力的分层流

浆箱技术以及热压榨（显著改善强度，包括湿强度）来

EUR/adt/Press（共三段），每年节省90万欧元/年，

这样，蒸发及电耗总节降114万欧元/年。

1.3 高温化学热磨机械浆（HT-BCTMP)

机械浆制浆原理如图8所示，采用TM P工艺时，

纤维细胞壁的S1、S2层都被撕掉，纤维是不完整的；

后期发展起来的C T M P工艺，相当于只将纤维细胞

壁的S1层撕掉，纤维相对来说还是不完整的；而采用

HT-BCTMP工艺时，只软化胞间层中的木素，纤维可

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高温化学热磨机械浆（HT-BCTMP)为生产高游

离度、极高松厚度和超低纤维束浆而量身定制，同时

也适用于高松厚纸板以及高吸水性生活用纸用浆的生

产。

1.3.1 HT-BCTMP——高松厚的选择

化学品和高温同时用来软化木片结构。软木:使

用亚硫酸钠(Na2SO3)对木质素进行磺化和软化；硬木:

使用氢氧化钠(NaOH)软化半纤维素。

图11  高得率麦草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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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得率草浆的性能参数

化学品用量

时间和温度

预估得率/%

游离度/ml CSF

松厚度/(cm3/g)

抗张强度/(N·m/g)

抗压强度（CMT)/N

白度/%ISO

低

低

85±5

200～300

2.5～3.0

15～25

150

30～40

高得率 低得率

高

高

75±5

300～400

1.8～2.5

25～35

250

15～30

OCC参考

-

-

-

300～400

1.5

40～50

350

25

备注：草浆的光散射系度低，则不透明度低；一般白度较低（高得率以

及双氧水初漂下，白度可达到50%）；得率低的话，额外废水处理以及

碱回收系统是必须的。

实现。

总之，高松厚HT-BCTM P的优势：（1）生产低

纤维束高游离度BCTMP能耗低；（2）操作窗口大，可

以灵活地控制浆品质需求；（3）适用于极高松厚要求

的纸板以及高吸水性生活用纸用浆的生产；（4）游离

度高，纸板机的脱水性更好；（5）细小纤维少，纸机的

运行性和绒毛特性更好；（6）对浆的白度和可漂性影

响微乎其微。

2  高得率麦草浆

根据麦草收获季节的不同，质量和干度变化很

大。在麦草送到浆厂之前，需要经过干燥和湿洗系统

用于分选清除灰尘、根茎、沙子等。如果原料是干燥

的，湿洗系统阶段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增加水分。

因为麦草中的硅含量高，因此料塞螺旋、磨片、筛

框和喂料螺旋磨损量大。硅含量高时，在蒸发段还存

在硅干扰的问题，导致蒸发黏度很大，蒸发浓度很难

提高。

2.1 高得率麦草浆工艺流程（图11）

横管蒸煮完的浆直接进高浓磨浆机，而国内大部

分的化机浆生产线都是先喷放至喷放槽，洗浆后再至

高浓磨浆机，流程复杂。另外，根据生产需求有时需要

筛选段。

2.1.1 预浸化学品

依据可靠的化学品、回收系统和成浆质量，可以

有以下四种化学品选择：（1）N a OH(如氧化白液)；

（2）NaOH和Na2SO3(降低纤维束和提高白度)；（3）

N a2S O3和N a2C O3(中性亚硫酸盐制浆-瓦楞原纸)；

（4）NaOH(如氧化白液)和绿液中的Na2CO3。推荐使

用第4种化学品选择。

2.1.2 化学品用量

化学品用量与设定得率、时间和反应温度与目标

得率等有关。当化学品用量多时，低得率，浆的性能更

接近于化学浆；当化学品用量少时，浆的松厚度高、挺

度大、白度高以及磨浆能耗高。

2.1.3 预热和蒸煮

当预热和蒸煮时间长且温度高

时，得率低，浆的性能更接近于化学

浆；当时间短且温度低时，高松厚及

挺度、高白度以及高磨浆能耗。

2 . 2 高得率草浆的性能参数（如表

1）

2.3 流程设计所需的几个主要问题

草浆的脱水性能差，需要更大

的脱水能力；评估潜在的草浆原料

特性，选择适合流程以及优化工艺，

建议进行小试；化学品：基于可靠稳

定的货源及回收系统；工艺条件：基

于成浆指标、原料参数、产能、成浆

洁净度（COD)、可用的化学药品、污

水处理和回收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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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观察：上半年针叶浆进口结构背后的变化
⊙ 卓创资讯纸浆行业资深分析师  常俊婷

2020年上半年中国木浆累计进口量1201.7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1.97%，仍保持稳定

增长。四大主要浆种均维持正增长，其中针叶浆进口量439.79万吨，同比增长6.54%，前五大

主要来源国中仅智利同比下降18.38%，其余四国均维持正增长，美国、瑞典有效弥补智利进口

量减少带来的供应减量。卓创分析，上半年国外针叶浆厂因疫情、缺水等因素带来的检修并

未影响中国针叶浆供应面的稳定。

1  针叶浆进口量维持正增长，进口依存度高的问题改善有限

2020年上半年针叶浆进口量较去年同期上涨6.54%，较2019年下半年下降7.95%。卓创

分析，进口量正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第一，中国针叶浆进口依存度高，2019年底业者看好后市，

出现备货潮；第二，中美退税政策影响，来自于美国的针叶浆（绒毛浆）稳定供应中国。

卓创分析，国内云景按照自身及客户情况排产针叶浆，虽有亚太森博、骏泰等转产针叶浆

形成新的增量，但多自用及订单形式排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预计针叶浆进口依存度高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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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进口针叶浆来源国

中国进口针叶浆分来源国统计

中国进口针叶浆按来源国统计

题难有明显改善。

2  上半年中国进口针叶浆稳定，智利出口结构窄幅偏移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针叶浆的主要来源国为加拿大、芬兰、美国、智利、俄罗斯，

占92.20%，较2019年上半年下降2.4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自于智利的针叶浆上半年为56.13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38%；加拿大、芬兰、美国、俄罗斯、瑞典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2.52%、2.08%、21.41%、6.22%、44.85%，合计增加约27.55万吨。

智利的主要纸浆生产集团为Ar au c o和CMPC，上半年疫情、缺水、例行检修等因素影

响，Arauco报告显示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6万吨，销量增加0.4万吨；CMPC报告显示，针叶

