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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8-59
2021 China 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In 2020, due to the continued impact of COVID-19
worldwid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remained
complex and severe, and there still exited greater
downward pressure on China's economy. However,
with the initial result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sound economic recovery,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paper industry showed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ts overall operation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at of 2019.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still facing a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situation, coupled with changes in waste paper policies, making the problem of fiber shortage
even more prominent. Therefore, paper enterprises must have a sense of risk prevention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As pione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per industry, 2021 China top 20 paper manufacturers showed a
year-on-year growth of 6.2% in total revenue in 2020, and their total operating revenue rose from 479.6 billion
yuan to 509.53 billion yuan; total output was 68.62 million tons,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10.2%. From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revenue and output of the top 20,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operating income continued to
increase, from 62.7% in 2019 to 71.1% in 2020;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output exceeded 60%, indicating that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Since the entry threshold of 2019 top 20 companies exceeded
6 billion in business revenue, the threshold of the 2021 top 20 has continued to rise, reaching 7 billion this
year. Under the complex operating situation of the entire industry, leading paper companies represented by the
top 20 will continue to lead the growth of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CPPI started to issue the annual Top 20 list from 2006, which is ranked by companies’ total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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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give us more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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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10 Looking into 2021 China Top 20 Paper Makers through Charts
The total revenue of 2021 Top 20 paper companies reached 509.53 billion in 2020, accounting for 70.9% of the
main business revenue of all paper compani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Compared with 2019, the total revenue
of the top 20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main revenue of paper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have both increased, reflecting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2020, the total
output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of the top 20 reached 68.62 million tons, accounting for 60.9% of the country's
total output, an increase from 57.8% in 2019. From the two indicators of output and main operating income, it
can be seen that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challenging polici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large-scale paper enterprises,
which also proves that the ability of leading enterprises to resist risks i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60 Innovation Creates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Pulpi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Interview with Mr. Xu Chaofeng, Chairman of Zhengzhou Yund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In 2019, Mr. Xu Chaofeng, chairman of Zhengzhou Yund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CPPI magazine,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a's pulping equipment industry, which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of our readers and fully reflected his deep 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on the industry.
After two years in 2021, we once again invited him to participate in our interview. In the interview, he sai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ulping equipment
is set sail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inuous independent R&D an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is process, Zhengzhou Yunda also
developed our own star products, such as waste paper
bulking and drying system, solid waste system, flow
system, pulping equipment, etc., contribut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pulp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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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关 注

节能减碳—造纸行业在行动
本刊讯（中国造 纸 协 会 消息) 8月25日，中国造 纸协会 通过官网发布了面向全国各 行业征集造

纸行业节能减碳前沿技 术研究方向和项目及 新技 术装备 信息的通 知。通 知提出的征集信息分为三
类：第一类为节能减碳前沿技 术研究方向；第二类为节能减碳创新（开发）技 术 和 项目，包括 替 代
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技术等；第三类为节能减碳新技术、新装备。为持续推进 造 纸行业的“减碳”
工作和促进行业的发 展，通 知对 征集信息的日期没有设限。征集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解掌握行业节能
减碳技术进 展情况并为相关部门制定政 策提供支撑依据。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以造纸行业节能为重点，稳步实施造纸行业“减碳”目
标，中国造纸协会面向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各会员单位征集未来利于行业节能减碳前沿技术研
究方向和项目及新技术新装备相关信息，以便于行业和相关部门了解掌握行业节能减碳进展情况并争
取政策支持开展下一步相关工作。
具体要求如下：
一、本征集的信息内容要求
第一类：节能减碳前沿技术研究方向
请按照《造纸行业节能减碳前沿技术研究方向信息表》（附件一）内容填写；
第二类：节能减碳创新（开发）技术和项目，包括替代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技术等
请按照《造纸行业节能新技术信息表》（附件二）内容要求填写；
第三类：节能减碳新技术、新装备
请按照《造纸行业节能新装备信息表》（附件三）内容填写。
二、征集信息的时间
本征集信息的时间不设限制（根据协会的工作进度安排，第一批征集信息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
30日，对征集到的信息整理工作将于2021年10月中旬完成）。
三、中国造纸协会会员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刚、陈刚
联系电话：010-68396542/6839654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乙22号
邮政编码：100833
联系邮箱：sungang@chinappi.org
附件表格请到中国造纸协会网站下载：
http://www.chinappi.org/infs/20210824163306762376.html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Vol.42, No.17

1

关 注

Focus

焦点

中国造纸协会：
关于表彰“2020年度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的决定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为促进造纸

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称号。

行业企业提高竞争力，鼓励造纸行业先进企业做

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发扬成绩，不断提高企业竞

大做强，中国造纸协会依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制

争力，在加快转型升级、引领行业发展方面做出更大

定的中国轻工业行业十强企业评审办法和2020年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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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强企业名单：

价工作。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

根据评价标准经对参评企业2020年度主营

股份有限公司、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控股集

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主

团有限公司、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山鹰国际控股股份

营业务收入增速和产量五项指标进行统一评价，

公司、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宁波亚洲浆纸业有

并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决定授予玖龙纸业

限公司、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纸业投

（控股）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2020年度中国轻

资有限公司

河北柏乡成立造纸协会 助力产业集群式发展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为促进造纸行业技术交流，

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工作调研，指导成立了柏乡县造

提升造纸产业集群式发展，日前，河北省柏乡县造

纸 协 会，把民营企业 家们提出的这一问题落到了实

纸协会正式成立。

处。

据介绍，柏乡造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

柏乡县委书记王鹏表示，造纸协会的成立搭起了

目前全县拥有造纸企业十几家，产品有中高级瓦楞

政府、企业、用户之间的桥梁，为进一步加快全县造纸

原纸、绝缘钢纸、工业滤纸、家居贴面纸、特种纸等

产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独具柏乡特色的高质量赶

数十个品种，年产能100万吨，产值17亿元，是工信

超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部等六部委批准的河北省两个造纸基地之一。

2

据了解，该县立足民营经济发展中解决问题、化解

近年来，受原结构不合理、转型升级迟 缓、供

矛盾、补齐短板的需要，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今

需不平 衡 等因素的影响，该县造 纸企业迫切需要

年召开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7期，梳理收集民营企业家

集群式发 展。今年6月柏乡县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

问题建议17条，解决问题13条，正在积极协调解决的

上 提出成立 造 纸 协 会意见 建 议 后，该县 县 委、县

问题建议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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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工”被正式列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发计划
本刊讯（钟华 消息)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了《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制定工作计划(2020-2022年)》的补充通知，玖
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承担开发的“造纸工”被列
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发计划。

定。
玖龙纸业作为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成熟的
工艺流程、规范的操作规程、梯队化的技术人员。
去年下半年，玖 龙纸业牵头完成了“造纸工”江
苏省行业评价规范开发，明确了该工种各等级从业者

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由人社 部开发 并 颁布，是

的技能和理论知识水平，为此类技能人才评价提供依

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活动内容，对从业

据。今年7月，
“造纸工”被正式列入国家职业技能标

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提出的综合 性 水平规

准开发计划。

湖北对沿江造纸企业开展了淘汰落后能耗限额现场监察
据《湖北日报》报 道 7月份，湖北省节能监

有限公司、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武汉港集装箱有限

察中心集中对27家沿江化工、造 纸企业及重点

公司、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

港口码头开展了淘汰落后能耗限额现 场监察。

任公司、荆州盐卡集装箱有限公司、华强化工集团股份

8月19日，该部门在省发改委网站上公示监察结

有限公司。

果。

使 用淘 汰 落后 机 电设备，下达《限 期 整 改 通 知

此次现场监察是按照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中

书》的有：湖北祥临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宝塔沛博循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长江保护与湖

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城东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泊开发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要求，持续推

司、湖北金庄科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金凤凰纸业(孝

进湖北长江带有关重点行业能耗限额标准落实。

感)有限公司、湖北广发纸业有限公司、湖北华海纤维

监察内容包括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以及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惠强纸业有限公司、湖北骏马

行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情况，执行能源

纸业有限公司、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湖北祥兴纸

统计、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和报告制度情况，能耗

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雅都恒兴纸业有限公司、湖北真

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情况等。

诚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察合格的企业有：武汉金凤凰纸业有限公
司、湖北荣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黄冈晨鸣浆纸

湖北潜江金华润化肥有限公司、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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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将在造纸等行业试行碳排放环评
本刊讯（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消息) 海南省生

放情况进行预测，提出减排措施及建议，要求建设单

态环境厅近日印发《关于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

位开展碳排放监测，给出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在部分重点领域、重

改扩建项目还应对现有项目进行碳排放现状调查与评

点产业园区、重点行业、重点项目中，试行开展碳

价。

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及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京

《通知》明确，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

都议定书》中规定的6种温室气体。本次试点主要开展

价实施范围包括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需编制

二氧化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有条件的还可开展甲烷、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和电力、建

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其他

材、石化、化工、造纸、医药、油气开采等重点行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业。

按照要求，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针对产业园区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碳排放环境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应在

影响评价，《通知》要求，应对现有规划实施情

2021年底前完成现状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将碳

况进行碳排放调查和评价，识别并确定碳排放环

评文件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审查，其他产业园区应尽

境影响评价指标，对规划实施后的碳排放情况开

快开展上述工作。

展预测，提出碳减排优化调整建议及管控对策和

针对新建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海南要求

措施，要求规划开展碳排放跟踪评价，给出碳排

在开展环评工作时同步开展碳评工作，并将碳评文件报

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查。鼓励现有“两高”项目积极开

在建设项目方面，《通 知》要求，应识别项
目碳排放源项并进行分析，针对项目实施后碳排

展现状碳评工作，摸清碳排放现状，主动提出碳排放总
量控制及减排要求。

进驻5省2央企 新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全面启动
据人民网报道 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二轮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生态环境

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

保护要求贯彻落实情况;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部署，严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

格控制“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以及

分别对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5个省，中

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

对地方，还要重点关注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为期约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

生态环境风险及处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

作。

况;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表示，在督查中将重点

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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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纸业聘任陈刚为新一任轮值总经理
本刊讯（晨鸣纸业 消息) 晨鸣纸业发布公告，

会审核，陈刚先生符合担任公司轮值总经理的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轮值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提

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和相

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其轮值时间原则上为一

关决策、监督、协调能力，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现拟聘

年。

任陈刚先生为新一任轮值总经理，轮值时间自2021年8
鉴于公司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李峰先生轮值时间

已到期，经董事长陈洪国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

月8日起至轮值期结束，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备
案手续。

荣晟环保总经理辞职 冯荣华重新接管
本刊讯（荣晟环保 消息) 近日，浙江荣晟环保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

发布公告，荣晟环保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总经理李国

《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7月2日召

友提交的辞职报告，李国友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司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核，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

关规定，李国友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由董事长冯荣华兼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起生效。辞职后，李国友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中顺洁柔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周启超辞职 张海军接任
本刊讯（中顺洁柔 消息) 8月23日，中顺洁柔前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

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启超已于2021年7月29日向

工作的开展，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周启超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定，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的职务，辞职后，周启超不

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议通过，同意聘任张海军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