浆（Inc lude s UKP）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3万吨，销量增加11万吨。整体来看，智利针叶浆

销量平稳增长。

中国是木浆的主要消耗国，在智利的出口国家里面稳居第一。据智利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上半年出口到中国的针叶浆量占其总量的74.07%，但较去年同期下降4.61个百分点，

出口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占比却分别增加0.62、0.69、0.31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向欧洲地

区偏移。

上半年智利外盘震荡整理，中国均价在585美元/吨（合同价），而中国需求逐步回升，但

不及预期，叠加贸易环节倒挂操盘，在疫情笼罩下，业者对后市偏空预期等，影响业者订货积

图2  智利针叶浆出口地区占比

2020年前6个月智利出口国家占比统计

2019年前6个月智利出口国家占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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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欧洲市场需求的缓慢复苏（西班牙浆纸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1～4月纸的产量

增长了1.1%，其中厕纸增长1.6%，4月达到11.4%峰值），智利出口结构向欧洲市场窄幅偏移

等，出现智利出口到中国的纸浆量下降。

智利的针叶浆出口结构向欧洲地区偏移，那么未来智利出口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

否会带动中国针叶浆供应结构的变化？

众所周知，智利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持续增加向欧洲地区的发运，欧洲地区的纸浆用

量过剩是否会增加中国地区的发运或者减少本土高成本针叶浆的产量；中国针叶浆高度依赖

进口，且国外看好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量，那么智利若在下半年增加对中国市场的发运，中国市

场的供应压力增加后，下游造纸行业是否会获益？

3  后市影响因素分析

供应：智利CMPC集团旗下Pa cíf i c o三季度检修10天，La j a检修16天，或影响4.32万

吨针叶浆产量；智利Ar au c o三季度无检修计划；芬兰、俄罗斯有升级提产或扩建产能投放，

约涉及86万吨产能，芬兰或稳居中国针叶浆第二大来源国。下半年整体针叶浆供应量相对稳

定。

另外，针叶浆、阔叶浆外盘价差问题对下游造纸行业成本面的影响，主产浆国成本及销

量竞争力的博弈，销售策略的变化以及纸浆期货的走势，亦会对针叶浆供应来源国及价格产

生影响。

需求：据欧洲印刷纸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1～5月欧洲图形纸供应量下降17.4%，出口到

欧洲以外的量下降9.8%，图形纸需求不及预期。整体来看，文化纸受经济增速放缓及疫情影

响较大，而生活用纸产能恢复或仍可期。中国下半年新增原纸产能陆续释放，其中计划新增生

活用纸产能30万吨左右，若如期释放，则约增加7.7万吨针叶浆需求量，而且从前6个月的出口

数据来看，生活用纸一直保持稳定的出口量，在内循环经济影响下，整体需求释放相对优于文

化用纸，未来需求的增长点主要在生活用纸、白卡纸及其他差异化用纸方面。

其他：禁塑令、废纸政策影响下，白卡纸厂排产稳定，利于木浆平稳放量；业者对本色针

叶浆需求增长寄予厚望，据闻有厂试用本色针叶浆替代美废，但短期来看，仍受制于价差问

题；禁塑令利好于纸浆放量，短期来看受消费观念改善、原纸生产技术及成本面影响较大。

4  卓创观点

卓创资讯分析，下半年迎来造纸行业的传统旺季，目前来看，疫情拐点暂未出现，需求恢

复情况待观察，但由于中国针叶浆高度依赖进口，预计针叶浆进口量仍将维持正增长，但浆价

或受制于基本面因素制约，维持震荡整理格局。主产浆国之间成本、销量、浆纸一体化企业停

纸不停浆带来的商品浆外销量的增加、汇率等因素影响下，全球针叶浆供应结构或发生微妙

变化，建议密切关注智利出口国的变化趋势。

卓创资讯建议，后期对内我们需要继续关注需求面恢复情况、疫苗最新进展、政策面及期

货价格走势，对外则需要关注针叶浆供应结构变化、中美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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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回收行业贸易协会：废纸在全球造纸行业中发挥

重要作用，比重不断上涨
日前，据国际回收行业贸易协会BIR消息，全球所产纸和纸板的一半以上（50.2%）是由回收

纤维制成的。全球范围内，使用回收纤维制成的纸制品共计2.11亿吨，其中高达86%是包装材料，

新闻纸约占5%，印刷书写纸占4%，卫生纸占4%。

为了确定全球回收纤维的主要趋势，BIR得到了欧洲回收工业联合会(EuRIC)的支持，收集和

吸收了一些权威来源的数据——包括RISI和欧洲造纸工业联合会(CEPI)，以及各部门的信息库

等，从而通过对回收纤维进行量化，为全球纸和纸板生产提供参考，提高行业的环境效益。

据统计，全球回收纸总量超过2.5亿吨，其中亚洲约占43%，欧洲接近27%，北美接近21%。尽

管由于进口政策的改变，2018年中国进口量同比下降38%，但亚洲仍是欧洲和美国回收纤维的主

要出口渠道。

Progroup在德国投产新纸机生产线PM3，将成为世界

最大的纸厂之一
仅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建设和组装，Progroup位于德国Sandersdorf-Brehna的高科技

生产线PM3已经开始运营。

该工厂的核心是一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高性能纸机PM3，用于生产环保和高质量的箱板纸。

该工厂的年产量为75万吨，因此，Progroup公司的箱板纸产能将从110万吨一举提高到185万吨

左右。Progroup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绿色高科技战略，只使用回收纸作为原材料。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注重环保问题，习惯于考虑下一代的发展。因此，我们仅在可持

续发展措施上就投资了一亿欧元，新纸机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可持续性和节能环保属性，可在未

来50至60年内继续生产环保型箱板纸，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方面，新工厂为纸业的未来树立了

标杆。”Progroup首席发展官兼董事会成员Maximilian Heindl说。

PM3纸机每年可利用回收的约86万吨废纸生产箱板纸，原材料在最先进的转鼓碎浆机和转

鼓筛中进行处理，安装总长度为78米，是世界上同类设备中最

大的，处理效率高，可节约废纸资源。

为了保护水资源，Progroup整合了一种新型的循环水处

理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就像一个生物肾脏，将使用过的工艺水

进行处理，然后返回到封闭的循环系统中，继续用于造纸。因

此，Progroup减少了80%的淡水用量，相当于每年减少375万

立方米的水。在这个过程中，回收的纸张杂质被生物降解并转

化为有用的沼气，总体上减少了10%的化石资源消耗。该厂在

2020年1月的建设阶段便获得了欧盟颁发的EMAS环保证书。

PM3项目总投资额为4.65亿欧元，是目前德国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Saxony-Anhalt）最大的投资项目，将为当地

创造约140个直接就业机会和350个间接就业机会，未来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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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巨大。

U P M宣布永久关闭欧洲约100万吨新闻纸和文化纸

产能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欧洲文化纸市场出现严重下

滑，当地时间8月26日，欧洲最大的文化纸生产企业UPM

宣布，由于文化纸需求持续疲软，公司将永久关闭位

于芬兰Kaipola的新闻纸和文化纸厂，同时将出售威

尔士的Shotton新闻纸厂，并将精简Communication 

Papers业务职能团队。

这两家工厂都是UPM Communication Papers部

门的一部分。该举措将减少约100万吨的文化纸和新闻

纸产能。

UPM表示，疫情影响下，文化纸短期需求几乎中

断，虽然已有反弹迹象，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

令市场更加恶化。

具体来说，Kaipola工厂将在2020年底关闭。该工厂有三台纸机，年总产能为72万吨，其中

新闻纸45万吨，涂布文化纸27万吨。计划中的关闭将影响450个工作岗位。

UPM计划最晚于2020年底关闭该工厂，公司指出高昂的物流和人工成本等因素使Kaipola工

厂成为UPM所有造纸厂中竞争力最弱的一家。

Shotton工厂位于威尔士的迪赛德，年产25万吨新闻纸。UPM计划出售该工厂，并希望买家将

产品转产为箱板纸。

整个停产计划，将影响公司约840个职位，大部分位于芬兰。计划完成后，每年可为UPM减少

7500万欧元的成本。

今年以来，UPM已经宣布关闭了法国Chapelle造纸厂（23.5万吨新闻纸）、芬兰Jyväskylä
胶合板厂，并精简了芬欧蓝泰标签业务。

英国Mond i将投资波兰Szczec i n纸厂，扩大电商产品

组合
全球领先的包装和纸业公司Mondi成功完成了其位于波兰Szczecin的瓦楞纸箱生产厂的主

要设备安装，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子商务需求。新机器的安装也标志着Mondi通过使用更先进的

分析和自动化技术，进一步实现业务数字化的目标，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创新和可持续的包

装和纸张解决方案。

新设备包括一台五色Bobst Masterline 2.1 HD和一台Robot MUK，将为德国东北部、丹

麦、瑞典和波兰不断增长的电子商务市场生产可持续的纸类包装产品。

Mondi扩大的电商包装解决方案遵循了更高效、更经济、更便捷的产品理念，不仅能提高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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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和客户体验，还能降低物流成本，并通过减少产品和材料浪费，为提高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北美纸企WestRock公布第三财季财报，净销售额环

比下降9.7%  
北美领先的差异化纸品和包装供应商WestRock公司近期公布了第三财季业绩（截至2020年

6月30日）。

第三财季的财务亮点包括：

●净销售额为42亿美元，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9.7%；

●每股摊薄收益0.69美元，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0.76美元，而2019年同期每股摊薄收益

0.98美元，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1.11美元；今年第二财季每股摊薄收益0.57美元，调整后每股摊

薄收益0.67美元；

●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两个部门的EBITDA利润率均有所提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为7.4亿元；

●截至今年6月30日，长期承诺信用贷款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可用资金超过32亿美元。

北美纸企Dom t a r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计划永久关停

72万吨未涂布化学浆纸产能
8月，北美著名浆纸企业Domtar公司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

的净利润为1900万美元（每股0.34美元），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500万美元（每股0.09美元）增长

明显，去年第二季度的净利润为1800万美元（每股0.28美元）。2020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为10亿

美元。

“我们一直积极主动地降低风险，保障我们度过当前疫情危机的能力。我们正在采取适当

的措施来优化运营。”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n D. Williams说：“尽管我们在纸浆和纸张市场面

临重大挑战，但我们一直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同时在整个行业中启动现金和成本节约措施。”

在个人护理方面，第二季度营收继第一季度创纪录后有所下降。虽然营收低于上一季度，但

良好的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的提高使EBITDA利润表现良好。第二季度结束时，EBITDA利润率为

14.4%，与第一季度相比提高了160个基点，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的部门利润率。2020年第

二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400万美元，相比今年第一季度1900万美元有所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的折

旧和摊销总额为7100万美元。

2020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的减少是由于销量减少和生产状况不利造成的。这些因素被维护

成本的降低和工资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工资补贴）部分抵消。此外，销售、总务和行政费用降低，

原材料成本降低，以及固定和其他成本也有所下降。

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二季度成品纸出货量下降32%，纸浆出货量增长10%。2020年第二季度

和第一季度，纸张的出货量与产量之比为105%。与第一季度相比，纸张库存减少2.2万吨，纸浆库

存减少2000公吨。

根据目前的宏观情况，Domtar公司预计整体环境将继续保持挑战性。在纸业方面，预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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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将继续疲软，预计第三季度和年底前可能会逐步恢复。预计近期纸浆市场将受到季节性疲软、

全球库存上升和纸品市场需求疲软趋势的影响。受到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个人护理用品业务将回

暖，预计整体原材料成本将保持稳定。

为了开源节流，公司目前正在实施一项成本削减计划，目标是在2021年底之前实现每年2亿美

元的运行成本节约。该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更强大的业务运营系统，提高公司的成本效率，改善经

营利润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现金流。具体举措包括产能削减和资产关闭、工厂层面的成

本节约和支持功能的合理化。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Domtar计划永久关闭田纳西州Kingsport工厂和密歇根州Port 

Huro n工厂的未涂布胶版纸生产线，阿肯色州Ashdo w n工厂的剩余纸机，以及田纳西州

Ridgefields加工中心。

以上全部关停之后，未涂布化学浆纸产能将减少约72万吨，员工人数减少约780人。Port 

Huron和Ridgefields两家纸厂预计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末关闭。Kingsport和Ashdown厂自4月

已停机，Kingsport将于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转产60万吨再生挂面纸板和芯纸的改造，Ashdown