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长刘鹏代行董事会秘书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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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价回落
7月份，纸浆市场价格保持回落。中国造纸协会纸
浆价格定基总指数由2020年10月起连续6个月的上涨
之后，价格定基总指数由2021年4月开始回落，已连
续回落4个月，本月继续回落到121.14，指数比上月下

50.1%

降0.63。本月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总指数环比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99.48，指数比上月升高4.65，价格环比指数在连续

合会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制

6个月下降后出现反弹。7月份，纸浆市场出货量继续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 M I)为50.1%，继续位于临界点

下降，中国造纸协会纸浆物量定基总指数由上月的

以上，低于上月0.3个百分点，制造业扩张力度有所减

48.76下降到48.36，指数下降0.4。中国造纸协会纸浆

弱,景气面收窄。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P M I

物量总指数环比由上月的97.98回升至99.81，指数升

位于景气区间，较上月减少3个。

高1.83。市场总体继续上月的成交量价回落的局面。
具体来看，漂针木浆方面：7月份漂针木浆价格指
数环由上月的94.05升高到100.38，指数比上月升高
6.33；物量指数环比继续回升，由上月的91.94回升至
105.88，指数比上月升高13.94。本月漂针木浆现货市
场交易量价齐升，其中，平均价格接近6170元/吨。
漂阔木浆方面：7月份漂阔木浆价格指数环比回升
至98.35，指数比上月升高2.42；物量指数环比则下降

4.2％
《2021-2026年标签印刷市场趋势报告》指出，鉴
于对制成品需求不断增长及全球可支配收入激增等
因素，标签印刷市场将持续增长。2021至2026年，标
签印刷市场预计每年增长4.2%。

至97.26，指数比上月降低8.45。本月漂阔木浆现货市
场交易量增价减，其中，平均价格回落至4740元/吨以
下。
本色浆方面：7月份本色浆价格 指数环比略降至

13.6亿元

97.41，指数比上月降低0.46；物量指数环比则大幅降

今年前7个月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进

至69.99，指数比上月下降36.81。本月本色浆现货市

口纸浆29.9万吨，同比增加11.6%；价值13.6亿元，同

场交易量增价减，其中，平均价格回落至5500元/吨以

比增长43.8%。而这与今年上半年国内纸浆需求出现

下。

较大增长、带动进口量增加有关。

预计短期内，纸浆现货市场交易会难有大的反转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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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查获三批走私废纸案，截获废纸
115吨

7月31日，
“奋进新百年•开启新征程”第八届中

近日，天津新 港 海关在对进口货物现 场查验

国行业影响力品牌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生活

中，先后查获3批废纸类固体废物，涉及再生纸浆、

用纸行业的标杆示范品牌，金光集团A P P（中国）旗

牛皮纸、硅油纸等物品，共计115吨。经鉴定，这些

下的金红叶纸业“清风”品牌荣获了生活用纸行业

废纸均为我国明令禁止进境的固体废物。

创新品牌奖。

梅山海关查获16吨进口废瓦楞纸
太阳控股再次荣登山东民营企业100强
榜单
8月27日，2021年山东民营企业100强发布

近日，梅山海关在进境空箱中截获16410千克
废瓦楞纸，经宁波海关技术中心鉴定，属于我国目
前禁止进口的“洋垃圾”。目前，梅山海关正依法对
相关货物实施后续处置。

会在济南召开。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蝉
联山东民营企业100强，位列第14位。同时，太
阳控股入选山东民营企业创新100强，位列第4
位，彰显了企业在科研创新上的强大实力。

苏州市恒顺纸塑有限公司发生火灾
8月23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的苏州市恒
顺纸塑有限公司突发大火。据周边 居民称，该企业
多生产纸塑等易燃产品，现场火势较大，燃烧时间

华泰牌新闻纸荣登“山东名片”品牌影
响力TOP榜
日前，由山东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大众报业集
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组织的“品牌强省 创领未

较长。

未如期披露年报，河南华丽包装收到
终止挂牌决定

来——第二届‘山东名片’品牌影响力T O P榜”正式

8月13日，河南华丽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发布，共计评选出50个产品品牌，华泰牌新闻纸荣

公告称，公司已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登榜单，也是山东省唯一上榜的纸张产品，正式成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终止河南华丽纸业包装股

为齐鲁大地面向国内外的一张“山东名片”。

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 定》。目前，公司处于破
产重整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开展重整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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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榜单

中国造纸企业二十强巡礼
⊙ 中华纸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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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而至。在过去
的一年里,继续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下降明显，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同时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较大，但随着防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经济恢复较好的积极因素的拉动，造纸
工业的生产和运行也呈现了向好的发展态势，整体运行好于2019年。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国经
济仍然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加上废纸政策的变化，使得我国原本造纸原料就短缺的问题更加凸
显，因此，企业要有风险防范意识，同时要增强产业链安全意识。
作为中国造纸行业发展的排头兵，
“2021中国造纸企业20强”2020年企业总收入同比2019
年有所提高，增幅达6.2%，总营业收入从4796亿元上升到5095.3亿元；总产量为6862万吨，同比
2019年的6226万吨增长明显，提高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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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营业收入占比继续提高，从2019年的62.7%提高到2020年的71.1%；总产量占比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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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持续提高，达到70亿，在全行业整体运营形势复杂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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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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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造纸企业20强”排行榜
Top 20 Papermak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21
2020年 2021年
排名 排名
1

1

3

2

2

3

4

4

6

5

9

6

7

7

5

8

15

9

8

10

11

11

10

12

12

13

13

14

14

15

18

16

19

17

16

18

17

19

20

20

企业名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Nine Dragons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Huatai Group Co., Ltd.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Holdings Group Co., Ltd.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Shan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g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Lee & Man Paper Manufacturing Limited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i Paper Industry Co., Ltd.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Hainan Jinhai Pulp & Pape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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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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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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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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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合计

2020年收 纸和纸板
入/亿元 产量/万t
916

577

781

1615

764.9

314.1

540

767

249.69

510.17

246

295

223.74
215.27
139.82
137.41
110.3
97
96.12
95.8
91.28
88
82.89
77.3
72.77
70

5095.3

所在地
山东寿光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广东东莞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山东广饶
Guangrao,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兖州
Yanzhou, Shandong Provice
上海
Shanghai

北京
Beijing
142
福建晋江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738.5 香港
Hong Kong
302.29 山东桓台
Huantai, Shangdong Provice
125
广东江门
Jiangmen, Guangdong Province
110
海南洋浦
Yangpu, Hainan Province
190
浙江宁波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117
江苏苏州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60.2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Province
189.9 江苏镇江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223
福建漳州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134.03 广西钦州
Qinzhou, Guangxi Province
216
江苏昆山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89.5
江苏常熟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146
山东昌乐
Changle, Shandong Province
6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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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报告》
（中国造纸协
会）、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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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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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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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2020年收入总额达到了5095.3亿，与
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70.9%，同比2019年的数
据,20强企业的收入总额和与规模以上造纸企业主营收入的占比均有所
上升，反映了2020年中国造纸工业在集中度方面持续提升。2020年,20
强企业的纸和纸板总产量 达到了6 8 62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
60.9%,同比2019年的57.8%有所提高。从产量和主营收入两个指标均
可以看出,不管是市场的波动还是能给企业带来挑战性的政策,这些对于
大企业来说都影响不大,这也再次验证了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持续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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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情况：20强阵容持续稳定，个别企业排名上升较快
2021年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榜单入围企业与2020年的入围企业一样，使得2020年

和2021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阵容较为稳定。自中华纸业杂志社从2006年开始推出以收入
排名的“中国造纸企业20强巡礼”活动之后，特别是近10年20强榜单的企业阵容相对稳定，只
在2019年，因山东泉林集团出现了一些生产经营问题而退出，由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上
榜，而形成了近三年较为稳定的20强榜单。
但从2021年的20强企业排名情况看，虽然总体阵容稳定，但个别企业排名上升较快。从
榜单位次来看，晨鸣、玖龙、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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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21年的“前
四强”榜单虽然在企业阵容上稳定，但排名却打破了维持10余年的局面，玖龙纸业凭借主营业
表1
董事长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基本信息
总经理

成立时间 员工人数（约）

主要产品

陈洪国

1958

12760

文化纸、白卡纸、铜版纸等

张茵

1995

19000

环保包装纸、环保文化用纸、特种纸、纸 浆、纸
板及纸箱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李建华(董事局主席)

1976

15000

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特种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洪信（太阳股份） 李洪信（太阳股份） 1982

李晓亮（董事长)

15000

高档工业包装用纸、高级美术铜版纸、高级文化
办公用纸、特种纤维溶解浆、生活用纸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吴明武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吴明武(总裁)

箱板纸、瓦楞原纸、特种纸、纸板及纸制品包装

黄欣

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

施文博(董事局主席) 许清流(行政总裁) 1985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家庭生活用纸、妇幼卫生用品

李文俊(集团主席)

牛皮 箱板 纸、瓦楞芯纸、涂布白纸 板、竹浆、生
活用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龚神佑

林新阳

李朝旺(董事会主席)

1994

4629

1985

白纸板、文化纸、箱纸板、石膏护面纸
卫生卷纸、纸巾、面巾纸、个人护理产品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黄志源

杨长建

1999

2277

硫酸盐漂白桉木浆、文化纸、生活用纸

宁波中华纸 业有限公司（含宁波

黄志源

徐友君

1992

1470

高档白卡、铜版卡、白纸板、烟卡、吸塑卡、艺术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卡纸、食品卡等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志源

戴振吉

1996

12000

生活用纸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陈小荣

陈小荣

2005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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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黄志源

黄昭雄

1997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陈加育

陈加育

2010

2600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黄志源

黄俊彦

2003

1570

1998

1766

印刷用纸、办公用纸、特种纸和标签材料

2000

4000

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管原纸、瓦楞纸

文化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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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郑瑛彬

化学机械浆、高档白卡纸
工业用纸、瓦楞芯纸、瓦楞纸板及纸箱

Petteri Kalela
(法人代表)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东兴

王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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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入同比上年增长17.8%的好成绩，成功跻身2021年“前四强”榜单的第2位。作为一直稳居
榜首的晨鸣纸业，2021年继续以主营收入916亿元摘下2021年榜首，而这个成绩也离着晨鸣纸
业的千亿企业目标更近了一步。华泰集团和太阳纸业依然排在2021年“前四强”榜单中，分别
位居第3、第4位。
除了2021年“前四强”榜单的变化外，后面的企业排名中也存在个别企业排名上升快的
现象。说起20强企业中近几年表现稳步突出的企业，不得不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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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的榜单中收获了第6的位次后，2021
年的榜单中继续稳步前进，拿下了第5位的好成绩。2021年20强榜单中表现突出的企业还有中
国纸业和博汇纸业，中国纸业凭借2020年优秀的表现，以主营年收入246亿元获得2021年20
强榜单第6位，成功收复了其2019年的位次；APP集团在近两年成功完成对博汇纸业的收购，

上海：1家
In Shanghai
排名
企业简称
Rank
company name
5
山鹰/Shanying

北京：1家
In Beijing

山东：6家
In Shandong Province

排名
企业简称
Rank
company name
6
中纸/China Paper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晨鸣/Chenming
华泰/Huatai
太阳/Sun
博汇/Bohui
森博/Asia Symbol
阳光/Sunshine