将通过12-14个月改造完成转产100%针叶和绒毛浆。

未来5年，美洲特种纸消费趋势预测
关于北美和南美特种纸的最新研究表明，2019年，美洲特种纸消耗量共计588万吨。

Smithers公司发布的《2025年北美和南美特种纸趋势预测》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20年，预计美洲特种纸市场需求将下降至571万吨，之后将逐渐恢复，到2025年的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1.4%，2025年美洲特种纸消耗量预计可达到613万吨。

有诸多因素推动北美和南美特种纸市场发展，总结这些主要因素，不难发现社会越来越倾向

于接受性价比更高、更环保的产品。由于部分传统纸种市场萎缩，大型高速纸机关停，许多造纸

企业转而生产特种纸，如离型纸和灵活型纸类包装。为了获得客户青睐，造纸企业开始通过技术

创新生产质量更轻、强度更大的纸张，通过提高质量激发客户购买力。

此外，人们对环境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关注推动了对可持续材料的需求，造纸企业越来越关注

纸张的环境效益。对环境有益的材料一般是以生物材料为基础，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并且可堆

肥，而无论从以上任何一点来看，纸张都具有良好的表现。为了改善环境，原先以纸、塑料和铝制

成的多层包装正逐渐被具有水性涂层的纸基包装所取代。

Smithers公司详细调研了美洲各地区特种纸发展情况，重点调查了美洲六个主要国家市场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37种不同纸种的发展情况及未来需求（2015-

2025年）。

Smithers调查显示：

● 预计与食品零售相关的特种纸需求增长程度最大，立式多层包装纸袋逐渐取代玻璃和

金属包装，防油纸、羊皮纸等纸种发展潜力较大；

● 由于食品零售商越来越追求包装美观性和质量，因此C1S包装也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C1S标签和离型纸增长潜力较大，因为标签几乎是所有包装的必需品；

● 用于收据打印和店内刷卡打印的热敏纸需求持续增长；

● 由于电子产品替代了部分纸种的功能，相纸、支票纸、票据纸和邮票等需求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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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吸烟率的下降，卷烟纸的需求正在下降；

● 疫情使美洲，尤其是美国和巴西的主要特种纸市场人力成本上涨，生产成本随之攀升。

疫情打乱了特种纸的正常发展节奏，许多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停产，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

预计2020年北美和南美经济都将萎缩，这无疑将影响到特种纸的销售，但并非所有领域都将受

到同样的影响。其中与食品包装相关的纸种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小，但由于停产期间失业造成的消

费能力下降，仍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疫情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其他与零售相关的纸种将受到更大的影响，例如用于商品定价

的标签纸。受影响最大的细分市场将是工业级纸张，如电气用纸和汽车过滤纸，由于文化和体育

活动的普遍取消，票据纸需求下滑明显。

后疫情时代，随着经济的复苏，创新将是特种纸市场生存的必要条件。除了造纸企业之外，

许多第三方机构也提供了诸多创新型方案，如化学品供应商或研究机构等。Smithers研究认为，

以下技术对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微纤维素和纳米纤维素，可作为强化添加剂或涂料；绿色化学概念；用于食品包装、杯子和

食品服务容器的水性阻隔涂料；具有防腐蚀、抗微生物等增值功能的涂料等。

此外，还包括纸机应用推广工业4.0概念，以实现更精确的过程控制，从而获得更高质量和

更多元功能的纸张。

需求高涨，北美针叶木材价格攀升，一木难求
据《麦迪逊木材报告》（Madison’s Lumber Reporter）消息，北美针叶木材制造商、批发

商、经销商、买家和终端用户一致认为，目前北美木材形势严峻，需求高涨，引起市场价格急剧上

涨，锯木厂大量订单已签至9月下旬，未来趋势还未可知。

目前，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锯木厂纷纷满负荷运转，努力提高产量，订单已排至9月。可以说，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目前需求一路高企，而供应商手头的木材已跟不上需求的节奏。

锯木厂的订单，无论是北美西部、东部还是南部，都已满满排至9月。现在，寻找木材的客户

要等到9月中旬甚至更晚，锯木厂才会供应新的木材，而客户到货会更晚。

美国西部针叶木材（主要包括白云杉、扭叶松、高山冷杉等）买家们每天眼见针叶木材价

格再次上涨，达到或超过了以前的历史高点，感到十分

焦虑。面对史无前例的价格水平，据交易商称，需求仍然

保持强劲，锯木厂大部分产品的订单文件一直延续到9月

份，而疫情引起了物流运输的延迟，客户到货时间还会更

晚。

目前北美市场仍然弥漫着一种紧迫感，客户们甚至

对任何能找到的木材碎片都趋之若鹜，对木材品种也不

再挑剔，各个种类的木材供应都十分紧张，木材进出速

度太快，供应商库存基本为零。

最近加拿大西部针叶木材价格继续升高，需求高

涨，因此，即使锯木厂一再涨价，都没有受到任何买家的

抗议与反对。加拿大的木材需求在短暂停顿后，又猛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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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每天一早锯木厂库存都会迅速消化。在二级供应商无法建立任何库存的情况下，预计近期价

格仍将保持高位。锯木厂的订单已进入9月初，装运延迟也给制浆造纸、建筑、土木等行业带来一

定压力。

9月21日，印度新的进口政策将生效，规定纸张进口需

严格提供原产地信息
8月底，印度政府已通知下发《2020年海关规则（贸易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管理）》，该规则

将于2020年9月21日正式生效。这些规则将适用于根据自由贸易和其他贸易协定规定，以关税优

惠税率进口到印度的货物，并通过要求进口商在申请优惠税率进口时提交有关进口货物的详细信

息，力求遏制滥用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

这一规则将限制纸张的进口，有利于印度本土造纸业的发展。新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检查低质

量产品的入境运输和第三国通过自贸区伙伴国进行货物倾销的行为。

据印度一位纸张贸易商表示，“原产地规则”将阻止自由贸易协定（FTA）下纸张进口的不良

行为，现在，原产地的纸张需要向当局出示，以便得到海关的澄清。一旦这一规则实施，印度国内

纸张进口量将减少。

“这些新的政策将有助于检查第三国(非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利用自由贸易协定途径以优惠/

零进口税向印度出口的情况，因为与以前相比，预计将更严格地执行原产地规则。不仅是造纸行

业，这也将有助于所有行业减少滥用自贸区途径以优惠/免关税向印度出口的情况。只有在自贸区

成员国生产的符合原产地规则和增值标准的商品才会被允许以优惠/零进口税进入印度。”印度

纸业制造商协会（IPMA）秘书长Rohit Pandit先生说。

印度当地媒体称，政府准备对进口税结构进行微调，同时对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进行快速审查。印度纸业制造商协会总裁AS Mehta表示，部分国家正在利用新政策正式生效前

的这段时间，以非常低的价格将其过剩库存推向印度。我们已经敦促中心尽快将纸张进口的基本

关税提高到25%。

根据新的政策规定，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在提交入境单据

时，必须在单据中声明进口产品符合该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的

原产货物资格，并出示原产地证书，才能根据贸易协定要求优惠

税率。如果原产地证书不完整或有任何未经发证机关认证的涂

改，或证书是在有效期过后出示的，有关官员可以不经核实就拒

绝优惠税率的要求。

此外，进口商还必须拥有与原产国标准有关的所有相关信

息，并应要求向有关官员提交这些信息。在清关过程中或之后，

如果发现签名或印章与从出口国收到的印章和签名样本相比

不匹配，官员可以要求核查机构对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进行核

查。

印度财政部长Nirmala Sitharaman在其发言中表示，政

府将审查“原产地规则”的要求，特别是对某些敏感物品的要

求，以确保自由贸易协定符合本国利益和政策要求。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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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箱板纸生产线是维美德向全球客户提供的第

17条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模块化箱板纸生产线。

与一般生产线相比，山鹰华中的21号和23号生产线均

可大幅降低生产能耗及工厂的碳排放。

23号生产线与21号相似，是从损纸收集一直到卷

纸机的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模块化高速箱板纸

生产线。这条瓦楞原纸生产线配有OptiFlo流浆箱以

及采用靴式和刀式成形技术的OptiFormer Gap夹网

成形器，可大幅提高纸机的车速及产量。这也是实现

轻量箱板纸高效生产的关键技术。成形靴与成形刀还

有助于提高纸幅强度、强化横幅定量控制，从而确保

良好的成纸匀度。

除流浆箱和成形部外，供货还包括Opti P r e ss 

Center中心辊式压榨部、OptiRun Single单排缸烘

干部、OptiSizerFilm膜式施胶机、OptiReelPope卷

纸机。有关通风设备、运行性部件、Valmet DNA纸机

与工艺控制系统以及Valmet IQ质量监测系统，也包

括在供货中。维美德还提供一套纸机网毯以及项目验

收后的生产支持服务。

另据消息，8月14日，公安县人民政府与山鹰国际

就“120万吨造纸、智能包装产业园及生活用品电商产

业园项目”在荆州举办签约仪式。此次签约项目是山

鹰国际继220万吨高档包装造纸项目签约落户公安县

后，再次投资100亿元在公安县建设120万吨造纸、智

能包装产业园及生活用品电商产业园项目。

项目落户后，将拉长加粗产业链条，构建从原材

料消化到电商销售、从工业包装纸到生活用纸的全产

业链，推动循环造纸成为公安县工业产值率先破百亿

的主导产业。

太阳纸业特种生活用纸机P M41顺利
投产，设计车速1600米/分

本刊讯（太阳纸业 消息) 8月7日，伴随着阵阵

掌声、欢呼声，太阳纸业41号机正式开机，这是公司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又一

山鹰华中纸业P M23成功开机，日产
1200吨瓦楞原纸

本刊讯（维美德 山鹰 消息) 9月3日，又一条由

维美德提供的OptiConcept M优化概念模块化生产

线——山鹰华中纸业23号箱板纸机顺利开机，纸幅

成功上卷仅用时2.2小时。这条生产线的顺利投产将

使山鹰华中总产能达到127万吨，一跃成为华中地区

最大、实力最强的工业用纸生产基地。

这是自2017年华中山鹰项目三条生产线及热电、

环保等配套工程同时规划开建以来，顺利投产的第三

条生产线。 

吴明武董事长代表山鹰国际向华中山鹰发来贺

信：“未来可期，华中山鹰三条生产线建成后，产能将

达到127万吨，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实力最强的工业

用纸生产基地。让我们期待华中山鹰早日建成一座造

纸行业的智能化标杆工厂。”

这条配全套自动化系统的23号生产线，网宽8600

毫米，生产瓦楞原纸，纸幅定量50～110克/米2，设计

车速1400米/分，产量约1200吨/日。 

这是维美德向山鹰国际提供的第9条造纸线。新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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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成绩！

41号机设计车速1600米/分，纸机净纸幅宽2850

毫米，产品主要为特种生活用纸，定量范围在10～30

克/米2。该纸机是公司子公司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

公司年产5万吨生活用纸项目的第一台纸机，第二台

纸机将于9月开机投产，全部投产后，公司的生活用纸

原纸产能将达到17万吨/年。

41号机的成功投产，将使公司的生活用纸产品类

型更加丰富，产品结构更加完善，公司综合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联盛纸业（龙海）年产60万吨牛皮箱
板纸机PM10顺利出纸

本刊讯（凯登 消息) 8月5日，联盛纸业(龙海)

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P M10生产线成功开机投产。此

生产线以废纸为原料，生产牛皮箱板纸。O C C制浆生

产线由凯登公司提供，设计产量2000吨/日，年产能达

60万吨。纸机抄宽8660毫米，工作车速1200米/分，是

国内目前最大的同类造纸机之一。

同期，凯登公司提供的PM10新一代智能OC C制浆

线设备也成功开机，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要求，并

控制在工艺范围之内，展现出凯登始终如一的优越性

能，客户非常满意。

恒丰纸业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
提前完成高压系统送电

本刊讯（鞠华 报道) 8月26日，从牡丹江恒丰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获悉，日前该企业年产2万吨食品包

装纸项目顺利完成高压系统安全送电工作。目前，该

项目低压配电系统送电调试在紧张筹备中，为下一步

设备安装调试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了解，该企业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由主

体厂房和智能包装立体库两部分构成，总用地面积

21495.4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82.89平方米，建设

内容为安装一条国内先进的特种纸机生产线及配套

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2万吨食品包装纸的生

产能力。

据介绍，今年以来，作为黑龙江省“百大项目”，

该项目通过科学严谨地优化施工方案，按照网络图关

键线路上的重点工作，全面协调各专业工种施工作

业；严格管控作业时间，在保证安全和质量措施的前

提下，按合同工期要求有条不紊推进。在电气、仪表

设计施工中，施工人员严格管控施工质量和施工细

节，在认真总结以往项目设计施工经验的基础上，不

断优化、细化设计方案，最终自主完成全部电气、仪

表系统的设计和施工组织工作，优质高效完成该项目

的关键节点目标。预计10月初正式竣工投产。

该项目投产后，产品技术及产品质量将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满足国内外食品包装用纸