排名
Rank
1
3
4
9
14
20

江苏：4家
In Jiangsu Province
排名
Rank
13
15
18
19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金红叶/Gold Hongye
金东/Gold East
荣成/Long Chen
芬欧汇川(中国)/UPM

浙江：1家
In Zhejiang Province
排名
Rank
12

广西：1家
In Guangxi Region
排名
Rank
17

福建：2家
In Fujian Province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金桂浆纸/Jingui

广东：2家
In Guangdong Province
海南：1家
In Hainan Province
排名
Rank
11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金海浆纸/Jinhai

排名
Rank
2
10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玖龙/Nine Dragons
维达/Vinda

图1 2021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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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宁波中华/APP Ningbo

排名
Rank
7
16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恒安/Hengan
联盛/Liansheng

香港：1家
In Hong Kong
排名
Rank
8

企业简称
company name
理文/Lee & Man

专 题

Special

图表
简析

而博汇纸 业也通过加入的新 鲜活力，以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139.82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
43.6%的大跨步提升跻身2021年20强榜单的前10名，排名第9。另外，2021年的“中国造纸企
业20强”榜单中也有不少企业，在2020年极具挑战性的市场形势下仍然取得了不错的名次，
在2020年榜单位次的基础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与2020年榜单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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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
况，如表1。

2

分布情况：从全国布局到投资海外，原料供应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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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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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前四强”中占据3家；江苏、广东分别各有4家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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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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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20年全国和20强企业主营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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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2020年主营收入占全国收入总额的比重



图4

20强2020年纸和纸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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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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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20年主营收入20强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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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2～2020年主营收入20强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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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20年20强企业总营收和总产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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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8

2002～2020年20强平均主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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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积累了一定实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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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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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效益逐渐优化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规模以上造纸生产企业数量为250 0

家，主营业务收入7186亿元，同比2019年的7650亿元有所下降。而今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
的2020年收入总额达到了近5095.3亿元，同比2019年的4796亿元有所提高，与规模以上造纸
生产企业主营收入总额相比占70.9%，所占比例同比上升8.2个百分点；纸和纸板总产量达到
了6861.69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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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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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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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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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3家；
过20 0 亿的企业有8家，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1家（中国纸 业），同时玖 龙突破了70 0 亿。11家
“百亿+”企业收入 总额 为432 4.13亿元，占2 0强营收 总额的比例为8 4.6%，占全国总营收
的比例约为60.2%；8家“二百亿+”企业收入总额为3936.6亿元，占20强营收总额的比例为
77.05%，占全国总营收的比例约为54.8%。
晨鸣、玖龙、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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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中国）
（其旗下有宁波中华、金红叶、金海、金东、金桂、博汇均为上榜20强企
业），随着2020年A P P对博汇的成功收购，A P P（中国）旗下的“五大”豪门也变成了六大“豪
门”，而这“六大”豪门的2020年营收总量超过631亿，纸和纸板总产量约为1043万t。

4 增长速度：2 0 强规模在“二百亿+”企业的带动下有所上升，个别企业的内在效
益增长仍需加强
2020年全国造纸行业在产量和主营收入等主要生产和经济指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已经恢复并超过了2017年的总量水平。从20强主营业务收入来看，内部分
化依然比较明显，甚至这种分化的势头在加剧，今年20强的前面11强是“二百亿+”企业，而正
是这部分企业带动了今年的20强规模上升明显，也逐渐形成了强者更强的局面。
20强企业整体上在2020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总收入和总产量双双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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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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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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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槛上升到70亿元，榜首提高，平均规模被头部企业拉高
2021年“中国造纸企业20强”的门槛同比上一年有所提高，排名在第20位的世纪阳光纸

业也实现了主营业务7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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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百亿元俱乐部”的数量相比上一年减少了3
家，但“百亿+”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却实现了同比增长，说明头部企业的优势继续凸显，
强者越强的局面也更加明显；位居榜首的晨鸣纸业集团自2019年扭转了2018年收入微降的局
面以来，2020年继续实现强势发展，以同比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862亿元，增长6.2%，达到
916亿元，完成了属于晨鸣纸业2020年完美的答卷。
2 0 21年2 0 强企 业的平均 规模 相比 上一年 有所上升，平均收入为2 5 4.8亿元，比 上年的
239.8亿元 上升了15亿元。而平均规模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头部企业的强势 拉动。结合行业
目前形势，预计明年“中国造 纸 企 业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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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维持在今年的水平，或将略有变
化。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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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榜单

风采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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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晨鸣隆重举行二期项目开工仪式。
★发布2020年度报告，全产业链核心优势突显。
★纸浆期货价格涨超50%，浆纸一体化龙头晨
鸣纸业受益。
★一季度净利润11.79亿元，同比增长481%。
★入选2021年度山东省高端品牌持续培育企业
名单。

远景规划——

董事长 陈洪国
Chen Hongguo, Board chairman

晨鸣集团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中国企业50 0
强，成立于1958年，是以制浆、造纸为主的现代
化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在全国拥有多个生产基
地，是国内唯一一家A、B、H三种股票上市公司，
总资产920多亿元，年浆纸产能1100多万吨，企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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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1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577万吨
亮点：
★2020年2月，黄冈晨鸣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
500万元，专项用于黄冈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晨
鸣集团累计捐款捐物1300余万元抗击疫情。
★2020年4月，荣获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
★2020年6月，
版，专项用纸首选晨鸣纸。
★2020年7月，连续11年荣登《财富》中国500强。
★2020年9月，晨鸣控股荣登中国500强榜单，
排名第246位，位居行业榜首。

近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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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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s Advanced Certification Enterprise
Certificate.
★In July 2020, Chenming Group has been ranked
among the Fortune 500 in China for 11 consecutive
years.
★In September 2020, Chenming Holdings was
listed on the top 500 Chinese enterprises, ranking
first in the paper industry.

Recent news:

★Huanggang Chenming solemnly held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Chenming Group released 2020 annual report,
demonstrating the core advantages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henming benefited from the price increase of
pulp futures, which rose more than 50%.
★Chenming’s net profi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was 1.179 billion yuan,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481%.

Future plan: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1.6 billion
Paper & paperboard output: 5.77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As of February 2020, Chenming Group has
dona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13 million yuan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In April 2020, Chenming Group won the

Chenming Group will accurately grasp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changes, an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Chenming spirit of “learning,
surpassing, leading”. Chenming ad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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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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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湖北荆州基地正式开工建设。

近期动态——
★2021年1月，与湖北咸宁正式签约，计划建设
一个新的浆纸基地。
★2021年6月，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中捐
款4200万元，为社会奉献爱心。仅在此项活动
中，玖龙纸业累计捐款已经超过2.7亿元。

远景规划——
制造业是G D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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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玖龙纸业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广东省东
莞市，2006年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目前为
全球产能排名第二的造纸集团和中国造纸的
龙头企业。2020年集团总产能180 0余万吨，
总资产约84 0 亿元，年产值70 0多亿元，员工
1.9万余人，名列20 20 年“中国民营企业5 0 0
强”第111位。

Sales: CNY 78.1 billion
Paper & board output: 16.15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paper companies
and top 100 light industry companies in China.
★Ranked 111th in the “Top 500 Chinese Private
Enter prises” in 2020; 58th in the “Top 500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Manufacturing”.
★Nine Dragons donated 31 million yuan in cash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raised about 2.4
million yuan of medical supplies overseas to be
shipped back to China.
★In October 2020, the const r uction of the
Hubei Jingzhou base officially started.

Recent news:

★In January 2021, Nine Dragons announced
its plan to build a new pulp and paper base in
Xianning, Hubei province.
★I n Ju ne 2021, Ni ne D ragons donated 42
million y uan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Poverty Alleviation Day”. In this event alone,
Ni ne D r agon s’s c u mu lat ive don at ion h a s
exceeded 270 million yuan.

Future plan:

Manufacturing is the cornerstone of GDP. In the
future, Nine Dragons will aim to achieve the “six
modernizations” and build enterprise industry
4.0, and continue to move towards the corporate
goa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o as to consolidate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paper industry and lay
a century-ol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any.

2020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81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615万吨
亮点：
★入选中国造纸十强企业、轻工业百强企业。
★名列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11位；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58位。
★获评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被授予广东省
扶贫济困日活动十周年“突出贡献爱心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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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国工商联授予“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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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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主要产品：新闻纸、文化纸、铜版纸、特种纸
Major products：newsprint, prin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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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被评为全
国就业先进企业、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改革开放30年
山东省功勋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下想，劲往下使”的“一线工作法”，实施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思维创新的
“多点创新”，通过保原料、稳市场、调结构等多
措并举，实现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Performance in 2020:

2020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64.9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314.1万吨
利税：71亿元
利润：34.14亿元
亮点：
★2020年1月10日，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出席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代表公司领取了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两项大奖。至此，华
泰累计拥有六项国家科技进步奖，成为造纸行
业获此奖项最多的企业。

董事局主席 李建华
Li Jianhu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院在华泰启用。依托此学院，发挥凝聚共识、统
一思想的阵地作用，为企业发展当好后盾！

★贯彻总书记对“铸魂育人”的要求，积极响应
“共同行动计划”，2020年10月20日，成功研发
生产推出“华泰铸魂”品牌纸张，引领全国造纸
市场掀起产品创新革命。

★2020年2月1日，新冠疫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代表公司为抗击疫情捐
款500万元。此后，公司连续多次捐款捐物驰援

是》专用纸项目，分别为封面华泰紫兴S P C O品

疫情防控一线，累计捐赠700多万元。

牌铜版纸和内文华泰铸魂品牌涂布纯质纸。

★2020年3月25日，注册资本10亿元的华泰集团

★2021年5月12日，华泰集团与安德里茨签约30
万吨化机浆升级改造项目。
★2021年5月，华泰牌新闻纸荣登“山东名片”品
牌影响力TOP榜，是造纸行业唯一上榜品牌。

财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推动集团向生产经营、
资本运营的“双轮驱动”模式转型升级。

★2020年6月29日，山东省首家企业非公党建学

近期动态——
★ 2021年1月，华泰股份独家中标2021年《求

★2021年6月23日，华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
主席李建华被评为“感动东营”党员先模人物。

★2021年7月18日，华泰股份董事长李晓亮当选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展望和规划——
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新的挑战和机遇纷至
沓来，华泰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再掀“创新创业热潮”，充
分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坚持守正创新，发
扬“三牛精神”，推行“眼往下看，脚往下走，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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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6.49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3.14 million tons
Profit and tax: CNY 7.1 billion
Profit: CNY 3.41 billion
Highlights:
★In January 2020, Chairman Li Xiaoliang
attende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onference. Huatai received the first
prize and the second priz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So
far, Huatai has accumulated six such awards.
★In February 2020, Huatai donated 5 million
yuan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promised
to go all out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important
materials such as newsprint and disinfectant.
The company has donated money and materials
for many times, and donated more than 7
million yuan in total.
★In March 2020, Huatai’s finance company,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1 billion yuan,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Recent news:

★In May 2021, Huatai Group and ANDRITZ
signed a 300,000-ton CMP rebuilding project.
★In May 2021, Huatai brand newsprint was selected
as Shandong’s famous brand TOP list, which is the
only brand on the list in the paper industry.