的市场需求，达到欧盟标准，实现大量出口。

广西太阳纸业年产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2021年投产

据《北海日报》报道 今年以来，广西太阳纸业

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在北海市委、市

政府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科学应对疫情，

积极组织1000多名工人率先复工复产，有效保障了项

目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期项目计划2021年9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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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8月5日上午，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见，工人们

正在进行钢筋搭建、设备吊装等工作，各项工作有条

不紊地进行。今年年初，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项目

推进带来的影响，太阳纸业项目用短短15天时间完成

了厂区道路的建设和2500个工人的临时生活区建设，

有效保障了项目各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使项目建设

速度较原计划提前2个月。

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

目位于铁山港（临海）工业区内，主要利用广西丰富的

林木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制浆造纸产业。项目总投资

228亿元，建设包括文化纸、生活用纸、白卡纸、特种

纸在内的全系列纸张产品，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

目计划2021年9月投产。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

业收入200亿元，利税总额35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

位3200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20000多个。

山鹰国际绿色标杆纸业百亿循环项目
正式落户浙江海盐

本刊讯（山鹰纸业 消息) 8月27日，山鹰国际绿

色标杆纸业百亿循环产业基地项目奠基仪式在浙江

省嘉兴市海盐县正式启动。

嘉兴市市委书记张兵、海盐县县委书记陈玲芳

等政府领导，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裁、党委副书记宋宏炯，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

长吴明武共同参加项目开工奠基仪式。

据悉，山鹰国际百亿项目总投资120亿元，总用

地约990亩。该项目包括总投资10亿元的研发培训

板块、总投资75亿元的绿色制造板块、总投资35亿

元的循环配套版块。项目落后成，将形成集“原料采

集、制浆造纸、包装印刷、技术创新、绿色循环”为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传统工业制造向“产业化、

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打造海盐县域内

绿色、生态、环保的超百亿智能包装产业园区，为传

统行业改造提升作出示范探索。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产值130亿元，合计总产

值将达到200亿元；新增税收9亿元，合计总税收15

亿元。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明武表示，百

亿项目是山鹰国际朝着全球绿色造纸标杆鼎力前行

的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为山鹰飞速发

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势必为推动海盐高质量

经济发展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签约，总投资128亿，
将建产能150万吨纸、52万吨浆

本刊讯（晨鸣集团 消息) 8月11日，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黄冈晨鸣建设二期项目

的公告。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走生态优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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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之路的要求和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的决定，基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

略发展规划，公司将控股子公司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

司项目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为浆纸一体化项目，与黄冈

市人民政府签订《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协议书》。

黄冈晨鸣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128亿元，其中计

划投资116.4亿元，建设4条年产150万吨纸生产线（包

含文化纸、白卡纸等品种，该项目全部采用原生浆造

纸）、配套建设年产52万吨机械浆生产线、污水处理

及其他辅助工程。

投资10亿元，建设3台240吨/小时的循环流化床锅

炉和配套1台60M W背压机组及燃煤输送等附属系统的

热电联产项目；后期根据热负荷新增1台240吨/小时的

循环流化床锅炉和配套1台60MW背压机组。

投资1.6亿元，在巴河建设5个泊位码头和5台自卸

船门机以及连接码头和厂区的5条栈桥皮带机输管廊

及后场附属设施或铁路专用线等。

项目计划2020年12月开工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提供1800多个就业岗位，实

现从浆到纸、包含热电联产和物流运输的特大型循环

经济体系，有力提升黄冈晨鸣高质量发展水平，建成

循环经济、环保经济典范。

管理运营

晨鸣纸业拟引入战投东兴投资，增资
扩股寿光美伦，优化资本结构

据《证券日报》报道 晨鸣纸业积极稳妥降低资

产负债率再获资本加持。根据公司最新公告，公司于

7月18日宣布旗下控股子公司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寿光美伦”）拟引进东兴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投资”）进行增资扩股，

增资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东兴投资是东兴证券的全资下

属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兴

证券52.74%的股权，东兴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财政

部。公告称，本次交易是东兴投资基于对寿光美伦

未来的良好发展前景，以及对公司浆纸一体化布局

的高度认可决定增资寿光美伦。而基于寿光美伦经

营状况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考虑，公司及股东潍

坊晨融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放弃本次增资中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本次交易定价综合考虑了寿光美伦的未来发展

前景，经各方协商，在寿光美伦2019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53.25亿元基础上，在考虑适当增值后，

按照增资前估值57亿元确定，本次增资后的估值为

60亿元。公司称，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交易事

项符合寿光美伦发展战略，将对寿光美伦未来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晨鸣纸业称，此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降低

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整体资本

实力和竞争力。同时，东兴投资在资产管理、资源管

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也将促进晨鸣纸业

综合管理水平的优化和提升。

分析人士认为，晨鸣纸业作为国内最大的浆纸

一体化企业，此次引入东兴投资战略投资者，有利

于进一步巩固其国内造纸行业龙头地位，并进一步

拉大与其它造纸企业的距离。

目前，晨鸣纸业浆产能超过430万吨，基本实现

制浆产能与造纸产能的匹配，自制浆产能约占国内木

浆产能的41%。

珠海港拟要约收购港股兴华港口，瞄
准纸浆进口广阔市场

本刊讯（仟松 报道) 珠海港公告，公司拟通过

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向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兴华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发起自愿性有条件全面现金要约，拟以每

股2.597元港币的价格要约收购兴华港口10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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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纸张匀度、挺度适中，手感舒

适，养眼护眼，印刷品图文清晰、立体感强，给读者

带来极佳的阅读享受。 

恒丰纸业大股东启动混改，或导致实
控人变更

本刊讯（仟松 报道) 7月31日，恒丰纸业公告

称，公司于7月31日接到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恒丰集团”)的通知，称恒丰

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牡丹江市人

民政府审议通过。

公司介绍，为贯彻落实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恒丰集团混

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恒丰集团将实施

混合所有制改革，出让恒丰集团100%股权。

按照国家国企改革相关政策要求，本次混改以

公司控股股东恒丰集团为实施主体，通过引入战略

投资者的方式，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恒丰集团

高质量发展，将恒丰集团努力建设成为东北地区一

个治理结构科学完善、经营机制灵活高效、创新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国企混改示范企业。

本次混改仅为公司控股股东恒丰集团层面的股

权变动。目前，恒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9.93%的股

权，本次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引入投资者，将导致其

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混改股权转让将在黑龙江联合

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受让方。

晨鸣纸业：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上半
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本刊讯（冯义华 报道) 近日，造纸行业龙头晨

鸣纸业发布了半年报。尽管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实体

经济面临较大发展压力，但晨鸣纸业依然保持强劲

的增长势头。

据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完成纸浆产量166万吨、

总对价约为21.15亿元港币。

兴华港口于2018年2月在联交所上市，是一家主

要从事营运及管理港口的投资控股公司。兴华港口

旗下主要经营实体常熟兴华和长江港务，目前已发

展成为处理高价值进口纸浆、钢制成品、工程设备

等货种的重要区域枢纽港。

据统计，2019年中国纸浆进口量达到2720万

吨，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占全国进口纸浆量约1/3，

而常熟兴华港2019年进口纸浆吞吐量约476万吨，与

珠海高栏港同为全国最主要的纸浆进口港和集散中

心。珠海港本次要约收购以进口纸浆业务为切入口，

战略协同目的明显。

此次收购兴华港口，公司将首次布局长江流域

的战略节点，延伸发展空间，开辟业务发展新的增长

极。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在长江内河驳运、大宗商品供

应链、沿海船舶运输等方面探索更加广阔的市场，

从空间上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以两港优

势货种（纸浆、钢材和建材等）为突破口，通过江海

联运、海铁联运等方式进一步带动高栏母港与兴华

港口的货量联动增长。

《中国制度面对面》内文纸，首选岳
阳林纸

本刊讯（范以萍 报道) 为深化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中央宣传部

理论局组织撰写了2020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

面对面》。

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

版。岳阳林纸以“责任为重、品质为先”的精品——

“泰格雅”品牌80克/米2轻型胶版纸一举夺魁，

成为该系列丛书内文首选用纸，续缘“红色经典书

籍”。

岳阳林纸“泰格雅”品牌轻型胶版纸，产品品质

稳定，纸质松厚，色泽柔和，无反光表现，对视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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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纸产量275万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59.7%、

27.9%；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同比增长1.88%；实

现净利润5.16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进。

与此同时，公司流动资产约471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约30亿元。财务费用同比下降11.25%，主要因

素为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明显下降。主营业务机制纸

毛利率略有提升，增长势头强劲。

晨鸣纸业子公司武汉晨鸣、黄冈晨鸣位于疫情中

心区，因疫情原因停产给公司整体业绩带来一定影

响。但是公司其他主要生产基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基本实现满负荷生产，浆纸一体化优势逐步显

现，确保了上半年公司各项经营指标较去年均有所

增长。

晨鸣纸业表示，下半年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

制，经济形势逐步恢复活力，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正

常，公司主要纸种价格将稳步提升，加之木浆市场价

格逐步回升，公司浆纸平衡的核心优势将进一步发

挥，公司的业绩将伴随国家经济的回暖、市场行情的

复苏而大幅增长。

漯河市多措并举纾困，银鸽投资经
营企稳

据经济参考网报道 在政府、金融机构的纾困

努力下，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鸽

投资）生产经营不断企稳。7月份该公司产量完成超

计划6.9%、一等品率实现99.84%、吨纸成本与计划

比节约163元，全月无计划外停机，无安全事故，部

分单位产量达历史最好水平。

受多种叠加因素影响，银鸽集团和下属上市公司

银鸽投资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尤其是2020年年初的

特殊时期进一步加重了银鸽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今

年4月30日，连续2年亏损的银鸽，被带上了*S T的帽

子，8月20日退市，系统性金融风险迫在眉睫。作为漯

河市老牌上市公司，银鸽投资直接影响3000人就业，

如何“保稳定”“保就业”成为公司今年最大挑战。

据了解，针对银鸽投资存在的问题，漯河市委市

政府迅速召开专题会及现场会，研究协同解决银鸽

投资风险化解的重要事项，并成立了银鸽投资风险

化解及纾困工作专班，现场解决企业复工复产所需

的资金、水、电、汽等问题；同时，漯河市政府还成

立了驻厂工作组，现场办公，对银鸽投资复工复产进

行全方位指导。

在纾困专班的指导下，漯河发投下属全资子公

司豫南口岸以原材料核心供应链平台全面支撑银鸽

的复工复产及生产运营。这一系列的“输血”举措，

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输血”，还需强化企

业自身“造血”功能。银鸽投资抢抓机遇，强化思想

引领，公司党委编发倡议书，号召全体职工认清形

势，增强危机感，提升紧迫感，强化责任担当；推行

党委和经营班子“双包保”制度，公司领导与职工面

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讲形势，谈优势，话机遇，凝

心聚力，坚定发展信心；对标先进找差距，眼睛向内

挖潜力，定措施，强基础，补弱项；利用自身优势，转

产上马口罩、消毒湿巾生产线，调整产品结构，研发

新品，积极拓展市场等等。

面对银鸽投资改变经营模式后首月的成绩单，

豫南口岸负责人表示，豫南口岸十分看好银鸽投资

的未来，银鸽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生存能力都在，未来

豫南口岸会继续加大与银鸽投资的全方位合作，联

合成立河南木浆采购平台，成品纸销售平台，物流综

合服务平台，做大做强银鸽的纸品产业链。

华劲集团成功收购广西东亚纸业

本刊讯（钟华 报道) 8月28日，崇左市中级人

民法院召开广西东亚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新

闻发布会，宣布成功审结东亚纸业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东亚纸业公司由于受市场行情的影响，加上资

金断裂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公司生产经营陷入

困境，自2015年开始陆续被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由于申请执行标的高于资产

评估价5000万余元，崇左中院先后三次网上拍卖东

资 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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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纸业公司财产，都因无人竞买而流拍。2017年12月