Future plan:

Stand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uatai will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ry out civilized practices
in the new era. And it will implement “multipoint innovation”, including product innovation,
t e ch n olog ic a l i n n ov a t io n . m a n a ge m e nt
innovation, etc. By ensuring raw materials supply,
stabilizing the market, and adjust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Huatai tries to achieve healthy,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风采
速览

Special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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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 products: printing & writing paper, high-grade packaging paper, coated art paper, industrial packaging paper,
special-fiber dissolving pulp, tissue

太阳控股创立于19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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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强，中国企业5 0 0 强，旗下
太阳纸业20 0 6年在深交所成功上市。集团年
浆纸产能10 0 0万吨，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在全
国同行业连续多年保持领先。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540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767万吨
亮点：
★1月，太阳纸业参与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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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月，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积极抗疫，捐款10 0 0万元和价值20万
元生活用纸、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殊荣。
★ 太阳纸业董事长李洪信当选山东省造纸行
业协会新一届轮值会长。
“高纯度生物质纤维素清洁制备关键
★12月，
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中国工业大奖表彰
奖”，是获奖企业中唯一一家造纸企业。
★ 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有6台纸机相继
提前一次性开机成功，彰显了太阳速度。

近期动态— —
★ 董事长李洪信成为四度荣获F a s t m a r k e t s
RISI亚洲年度CEO第一人。
★广西林浆纸一体化项目顺利推进。
★ PM41成功生产彩色卫生纸、餐巾纸。
★ 太阳纸业与爱之家医院“合作医疗单位”揭
牌。
★ 2021中国造纸工业互联与数字化转型发展
高峰论坛在太阳纸业成功举行。

远景规划— —
随着新项目的成功投产和顺利建设，山东、广

西、老挝“三大基地”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
产品覆盖面将更广，市场影响力将更大，竞争
力也更强，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54.0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7.67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I n Ja nu a r y, t he “ Key Te ch nolog ie s a nd
Industrializa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of Pulp
and Papermaking and Whole Process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participated by Sun Paper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February, Sun Paper donated 10 million
yuan and 200,000 yuan worth of household
paper, disinfection supplies and other epidemic
prevent ion mater ials for t he f ig ht agai nst
COVID-19.
★I n December, t he “Key Tech nolog y a nd
I ndu st r ial i zat ion of Clea n P re pa r at ion of
High-purity Biomass Cellulose” project won
the “China Industry Awards Commendation
Award”. Sun Paper is the only papermaking
enterprise among the award-winning companies.
★F r o m t h e s e c o n d h a l f o f 2 0 2 0 t o t h e
beginning of 2021, 6 paper machin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tarted up in advance.

董事长（太阳股份） 李洪信
Li Hongxin, Board chairman

Future plan:

With the successful commissioning and smooth
const r uction of new projects, the st rategic
layout of the “three major bases” in Shandong,
G u a ng x i, a nd L a o s h a s t a ke n sh ap e. Su n
Paper’s product coverage will be wider, market
influence will be greater, and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stronger,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any’s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cent news:

★Chairman Li Hongxin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be awarded the Fastmarkets RISI Asia CEO
of the Year for four times.
★The Guangxi Forest-Pulp-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is progressing smoothly.
★SPM41 successfully produced colorful toilet
paper and napkins.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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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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及纸制品包装
Major products: containerboard, corrugated medium, specialty paper, paperboard
and pape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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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自建及并购不断完善国内区域布
局,目前在安徽马鞍山、浙江嘉兴、福建漳州、
湖北荆州、广东肇庆建有五大 造纸基 地，现
有落地产能约6 0 0万吨，位列行业前三；公司
包 装 板 块 企业布局 于沿 江 沿 海 经 济发 达 地
区，年产量超过14亿平方米，位居中国第二。

Performance in 2020: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249.69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510.17万吨
亮点：
★ 荣获胡润《2 0 2 0 抗“疫”民营 企业最佳 雇
主》。
★ 在山鹰国际并购北欧纸业三周年之际，北
欧纸业成功上市，打造跨境并购典范。
★宣布将在长春吉林建设10 0万吨制浆及10 0
万吨工业包装纸项目。
★ 喜获I D C中国数字化转型优秀奖及信息数
据领军者荣誉，这是对近年来山鹰数字化深
耕的肯定和认可。
★ 2020 年11月26日，山鹰国际与西安隆基签

董事长 吴明武
Wu Mingwu, Board chairman

订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议，围 绕 绿 色 能 源 供 应
和绿色包装供 应链服务，双方将展开全面合
作。

近期动态— —
★ 2021年8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 荣 获“第 二十二 届中国 专 利 银 奖 ”、“第
二十二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 山鹰国际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卓越管理公
司”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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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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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4.97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5.10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Shanying International was awarded Hurun
“China’s Best Employers during Covid-19”.
★T he Nord ic Pa p e r u nd e r Sh a ny i ng wa s
successfully listed, and Shanying has created a
model of cross-border M&A.
★Shanyi ng an nou nced that it will build a
1 million tons of pulping and 1 million tons
of i ndu st r ial pa ck ag i ng pape r proje ct s i n
Changchun, Jilin.
★Shanying Inter national has won the IDC
Chin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cellence Award
and the honor of being a leader in information
data.

Recent news:

★Shanying won the “22nd China Patent Silver
Award” and “The 22nd China Patent Excellence
Award”.
★Shanying has won the “China Outstanding
M a n a g e m e n t C o m p a ny ” aw a r d fo r t h r e e
consecutive years.

Recent plan:

Shanying will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verage and penetration of cloud printing
digital marketing, operations, production,
logistics, finance and other products.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ustomer
ba se, Sha ny i ng w i l l conce nt r at e more on
single factor y eff iciency and multifactor y
collaboration.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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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文明、德
★2020年是“企业文化建设年”，
载业、竞天择、新致远”新企业文化理念得到
全系统职工的广泛认同和积极践行。

近期动态— —
★冠豪高新6月17日公告称，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佛山华新包装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获审批通过。
“伙伴在心聚共赢”— —岳
★2021年5月8日，
阳林纸与经销商的“老铁”相约在岳阳举行。
★红塔仁恒与国家能源集团签约达成相关意
向，携手 打造绿色发 展生态圈，共同探索全
生物降解PGA在包装中的应用。
董事长 黄欣
Huang Xin, Board chairman

中国 纸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是中国 诚 通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林、浆、纸
“一体化”生产、开发和利用为主业的大型中
央企业。

远景规划— —
运用海内外资本运作平台，寻求低 成 本快 速
扩张，集中发 展高端 纸品、增加林浆资源储
备，凭借 低 成 本、高品质及良 好的客户满 意
度巩固和增强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加快建
设 资 源 节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 生 态 企 业 的 进
程，致力于发展成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国际
化纸业集团。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46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95万吨
利税：9亿元   
利润：4亿元
亮点：
★国家工信部公布第五批绿色制造企业（绿
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名单，中国纸业旗下
高端包装用纸制造企业红塔仁恒荣列榜单。
★2020年9月25日，从第三届中央企业Q C成果
发表赛上传来佳音：由中国纸业推荐，中国诚
通唯一入选项目——红塔仁恒污泥资源化Q C
小组成果《提升污泥干度和热值，实现资源再
生》在众多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
★2020 年9月3日，中国纸业与人民画报社开
展党建共建共创交流，共忆峥嵘岁月，传承红
色基因，共话互动发展。

China Paper Corporation, the wholly-owned
subsidy of China Chengtong Holdings Group
Ltd., is a large-scal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ry, pulp and paper.

Performance in 2020:

★In September 2020, Hongta Renheng sludge
resource utilization QC team’s achievement
“Improving the dryness and calorific value of
sludge, and achieving resource regeneration”
recommended by China Paper stood out and
won the third prize.

Recent news:

★Guanhao High-tech announced in June that
the company’s share swap and merger of Foshan
Huaxin Packaging Co., Ltd. and the raising of
supporting funds have been approved.
★In May, the cooperation activity between
Yueyang Forest Paper and its distributors was
held in Yueyang, Hunan province.
★Hongta Renheng and the National Energy
Group signed a relevant agreement to jointly
create a green development ecosystem and
joint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fully biodegradable PGA in packaging.

Future plan:

China Paper will use domestic and overseas capital
operation platforms to seek low-cost rapid expansion,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paper products,
and increase forest pulp resource reserves. The
company will rely on low cost, high quality and good
customer satisfaction to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mpany,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ecological enterprise, and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paper group with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market.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4.6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production: 2.95 million tons
Profit tax: CNY 900 million
Profits: CNY 400 million
Highlights: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ounced the list of the fifth batch of gree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ongta Renheng, a
high-end packaging paper manufacturer under
China Paper, was ranked on the list.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Vol.42, 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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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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Award”.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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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news:

★A s o f J u n e 3 0 , H e n g a n G r o u p’s 2 0 21
operating income reached 9.974 billion yuan,
gross profit 3.931 billion yuan, and operating
profit 2.541 billion yuan.
★In the f irst half of 2021, Hengan actively
d evelo p e d it s e - c om me r c e bu si ne s s , a nd
achieved good prog ress in other new sales
channels, and the proportion of sales gradually
increased.
★He ng a n h a s d o n a t e d m a t e r i a l s s u ch a s
disinfectant wipes, disinfectant hand sanitizer,
adult diapers and nearly 20 million yuan in cash
to support COVID-19 prevention.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23.74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42万吨
利润：39亿元
亮点：
★ 恒安集团和中轻国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标志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升级，在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以及智能制造和智能工厂升级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
★ 恒安集团连续两年入 选“中国卓越管理公
司”榜单。
★ 恒 安国际荣 获 2 0 2 0“年度 最 具 投 资 价 值
奖”。

行政总裁 许清流
Xu Qingliu,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升集团在新销售渠道的覆盖。凭借在国内个
人及家庭卫生用品行业的多年经验及领先地
位，恒安将继续秉承“追求健康，你我一起成
长”的使命，致力为人民提供优质可靠的个人
及家庭卫生用品。

近期动态— —
★ 截止6月3 0日，恒安集团营业收入 达99.74
亿元，毛利39.31亿元，经营利润25.41亿元。
★ 2021年上半年，集团积极发展电商业务，其
他新销售渠道发展(O2O平台，社区团购等)也
取得良好进展，销售占比逐步提高。
★ 许连捷正式辞任恒安国际行政总裁，仍担
任董事局副主席；许清流出任 恒安国际行政
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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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0万元，支援防疫一
线。

未来展望— —
展望未来，集团将继续以高端化策略为发展
核心，加大资源投入，努力提升高端产品的占
比。同时将 在新零售市场加大投 入，致力提

22

第42卷第17期 2021年9月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22.37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42 million tons
Profits: CNY 3.9 billion
Highlights:
★Hengan Group and China Light International
sig ned a st rategic cooperation ag reement,
marking the further upgrading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an important step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s well as smar t manufact u r ing and smar t
factories.
★Hengan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China
Excellent Management Companies”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Hengan won the 2020 “Annual Most Valuable