22日,广西崇左桂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东

亚纸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为由，向崇左中院申请对东亚纸业公司进行破产清

算。同年12月27日，崇左中院裁定受理东亚纸业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担任东

亚纸业公司管理人。

为避免“一破了之”给地方经济带来冲击，崇左

中院积极探索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实现恢复生产经营

的新路子。经和管理人多次调研和沟通，最后决定

附条件变卖破产财产，以招商引资方式确定买受人，

恢复东业纸业公司生产。2018年7月18日，崇左中院

召开东亚纸业公司竞买人报价（开标）会，经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于同年8月1日依法确定华劲集团为东

亚纸业公司破产财产买受人。今年7月底，华劲集团

根据《资产整体转让协议》付清了1.5353亿元买受

款。

民丰特纸检测中心通过C N A S定期监
督评审

本刊讯（民丰特纸 消息) 8月8日至9日，中国合

格评定认可委员会委派评审小组对民丰特纸检测中

心实验室（海盐分公司检验站），开展了为期2天的定

期监督评审。

此次评审小组由来自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的李国

华任评审组长，负责管理要素评审，技术评审则由浙

江烟草质量监督检验站的张兵负责。审核小组根据

C N A S O C 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

则》的全部管理要素以及民丰检测中心已获认可的

部分技术要素开展了全面细致的审核工作。

审核小组对民丰检测中心的整体管理工作给予

了肯定，通过此次评审，并同意向C N A S继续推荐2位

授权签字人具备所申请领域的签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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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

江河纸业成立十八周年庆典暨明星员
工表彰大会成功举办

本刊讯（郭胜利 报道) 8月8日，河南江河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八周年庆典暨明星员工表彰大会

在培训中心隆重举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姜博恩携

公司管理层、全体党员，与2019年度明星员工、销售

明星，厂庆征文获奖者及员工代表相聚一堂，同心同

行共享江河十八年的辉煌成果，一起见证江河下一个

十八年的开启！

见证荣耀时刻，凝聚榜样力量。总经理助理张卫

军介绍了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工会主席张家利宣布

2019年度明星员工表彰决定；公司领导为明星员工颁

奖并合影留念；明星员工代表发言。

传承江河文化，铸就江河品牌。姜博恩总经理在

总结讲话中指出，十八年奋斗岁月，十八年风雨兼程，

江河纸业迎来了他十八岁生日。江河纸业从接手濒临

倒闭的红麻厂起步，从一张无碳纸做起，凭借着“以

人文本，以德治厂”，“信守匠心、永续创新”的深厚

文化底蕴，以老董事长为核心的老一辈江河人，栉风

沐雨、团结拼搏，一步步深耕技术，一次次创新研发，

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集造纸、加工、装备研发制造、

热电联产、智能软硬件开发、环保检测工程等为一体，

年产值数十亿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姜博恩希望生产经营的骨干力量时刻牢记“三知

三明三检”管理纲领，自觉强化创新、突破意识，不断

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做“匠心、创新”精神的实践者，

做技术难点的攻坚者，做工作合力的凝聚者；作为有

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员工，曾经为江河的发展付出了

心血和汗水，大家要继续创新实干，在新征程中做出

新作为；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新员工是青

春江河的活力之源，大家要戒骄戒躁，踏实做事，深

入学习江河的发展历史，从中汲取文化力量，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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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服务企业发展的技能和本领。

会议还对2019年度销售明星和厂庆18周年征文活

动获奖员工进行了表彰。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纸管原纸》团体
标准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本刊讯（山东纸协 消息) 8月7日，“山东省造纸

行业协会《纸管原纸》团体标准研讨会”在济南成功

召开。本次会议由协会组织召集，来自汇胜集团、华泰

集团、泰鼎新材料、德派克纸业、海象纸业、奥恒新材

料等纸管原纸主要生产企业的1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协会副会长赵振东讲话，秘书长高兴杰主持。

赵振东副会长介绍了纸管原纸生产和质量标准

执行情况。全国纸管原纸产量约500万吨，山东产量约

150万吨，山东纸管原纸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纸及纸板应用领域不

断拓宽，纸管原纸现行标准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和

要求。主要体现在：一是该产品的名称不统一，有纸管

原纸、纱管纸、纱管原纸、纸管纸板等，国标与行标名

称不统一，制订团体标准要统一名称；二是该产品标

准多，指标不一致，《纸管纸板》的国标2010年颁布、

2011年实施，行标2006年颁布、2007年实施，生产企

业既不完全执行国标也不完全执行行标，多执行本企

业标准；三是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具有自身优势。制订

环节少、周期短、费用低，能够充分体现生产企业的意

愿（品质、服务），可以充分沟通协调；四是团体标准

主要质量指标要优于国标、行标和地方标，能够体现

山东产品优势和企业优势。本次团体标准由协会技术

委员会牵头组织研讨、论证，协会发布。

高兴杰秘书长介绍了《纸管原纸》团体标准制订

工作程序。根据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标准从立项到发布要经

历6个步骤。为缩短《纸管原纸》团体标准的制订周

期，本次会议合并了标准立项、成立领导小组和起草

工作组、标准起草以及征求意见4个步骤，集中研究，

分头实施。面向各主要纸管原纸生产企业征求意见结

束后，再组织标准专家审查会和发布实施。

牵头起草单位汇胜集团副总裁赵海亮宣读了《团

体标准立项建议书——纸管原纸》。随着各行各业设

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生产线速度不断提高，用纸

管原纸制成的纸管各项指标要求更加稳定、能够承受

更大的压力。随着下游行业产业链的不断加长，纸管

的回用性能成为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因素，因此

对纸管原纸的质量性能要求不断提高。现行的产品标

准、产品分类及技术指标等跟不上市场需求和应用领

域的拓展。为满足行业发展和创新需求，推进纸管原

纸生产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不断提升纸管原纸的质量

性能，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特申请制

订纸管原纸团体标准。汇胜集团品管部长赵文文介绍

了《纸管原纸团体标准（草案）》，就产品等级、定量

及偏差、紧度改为厚度、成品尺寸及外观质量等主要质

量要求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

与会代表就协会团体标准踊跃发表修改建议。

如应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宗旨，建议产品分类中不设立

“合格品”等级，避免误导消费者，而是多设立等级分

类，增加低档产品类别，制订技术指标下限，只要满足

标准要求都是合格产品，由消费者进行选择；补充清

洁生产、绿色循环的新理念内容。大家一致认为，《纸

管原纸》团体标准的立项，顺应市场形势，急广大生产

企业之所急，补广大用户企业之所需，企业全力支持

协会工作，积极参与团体标准的制订。研讨会取得了

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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