Future Pla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egnan will continue to take the high-end
strategy as the core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ncrease resource input, and strive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igh-end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will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new retail market and strive to increase the
Group’s coverage in new sales channels. With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domestic personal and household hygiene
products industr y, Hengan will continue to
st r ive to provide high-qualit y and reliable
personal and household hygiene products for all
the customers.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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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ed waste paper, increase the alloca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ensure production cost
advantag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tissue paper
bu si ne s s i s s t a ble a nd h a s b e c ome a new
growth driver for the group, with a total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900,000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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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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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8.5万吨（其中6 53万吨箱板纸，18万吨
木浆及89.5万吨卫生纸）的跨国企业。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258.68亿港元
纸和纸板产量：738.5万吨
利润：33亿港元
亮点：
★ 全 年 实 现 收 入2 5 8.6 8 亿 港 元，同比下 降
4.7%；毛利57.48亿港元，同比增长12.9%；
公司拥有人应占纯利35.24亿港元，同比增长
8.9%。
★ 2020年总销售量为622万吨，产品平均每吨
净利润为587港元。
★ 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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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国内2021年起全面禁止进口废纸，
集团积极在东南亚地区拓展再生纸浆业务以
替代进口废纸，增加原材料配置，确保生产成
本优势。
★卫生纸业务总体发展平稳，成为集团新的
增长动力，总年产能达90万吨。

近期动态— —
★ 2 0 2 1年上半 年，集 团 销 售 收 入 同比 上 升
37.1%，盈利同比上升42.8%。
★ 2021年4月，马来西亚理文的第二台造纸机
已投入生产，年产能35万吨。
★ 2021年上半年积极拓展东南亚地区业务及
优化产能，以实现纸张和纸浆业务多元化。
★作为其响应“一带一路“战略和瞄准东南亚
市场以拓展国际产业布局业务策略的一部分，
公司计划开发柬埔寨的制浆造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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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news:

集团主席 李文俊
Lee Man Chun, Boar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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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he Group’s sales
revenue increased by 37.1% year-on-year, and
profitability increased by 42.8% year-on-year.
★I n A p r i l 2 0 21, t h e c o m p a n y ’s s e c o n d
paper machine in Malaysia has been put into
production,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350,000 t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it will actively expand
its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thereby diversifying
its paper and pulp business.
★The company plans to develop a pulp and
paper business in Cambodia.

Future plan: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HK$ 25.87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7.39 million tons
Profit: HK$ 3.3 billion
Highlights:
★The company’s annual revenue was 25.868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a year-on-year decrease
of 4.7%; gross profit was 5.748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12.9%.
★The total sales volume in 2020 is 6.22 million
tons, and the average net prof it per ton of
products is 587 Hong Kong dollars.
★The group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kraft boxboard, corrugated
core paper, coated whiteboard, and toilet paper
products, deepen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catering to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and
different customer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plete domestic
ban on the import of waste paper from 2021,
the Group will actively expand its recycled
pulp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to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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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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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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纸、箱纸板、石膏护面纸
Major products：ivory board, culture paper, box board, gypsum protective paper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 9 4年4
月；2020年，公司共生产机制纸302.29万吨，
销售机制纸311.73万吨。公司专注于浆纸一
体化的研发、生产、销售，在积极贯彻国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崇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
同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新产品市场，
提高市场占有率。

Performance in 2020:

Operation revenue: CNY 13.9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3.02 million tons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139.8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302.29万吨
亮点：
★ 2 0 2 0 年9月，金 光 纸业完成 对 博汇集团的
并购项目，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同年10月完
成新一任董事监事换届，控股股东为博汇赋
能。

总经理 林新阳
Lin Xinyang, GM

Recent news:
近期规划— —

近期动态— —
★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04亿
元，同比增加39.5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15.14亿元，同比增加466.63%。
★ 2021年6月15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沪
港通业务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 定，博汇纸业
（600966.SH）正式成为沪股通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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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I n Se ptember 2020, A PP completed t he
acquisition of Bohui Group and obtained actual
control of the company;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Shandong Bohui Paper completed the reelection of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金光并购博汇集团后，充分发挥技术和管理
方面的专业化优势，整合优质资源，融合创新
发展。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响应国家产业政策，
本着坚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自动化精益管
理、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企业愿景，充分利用江
苏省盐城市大丰港区设施条件和区位优势，
提升规模效益、优化产品结构，公司控股子公
司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三期年
产10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及其配套项目。
规划进行 信息化、智能化、网络 化改 造 升级
及研发中心的建设，推动数字化系统上线，实
现传统造纸产业绿色低碳节能降耗改革与创
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深化管理变革、依靠四轮驱动提升公
司经营管理和绩效；以人为本，完善公司组织
架构、人才引进与培育、薪酬福利体系；建立
健全安全环保生产责任制和组织体系，安全、
消防、环保始终是企业运营的红线；以销售为
龙头，聚焦营销，提升客户服务；基础设施修
缮和改造，创建绿色花园式工厂。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he company realized
operating income of 8,003,513,400 yuan, an
increase of 39.59% year on year, and net profit
was 1514,134,400 yuan, an increase of 466.63%
year on year.
★O n Ju n e 15, B ohu i Pa p e r (6 0 0 96 6. SH )
of f i c i a l l y b e c a m e t h e e l i g i bl e s t o c k fo r
Northbound Trading under Shanghai Connect.

Recent Plans:

After the acquisition of Bohui Group, APP
w ill i nteg r ate h ig h- qu alit y resou rces a nd
suppor t i ng chem ical pulp. Bohui pla ns to
inve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networking,
to realize the low-carbon and energy-sav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per
i ndust r y, and to promote the h ig h- qualit y
development.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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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cont r ibut ion of t he h ig h- end t issue
product portfolio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personal care business is growing well, and
the e-commerce channel occupies an absolute
market leadership position.
★Chairman Li Chaowang was awarded Fastmarkets RISI Asia CEO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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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m 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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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news: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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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亿港元
亮点：
★各地区即使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仍然取得
强 劲 表 现，总收 益（按固 定 汇率 换 算）上 升
3.7%至165.12亿港元。
★高端纸巾产品组合的贡献不断提高，个人护
理 业务增长势头良 好，电商渠道占有绝 对的
市场领导地位。
★ 维达国际荣获2020年香港投资者关系协会
第六届投资者关系大奖”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及”最佳年报“两项殊荣。
★ 维达国际主席李朝旺荣获Fastmarkets RISI
亚洲年度CEO。

近期动态— —
★ 2021年上半年总收入上升19.0 %至9 0.85
亿港元;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巩固在中国内地
纸巾市场的领导地位。
★ 受惠高端产品销售高速增长，中国内地收
益增长45.9%。
★ 获中国建设银行（亚洲）3亿港元可持续发
展表现挂钩贷款。

未来展望— —
展望未来，集团将继续聚焦高端化产品策略、
推动创新及扩大市场份额，迎难而上。疫情促
使大众的卫生意识提高，刺激卫生用品需求；
同时，消费者对产品需求有所提升，预期追求
高端产品组合的趋势将会上升。此外，中国内
地老龄市场的商机潜力无限，银发经济带动

董事会主席 李朝旺
Li Chaowang, Board chairman
成人失禁护理业务扩张。而近年中国内地女
性购买力不断提升，有助集团于中国内地推出
高端女性护理 产品。加上疫情改变了消费者
的消费模式和习惯，电商渠道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集团更能发挥在电商平台的优势推动
其业务发展。
2021年标志着新十年的开端，维达将继续创
新求变，把握未来机遇，朝向新五年计划及成
为亚洲领先卫生用品公司的目标迈进。

Fou 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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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otal revenue
increased by 19.0% to HK$9.085 billion; market
share continued to expand, consolidating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tissue market.
★Benefited from the rapid growth in sales of
high-end products, revenue in Mainland China
increased by 45.9%.

Future plan:

Vi nd a w ill cont i nue to focus on h ig h- end
product strategies,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 x p a n d m a r ke t s h a r e . T h e e p i d e m i c h a s
prompted an increase in consumer demand
for sanitary products, and we expect the trend
to pursue high-end product por tfolios will
increase. In addition, China’s aging market
has un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hich
will drive the expansion of adult incontinence
care busines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emale
purchasing power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e launch of highend feminine care products. The importance of
e-commerce channel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Group can better leverage its advantages
in e-commerce platforms to promote business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innovate,
seize oppor t u nities, and continue to move
towards the goal of becoming Asia’s leading
sanitary products company.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HKD 16.07 billion
Paper & board capacity: 1.25 million tons
profit: HKD 1.88 million
Highlights:
★All regions achieved strong performance,
with total revenue (conver ted at a constant
exchange rate) rising by 3.7% to HK$16.512
billion.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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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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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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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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是金光集团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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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万吨化学漂白硫酸盐桉木浆生产
线和年产16 0万吨造纸生产线，总投资239亿
元人民币。目前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110.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10万吨
亮点：
★ 海南省 重 点用能 单位 2 019 年度 节能 考 核
（金海浆纸超额完成等级）。
★ 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总排名第
8位）；中国轻工业二百强企业（总排名第3 5
位）。
★2020海南民营企业100强（第2位,2019年度
纳税排名第1位）。
★ 中共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洋浦经济开发
区社会发展局第六届“圆梦大学，爱心助学”
结对公益活动受表彰。
★ 海南省科技扶贫模范企业。

近期动态— —
★ 捐赠50万元人民币用于海南省统战部开展
乡村振兴和定点帮扶工作。
★ 金海浆纸成为洋浦外商投资企业党建工作
的新标杆。

近期规划——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规划开展绿色循环
提升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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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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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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11.03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10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op ten enterprises in China’s light industry
and paper making industry
★2020 Hainan Top 100 Private Enterprise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 ty Advantage
Enterprises

Recent news:

★D on at i ng R M B 50 0,0 0 0 t o help Ha i n a n
Province car r y out r u 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assistance.
★Becoming a new benchmark for party building
in Yangpu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uture plan:

Planning for green recycling upgrading projects.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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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隶属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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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信誉 优良，畅销欧、日、
美等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年产
能已达20 0多万吨，成为宁波市纳税50强，宁
波市综合百 强、制造 业百 强、竞争力百 强 企
业。先后获授“宁波市和谐企业创建先进单
位”“全国造纸行业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先
进单位”“宁波市节能标兵企业”等荣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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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徐友君
Xu Youjun, GM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90万吨
亮点：
★7月2日，宁波亚浆荣膺2019年宁波市制造业

★ 2021年4月，宁波亚浆荣获“2020年浙江省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
★ 2021年5月9-15日，宁波亚浆荣获“宁波市
2021年度节水行动十佳实践案例”。

“纳税50强”称号。

Paper & board capacity: 1.90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the “Top 50 Taxpayers” in Ningb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19.
★In Aug ust, the company was selected as
Ningbo Foreign Trade Strength and Benefit
Enterprise.
★In August, the company ranked 34th in the 2020
Ningbo Comprehensive Top 100 Enterprises List,
21st in the Top 100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67th in the Top 100 Ningbo Competitiveness
Enterprises.
★In October, the company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National Green Factory”.

Recent news:
★In February 2021, the company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exporters in Ningbo in 2020.
★On April 18, 2021, the company Green Paper
Culture Museum officially opened.
★In April 2021, the company was rated as one of
the “Top 100 Zhejiang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2020”.

★ 8月12日，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入选宁波市外
贸实力效益企业。
★ 8 月2 7日，宁 波中 华（含 宁 波 亚 浆 ）荣 登
2020年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榜第34位，制造
业百强第21位，宁波竞争力百强第67位。
★ 9月19-20日，宁波亚浆品管实验室顺利通
过CNAS现场评审。
★ 10月29日，宁波亚浆 荣获“国家级绿 色工
厂”荣誉称号。

近期动态— —
★ 2021年2月3日，宁波亚浆荣登2020年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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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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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市外贸出口十强榜单。
★ 2021年4月18日，宁波亚浆绿色造纸文化馆

Performance in 2020:

正式开馆。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7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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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Gold Hongye Paper Group Co., Ltd.
所在地：江苏苏州 Location：Suzhou, Jiangsu province
主要产品：生活用纸
Major products：tissue products

factories. The company generated 1.17 million
tons of tissue paper in 2020, with an operating
income of RMB 10.4 billion.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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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制造加工厂、23个销
售分公司。旗下有5大品牌：
“清风”、
“铂丽雅”、

Performance in 2020:

“唯洁雅”、
“真真”、
“怡丽”，2020年生产生活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61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17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2020 Industry Influential Brand List: Leading
Brand Award in the Household Paper Industry
★2020 C h i n a Br a nd List•Tis s ue I ndu st r y
Integrity Brand Award
★Consu mer Sat isfact ion a nd Tr ust wor t hy
Brand Enter pr ise in Jiangsu Province
★Top 30 Tax Contributors, Top 30 Headquarters
Economy in 2020

用纸117万吨。

2020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6.12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17万吨
亮点：
★ 2020行业影响力品牌榜生活用纸行业领导
品牌奖。
★2020中国品牌榜生活用纸行业诚信品牌奖。

总经理 戴振吉
Dai Zhenji, GM

★江苏省消费者满意放心品牌企业。
★ 2020年度经济贡献突出奖：税收贡献三十
强、总部经济三十强。
★上海长宁区临空经济园区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疫先锋企业”称号。

近期动态——
“百年巨变 品牌强国”第七届
★2021年3月20日，
中国品牌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金红
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受邀参加，并荣获“2020中
国品牌榜 诚信品牌奖”。
★2021年5月20日，2021金红叶“碳中和”产品
研讨会暨核心经销商峰会在海南成功举办。研
讨会现场，钛和认证集团可持续发展总经理刘
开成展示了A P P（中国）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并现场为金红叶颁发了“产品碳足迹证书”。
★ 2021年5月26日，集团携旗下清风等多个生
活用纸知名品牌亮相第28届生活用纸国际科
技展览会，并在展览会现场与中国造纸院签署
技术服务包合作协议。
★2021年6月26日，如东产业基地一号线正式开
机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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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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ecent news:

★On March 20, 2021, the 7th China Br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was held
in Beijing. Gold Hongye won the “2020 China
Brand List• Integrity Brand Award”.
★On May 20, the 2021 Golden Hongye “Carbon
Neutral” product seminar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Hainan Province. Jin Hongye obtained the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Certificate”.
★In June, Rudong Industrial Base Line 1 was
officially star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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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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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公司无偿向社会捐赠次

行。

氯酸钠消毒液1300多吨（原液，可按1:100兑成13

★2021年6月24日，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万吨实用消毒液），向日照疫情防控一线捐赠6万

地”揭牌仪式在公司举行。

只口罩、向湖北等地区客户捐赠6万余只口罩。

总经理 陈小荣
Chen Xiaorong, GM

★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刘强、于国安、任爱荣、孙

远景规划——

继业先后来公司考察调研，对企业所取得的成

亚太森博立足日照，扎根山东，深耕产业链，计

绩给予充分肯定。

划近期增资48亿元新上年产50万吨高档文化纸

★5月25日，年产2.5万吨莱赛尔纤维生产线及

产品及配套改造项目，并规划生活用纸等延伸

试验线顺利投产。该生产线生产高品质纤维产

产业链的一系列新项目。

品，加强对纺织和无纺布市场的供应。该项目的
顺利投产，标志着亚太森博从“浆纸一体化”向
“浆纸+浆纤一体化”的成功转型升级。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浆

★第十三届“亚太森博杯”日照市少年儿童环保

纸、浆纤垂直一体化企业、山东省投资规模名列

绘画大赛成功举行。自2008年起已连续举办了

前茅的侨资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国最大的商品

13届，参与人数40多万人次，成为全市持续时间

木浆生产供应企业，也是浆纸行业产业升级、技

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由企业发

术进步、绿色发展的标杆企业。企业总投资已超

起的环保公益活动。

过200亿元，具备年产280多万吨浆、纸板、莱赛
尔纤维的能力。

近期动态——
★2021年5月28日，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2020回顾——

会主任刘家义在中国(山东)-东盟中小企业合作

主要经营业绩:

发展大会开幕式致辞中，对山东省最大的侨资

主营业务收入：95.8亿元

企业——亚太森博（山东）的高质量发展给予

纸和纸板产量：60.2万吨

高度评价。

利税：0.7亿元

★2021年6月5日，
《共绘美好家园——“亚太森

利润：0.1亿元

博杯”全市少年儿童环保绘画大赛优秀作品集》

亮点：

发行暨环保社会监督员聘任仪式在公司隆重举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58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0.60 million tons
Profits & tax: CNY 70 million
Profits: CNY 10 million
Highlights:
★The company donated more than 1,300 tons
of disinfectant to the society, 60,000 masks to
Rizhao City, and over 60,000 masks to customers
in Hubei and other regions to support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On May 25, the company’s annual production
of 25,000 tons of lyocell fiber production line and
test line were successfully put into operation,
which strengthens its supply to textile and nonwoven market.

Recent news:

★O n May 28t h , Liu Jiay i, Se c r et a r y of t he
Shandong Provincial Par ty Committee, spoke
highly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sia
Pacific Senbo at the China (Shandong)-ASEAN
SM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Future plan:

Rooted in Rizhao, Shandong, Asia Symbol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paper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It plans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by 4.8
billion yuan and newly install high-end cultural
paper products and supporting projects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500,000 tons. It also plans a
series of new projects that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such as tissue paper.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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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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ng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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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5亿美元，现有员
工3000余名。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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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万吨以上，是世界单厂规
模最大的铜版纸生产企业之一。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91.2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89.9万吨
亮点：
★全国水效领跑者
★全国绿色工厂
总经理 黄昭雄

★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

Huang Zhaoxiong, GM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 绿色原辅材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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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East Paper was incorporated on May 18,
1997,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USD 3.995
billion. It is the single largest coated paper
mill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 2
million tonnes.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9.13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1.90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National water efficiency leader
★National Green Factory
★Top Ten Enterprises in China’s Light Industry
and Paper Industry
★Top 500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upplying environmental raw and auxiliary
materials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Liansheng Paper Industry (Longhai) Co., Ltd.
所在地：福建漳州 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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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oated paper board with grey back. It owns
five brands as: “Liansheng Hongye, Liansheng
Huangye, Liansheng Lanye, Liansheng Lvye
and Liansheng Ziye”.
Fou nded in 2010, Liansheng has become a
large-scale modern papermaking group with
five highly automatic paper production lines, an
annual capacity of 2 million tons, integrating
waste paper collect ion, pulpi ng and stock
preparation, papermaking, sales and logistic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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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先后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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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万吨
的大型现代化造纸集团。
董事长 陈加育

2020回顾— —

Chen Jiayu, Board chairman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88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23万吨
亮点：
★重新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度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近期动态— —
★ 年产60万吨高档箱板纸生产线投产

Liansheng Paper Industrial (Longhai) Co.,
Ltd. has five business segments: papermaking,
logistic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erce
and trade, and import & export business. It
mainly produces 7 series of packaging grades
such as high-grade kraft linerboard, corrugated
pape r, coated duplex boa rd , coat ed l i ne r,
white-faced kraft cardboard, core paper and

Performance in 2020: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2.23 million tons
Highlight: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2020 Provin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antage Enterprise

Recent news:

★The production line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600,000 tons of high-grade cardboard paper was
put into operation.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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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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行清洁生产成效显著，荣获“广西壮族自

“Guangxi Cleaner Production Enterprise”.

治区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Recent news:
近期动态——
★2021年1月29日，钦州市市长谭丕创与金光集
团大纸事业部C E O王乐祥一行座谈，双方就金
桂二、三期项目推进过程中需协调解决的事项
进行深入沟通交流。
★2021年4月6日，二期现代化全自动立体仓库
由厂房建设转向设备安装阶段，标志着二期项
目正在全速推进，为本年实现二期第一台纸机
总经理 黄俊彦
Huang Junyan,GM

建成投产奠定良好基础。
★2021年6月22日，总投资额31亿元的年产180
万吨高档纸板扩建项目（第二台纸机）在钦州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位于广西钦州市钦

市进行了集中签约。

Future plan:

州港金光工业园，是金光集团A P P（中国）投资
建设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企业，在广西拥有自

远景规划——

营林140多万亩。一期工程生产规模为年产75

全力推进二期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项目的第

万吨浆和年产10 0万吨纸；二期工程由三个子

一台纸机建设，力争年底建成投产；推进二期

项目组成，其中年产180万吨高档纸板扩建项

第二台纸机以及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进

目的第一台纸机已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将于

度；积极开展三期项目前期工作。本着做大、做

2021年底建成投产；年产30万吨双氧水项目已

强、做富、做久，打造世界级的林浆纸一体化绿

建成投产；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正在积

色循环产业基地。

极申报中。

2020回顾——

Performance in 2020:

主要经营业绩: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8.29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34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On April 29,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4.62
billion yuan syndicated contract for Jingui’s
annual production of 1.8 million tons of high-end
cardboard expansion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Nanning.
★Jing ui’s white cardboard was selected as
“Green Design Product”, and the company was
rated as “Green Factory” in Guangxi.
★Jingui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nd won the title of

主营业务收入：82.89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134.03万吨
亮点：
★ 2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视察金
桂，鼓励二期项目全面复工。
★ 4月29日，年产18 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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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第一批广西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
★白卡纸入选“绿色设计产品”，跻身绿色制造
“国家队”，同时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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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Apr i l 6, t he Ji ng u i Ph a se I I mode r n
automated three-dimensional warehouse entered
the equipment installation stage, marking the
full-speed advancement of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le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the first paper
machine in the second phase this year.
★O n Ju ne 22 , Ji ng u i sig ned a cent r ali zed
contract for the 1.8 million tons of high-end
cardboard expansion project (the second paper
machine)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3.1 billion
yuan in Qinzhou, Guangxi.

Jingui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paper machine in the second-phase project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1.8 million tons of highend paperboard, and promot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econd paper machine and the expansion
project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750,000 tons of
chemical pulp, an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thirdphase project preliminary work.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devote itself to building a worldclass integrated forest, pulp and paper green
recycling industry base.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江苏荣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ong Chen Greentech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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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hu (Zhejiang) and Songzi (Hubei), and case
board mills are established in Suzhou (Jiangsu),
Ku n sh a n (Jia ng s u), Sh a ng h a i , H a ng z hou
(Zhejiang), and Xiantao (Hubei).

Performance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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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7.3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216万吨
亮点：
★ 武汉纸箱厂开始投产运行。
★ 湖北荣成占地10 8亩纸箱项目一期运行良
好。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73 billion
Paper and board output: 2.16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The Wuhan Car ton Factor y was put into
oper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108-mu carton project
in Long Chen’s Hubei base is running well.
董事长 郑瑛彬
Zheng Yingbin, Boar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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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gated
medium, corrugated board, containerboard,
and related packaging solutions. The industrial
paper bases are located i n Wu xi(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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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lormade quality services, to expand the market
share of industrial paper and obtain the best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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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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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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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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P M常熟纸厂是中国最大的全化学木浆胶版

Performance in 2020:

纸和复印纸生产企业之一。自19 9 8年投资中
国以来，U P M在华业务发展迅速，累计投资超
过20亿美元，年生产能力达122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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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回顾— —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2.77亿元
纸和纸板产量：89.5万吨
亮点：
★ 20 20 年2月，U P M 向常熟市政府和常熟海

董事长 Petteri Kalela
Petteri Kalela, Board chairman

关捐赠1.5万只芬兰进口医用口罩。在武汉，
U P M携手合作伙伴向数家物资匮乏的医院定

★2021年3月，U P M正式发布两款全新办公用

向捐赠了复印纸产品。

纸— — U P M锦语 复印纸和U P M尽彩 复印

★ 20 20 年3月，U P M宣布与离型纸回收企业

纸。

Cyc l e4g re e n达成合作，推动不干胶标签行业

★ 2021年7月，U P M携旗下包装用白牛皮纸系

循环经济发展。

列产品索力得 露森、索力得 特固、索力得

★ 2020年5月，U P M常熟工厂3号纸机成功获

倍固、索力顺 特固，以可持续包装解决方案

得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首次正式亮相PAC KC O N中国包装容器展，与

★ 2020年10月，U P M在上半年加快开发推出

众多业界翘楚共同探索包装未来发展之路，

了C C K产品（优瑰丽）以及白牛皮纸系列产品

拓展“以纸代塑”新应用。

（索力得、索力顺），提供客户更多环保产品
和解决方案的选择；并出席I P I F 2020国际包

近期规划— —

装创新大会，荣获绿色包装新材料奖。

在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涌现

★ 2020年11月，U P M特种纸纸业亚太区高级

的新兴产业都催生出持续增长的纸张需求。

副总裁柏特利先生（P e t t e r i K a l e l a）荣膺代

通过完善的品牌策略，UPM不断投资新产能，

表了外国人最高荣誉的“常熟市荣誉市民”称

常熟纸厂所生产的文化用纸和标签材料正在

号。

持续占领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中国造纸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近期动态— —

一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作为新型森林生物工

★ 2021年1月，U P M第九次荣获由杰出雇主调

业的领导者，U P M亲身实践“森领未来，创想

研机构颁布的“中国杰出雇主2021”认证。

无限”
（Biofore）的理念，研发创新技术，以提

★2021年2月，U P M特种纸纸业正式推出其客

高现有业务的运营表现并为公司的可持续性

户承诺“成就卓越，自然出众”。

发展未来创造新的机遇。

34

第42卷第17期 2021年9月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28 billion
Paper and paperboard output: 895,000 tons
Highlight:
★In February 2020, UPM donated 15,000 medical
masks impor ted from Finland to Changshu
Government and Changshu Customs to suppor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Wuhan, UPM and partners donated copy paper
products to the hospitals.
★In March 2020, UPM announced the cooperation
with Cycle4green, a release paper recycling
compan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the self-adhesive label industry.
★In May 2020, UPM Changshu Plant’s PM3
successfully obtained ISO 22000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Recent news:

★In January 2021, UPM won the “China Top
Employer 2021” certification for the ninth time.
★In March 2021, UPM officially released two
new office papers.
★In July 2021, UPM’s new packaging white kraft
paper series products debut at PACKCON China
Packaging and Container Exhibition, explor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Future plan:

In China, urbanization, fast-growing economy
a nd e me rg i ng i nd u st r ie s h ave s p aw ne d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paper demand. Through
a sound brand strategy, UPM continues to invest
in new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ts cultural
paper and label materials are continuing to
occupy a growing market share.
On the other hand,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paper industr y is str uct ural
overcapacity. As a leader in the new forest bioindustry, UPM practices the Biofore concept and
develop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businesses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pan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pecial

风采
速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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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 and board output: 1.46 million tons
Highlights:
★I n Ma r ch 2020, Li ne 1 of t he 80 0,0 0 0 ton high-grade corrugated paper project wa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In June 2020, the first phase of the biomechanical pulp project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500,000 tons wa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trial
production.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 0 0
年底，2007年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H 02002），现拥有职工40 0 0
多人，总资产100亿元，公司下设新迈纸业、华
迈纸业、科迈纸业、阳光王子（寿光）特种纸、
阳光概念包装、盛世热电、潍坊大环再生资源
等15个子公司，以独特的产品定位和差异化战
略，确立了在中国纸业细分市场领域的优势地

Recent news:

位，成为中国白面牛卡纸、涂布白面牛卡纸、纸
管原纸等高档包装用纸生产规模较大、装备能
力较强、产品档次较高的生产基地和全球较先
进的预印产品基地。

2020回顾——
主要经营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70亿元  

董事长 王东兴
Wang Dongxing, Board chairman

纸和纸板产量：146万吨   

★In Febr uar y, the company’s smar t manufacturing projec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April, the company launched the blockchain
+ renewable resource recovery project, aiming
to create an industrial ecosystem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alliance.
★I n May, Chai r ma n Wa ng Dong x i ng was
awarded “Taishan Industry Leading Tal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Future plan:

亮点：
★2020年3月，集团公司年产80万吨高级瓦楞

公司以3年再造一个世纪阳光为目标，大力实

纸项目1号线建成投产。

施 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智能化 发 展 战

★2020年4月，盛世热电2×B30 M W热电联产

略，年产3 0万吨集束包装用纸、6 0万吨箱板

机组扩建项目建成投产。

纸、智慧物流中心等项目纷纷拉开帷幕，以创

★2020年6月，年产50万吨生物机械浆项目一

新发展、转型发展、开放发展、低碳发展的新

期工程建成，投入试生产。

步伐昂首迈进新时代。

★ 20 20 年10月，山东首单内陆港口多式联运

The company will vigorously implement the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innovationdrive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mpany’s annual production of 300,000
tons of cluster packaging paper, 600,000 tons of
cardboard paper, smart logistics center and other
projects have kicked off. It plans to enter a new
era with new step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pen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一单制”通关。

近期动态——
★2021年2月，公司智能制造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为造纸行业首家实施。
★2021年3月，潍坊申易智慧多式联运中心项
目成功入选2021年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名单。
★ 2 0 21年4月，启动区块 链+再生资源回收项
目，旨在打造循环经济发展联盟产业生态圈。
★ 2021年5月，董事长王东兴荣获山东省“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

Shandong Century Sunshine Paper Group Company
Limited was founded in 2000 and listed in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arket in 2007, owning total
assets of RMB 10 billion, 4,000 empoyees and 15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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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in 2020:
近期规划——

Main business income: CNY 7.0 billion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Vol.42, 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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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集团：诚信经营 行稳致远
⊙ 冯义华

长期以来，晨鸣集团秉承“诚信为本、共赢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以“打造纸业精品、真诚回报
社会”为指导，始终笃信诚信是企业的生命，一直以追求客户满意为宗旨，严把产品质量关，以领先
技术、优质产品、优质服务及良好信誉为支撑，不断满足客户需求，积极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晨鸣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企业义不容辞的使命，规范经营，依法纳税，积极践行公益，勇
担社会责任，以优异的业绩回馈社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

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夯实诚信基础
晨鸣集团在多年发展中，始终坚持把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的追求，坚持用诚信对待客户、赢得市

场，塑造了企业的诚信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在生产经营中始终坚持“诚信为本 共赢共享”的核心
价值观和“诚信双赢 共创未来”的营销理念，夯实诚信基础，引导员工对社会、客户讲求诚信，在员
工手册中规定，将质量第一、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客户至上列为员工的行为规范。
一是充分利用早会、班前会等对员工进行诚信建设教育、质量意识教育和安全生产教育，让员
工在每天的工作中时刻记得诚信为本，把创建诚信企业变为全体干部员工的自觉行为。
二是充分利用企业的报刊、微信公众号、宣传栏、内部办公系统等宣传渠道，加强企业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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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与引导，通过开展“产品知识竞赛”“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员工的自身
修养和诚信道德水平，为企业诚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

强化诚信经营管理，赢得社会赞誉
一是遵守法律法规。晨鸣集团始终恪守国家法律法规，把诚信守法经营放在公司的首位，同时

企业将诚信经营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建立健全诚信办企各项制度。加强过程监控，严
守合同法规，从未发生合同欺诈和故意不履行合同等失信行为。
二是遵守道德规范。晨鸣集团始终坚持“诚信为本 共赢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和“诚信双赢 共
创未来”的营销理念，被中诚信机构评选为“AA+优质企业”。
三是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晨鸣集团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从原材物料采购验收、过程控
制与检测、成品控制检测、产品储存与发运，都建立了全面监控，制定了生产操作规程、设备操作规
程、安全操作规程、技术工艺、包装标准、仓储标准等，确保对运行过程进行控制；对于各种原材物
料采购均有采购标准，如木浆、废纸、化工原料等，确保入口关；对应各项标准、准则建立健全的质
量管控制度，适合公司的运行，以改善生产管理、改进产品质量、提升顾客满意度。
公司每年进行质量管 理体系内审、管 理体系评审及相应的纠正和预防 措施，建立自我完善机
制。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评审分析、质量方针目标的更新，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
和有效性。通过实行集团质量监督监控机制，对子公司在线产品质量情况实时监督,质量波动及时
落实整改，以“零客诉”为目标，全员参与质量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公司根据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要求，紧紧围绕公司质量方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不断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Vol.42, 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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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顾客要求和期望为目的，多方面搜集用户需求，加大新产品开发，持续改进提高产品质量。产品
一等品率、顾客满意度均达到质量目标要求，自主研发的新产品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实现了质量目标
的持续改进。
晨鸣集团在全国同行业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该体系已在公司运行约26年。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及相关方要求，制定了“理解顾客需求、贯彻质量标准、做就一次做好、力保顾客满意”的质
量方针，整个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做到了从原料采购、入库保管、生产领用、生产过程控制、包装入库
以及出库销售、售后服务等各项环节的紧密结合，每个步骤都能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求运
作，切实贯彻执行标准要求，将质量作为企业管理主线，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管理体系；各类产品在
国家监督抽查中合格率均为100%，产品通过F DA认证、F SC森林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先后获得“中国
质量诚信企业”、
“山东百年品牌重点培育企业”、
“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

3

硬化诚信经营载体，塑造民族造纸品牌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诚信经营的重要体现，是构筑诚信企业的基础，也是企业最好的竞

争手段。晨鸣集团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与客户建立了合作共赢的合作关系及
与关键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互相为对方创造价值并收集顾客满意和不满意的数据和信息，驱动改
进，实现共同发展。
一是浆纸一体化，品质奠定合作基础。国内有五大浆厂，晨鸣集团拥有湛江、黄冈、寿光三家，
木浆产能最大、超过430万吨。一方面，自制木浆较外购木浆成本降低了1000元/吨以上，是全国唯
一木浆自产自足、浆纸产能完全匹配的浆纸一体化企业，在同行业中生产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另
一方面，自制木浆品质更加稳定有保障，为打造高质量产品奠定坚实的原料基础。
同时，公司与芬兰维美德、德国福伊特等世界一流造纸机械供应商合作，引进国际最先进的技
术和装备、世界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以及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为公司生产和交付高质量产品打下坚
实基础。
二是全国布局生产基地，全球布局销售网络，服务配送高效。产业布局合理，生产基地分布在华
南、华中、华东和东北。合理的运输半径，便于快捷配送服务，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目前已在国内主
要城市设置销售分公司，并在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美洲等全球主要地区设立分公司，产品销售网
络辐射全球。在全国设有9大区、58个分公司，销售人员530多人，均为驻地服务，能更好地服务客户。
三是产品线齐全，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依托国际一流的生产线和领先的技术研发，公司形成了
多元化、差异化、高档化的产品结构，产品系列涵盖高档胶版纸、白卡纸、铜版纸、轻涂纸、生活纸、
静电复印纸、热敏纸等，是产品品种最多、最齐全的造纸企业。晨鸣纸张是党和国家出版物的首选用
纸，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胡锦涛文选》、党的十八大及十九大辅导书籍等均采用了晨鸣纸张。
四是多维度服务客户。公司不断加强服务团队建设，深化客户合作模式，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
务，加强沟通交流，促进合作关系不断加深。
多年来，晨鸣集团始终秉承“诚信双赢 共创未来”的营销理念，形成了以“诚信为本 共赢共
享”为核心价值观、以“学习 超越 领先”为企业精神、以“振兴民族造纸工业”为企业使命、以“打
造千亿企业 铸就百年晨鸣”为愿景等内容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始终坚持以一流的品质、诚恳的信
誉求生存，以优质的服务、双方的共赢求发展，始终把做好一张纸作为企业的文化基因，融入血脉、
付诸行动，以严苛的生产管理打造一流产品，以卓越的品质、优异的服务、人文的精神塑造闪亮的民
族造纸品牌，书写了民族造纸业品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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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不忘初心 犇跃前行
⊙ 任爱丽

2021年经历疫情大考后的国内经济 逐渐复苏，造

等多措并举，实现了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纸 原材 料 价 格不 断 攀升以及 废 纸 原 料 短缺 等 难 题 给
造 纸行业带来严 峻挑 战，产业链 上下游 随 之掀 起 新一

1

强基固本筑保垒

轮变革，与此同时，伴 随全国“碳 达峰、碳中和”计 划

百年荣光，百炼成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 0

的提出，企业节能环保工作又将迈向新的里程碑。站在

周 年，公司以 党 史学习教育活 动为 契 机，追寻 红色 足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新的挑战和机遇纷至沓来，华

迹，感悟革命精神，以史为鉴，加强学习教育的理解、转

泰 集团立 足新发 展 阶段，贯彻 新发 展 理 念，围绕 党史

化和运用，以党建强基，以文化固本，深入开展组织机

学习教育再掀“创新创业热潮”，充分开展新时代文明

构改革，强化挖潜堵漏，勤练内功，夯实基础，激发广大

实践活动，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三牛精神”，推行“眼

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推动公司发展起好步、开新

往下看，脚往下走，心往下想，劲往下使”的“一线工作

局。

法”，实施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党建涵养红色血 脉。公司以华泰非公党建学院为

思维创新的“多点创新”，通过保原料、稳市场、调结构

阵地，深入开展党史、厂史知 识宣讲活动，针对不同层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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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同年 龄 阶段 的 学员制 定了不同形式 的“特 色课

充分发挥了文明实践活动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公司健

程”，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洗礼。一方面，公司组

康稳定持续发展。今年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宣言精神

织党员干 部及职工代表走 进学院开展主题学习教育，

进校园，党史教育进课堂”活动，印刷了7万本《共产党

给公司广大职工打好“防腐预防针”，筑牢“艰苦创业

宣言》捐献给广饶县全体师生，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史爱

堤”，另一方面，公司针对来访的广大客户及合作伙伴加

党、知史爱国、知史爱家乡。公司还广泛开展职工征文

强党史厂史宣讲，回顾公司创业45年来，坚持听党话，

比赛、书画展比赛、观看主旋律电影，通过组织召开思

跟党走，把党章党规党纪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倡导廉

辨会，凝聚向心力，激发团结实干、积极向上的力量。

洁办企的清风正气，弘扬正能量，架起合作桥梁。今年5

改革提振奋发精神。面对疫情 影响及复杂的外部

月21日，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出席非公企业党组

经济环境，公司着眼内因，在管理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

织“发挥实质作用”研讨会，会上，华泰集团党建工作喜

的改革。公司对中高层领导干部开展思想整顿活动，统

获表彰，荣获“创新案例”奖。

一思想，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整合优化机构，

文化凝聚向上力量。作为全国就业先进企业、全国

对 技 术、化 验、财务、物 资等岗位 进行轮 换、整 合，减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厚道

少推诿扯皮，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为增强责任意

鲁商五 星级 上榜企 业，华 泰 集团始 终秉 持“勤政 加廉

识，实现降本增效、挖潜堵漏，公司全面深入开展监督

政”的管 理模 式，努力“为社会提 供更优质的产品，为

检查审计工作，通过“审计、财务、监督、环保、安全”五

职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广泛深入、扎实全面开展新

级联查，推动公司现场文明升级，堵住管理漏洞，把关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探索出了文明实践的“华泰经验”，

创效，促进了公司正规化管理升级。今年7月，在新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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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部培训班上，公司为70余名新任管理干部颁发了聘

业化、生物基功能化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废纸制浆的胶

任证书，现场召开了誓师大会，签署了“军令状”，立志

粘物问题等方面，公司的科研水平正不断取得新突破。

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绩。

其中，引进华南理工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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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科技赋能促转型

维品质达到100%替代进口废纸水平。截至目前，公司累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华泰集团始终

计申请专利176项，授权专利10 0项，获得“一种热升华

把科 技创新摆在公司发展的全局，以加强和完善 技术

数码转移印纸原纸及其生产工艺”、
“新型教材纸的生

创新体系建设为中心，以产学研结合为切入点，利用高

产工艺”等发明专利17项；主持或参与制定了26项国家

新技术改造传统造纸产业，通过搭建平台，推动产教融

行业标准，其中溶解浆、新闻纸、超级压光纸等5项国家

合，攻关高端科研，引领绿色发展，为公司转型发展装上

行业标准均以华泰集团为蓝本进行制定。

“加速器”。

环保科技引领绿色发展。公司将节能减排 视为企

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层次。为增强企 业科 研能力，

业义不容 辞的社会 责任，技 术创新工作的核心始终将

公司不断强化硬件建设、人才引进，以市场为导向实施

资源 综 合 利用、节 能 减 排、清洁生 产 的创 新工作 放在

技术领先战略。公司建立科研经费投入机制，每年拿出

首位。近年来，围绕造纸行业水污染问题，华泰集团与

不低于销售收入的3%作为科 研经费，用于引进高端人

华南理工大学陈克复院士组 建产 学研创新团队，经过

才、提升科 研装 备等，确保持续 稳定增长。近两年，仅

近10年努力，成功研发了“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

购买G C-M S、能谱仪等先进实验设备，就投入2000多

全 过 程 控制 关 键 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覆 盖制浆 造 纸

万元。公司还注重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合作，积极搭建产

所有工艺过程的清洁生产与水污染控制10项关键技术

学研创新平台，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公司自2000年成立

和11项支撑技术，形成5套先进的技术体系，单位产量

了全国造纸行业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招收17名

废水和C O D排放指标远优于欧盟标准，该项目荣获国

博士，开展废纸制浆、造纸化学品等关键技术研究。此

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造纸行业近 20年荣获的最

后，又相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院士工

高奖项。多年来，华泰集团先后开展了“造纸制浆废水

作站、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构建

F e n t o n两步法氧化处理工艺”“梯级絮凝在废水处理

起较为完备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通过这些平台载体，华

中的应用”等研究，目前公司外排水C O D达到40 m g/l

泰集团先后与华南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国制浆

以下，代表了世界先进的造纸废水处理水平。科技创新

造纸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

在改善生产效率、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方

引进了行业技术专家50多名。今年6月，由华南理工大学

面成效显著，公司构建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

与华泰股份联合共建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被认定为

环式循环生态链，实现 从“排出废物”到“净化废物”

“2021年广东省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培养基地

再到“利用废物”，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

将针对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进行联

弃”。

合培养。这也是双方自2020年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来取得的又一实质性成果。

3

创新突围价值链中高端

高端科研解锁发展密码。华泰集团始终瞄准行业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敢为人先，勇争第一”，是

尖端领域，努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经过不懈

华泰 集团创业45年始终坚持的创新 理念。在稳定传统

研发攻关，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使企业始终站

市场的同时，华泰集团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攻克市

在自主创新前 沿，有 效 增强了行业 话 语权 和 市场 竞争

场难关，挑 战造 纸工艺新高度，通 过“鼎新”带 动“革

力。目前，在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

故”，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实现产业模

键技术及产业化、混合材高得率清洁制浆关键技术及产

式根本性转变，促进公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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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提
高产品附加值，稳定华泰产
品在中高端市场的地位。今
年5月，华 泰 集团与安德里
茨签约3 0万 吨化 机 浆升级
改造项目，将为公司升级现
有的漂白化 学 机 械 浆 生 产
线，改 造 后 将 成 为 文 化 纸
生产全 球 规模最 大的化 机
浆线。今年，公司已经着手
对集团总部的3条造纸生产
线进行改造升级，改产后将
实现产能扩增、品质提升，
预 计将 把 集团总部 打造成
年产200万吨的文化纸生产
基地。
创 新 攻 关 力 促 品 牌 蝶 变。公司 作为 全 国 领 先 的

产业融合培植新产业链。今年以来，华泰化工产业

造 纸 基 地 ，面 对 今 年 纸 浆 原 料 价 格 大 幅 涨 价 的 困

32万吨甲烷氯化物项目、10万吨氯乙酸项目、日照华泰

难，公司多 措并举 推动 提 质 增 效，向高 端 产品转型，

高端包装纸项目等正加快调试，力争尽快投产。公司在

攻 关替 代市场 的 高 科 技 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 的 彩

“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123亿元在现有海洋产业链

色数码 打印纸 主要以 进口分 装为主，自主 开发的产品

增值、保值基础上，规划发展可降解新材 料、电子级环

还未能满足市场需 求，公司为适应 高端市场的需 求，

氧树脂新材料、高分子新材料、新型制冷剂及氟材料和

现 在已 经 完 成 彩 色 数 码 打 印 纸 的 实 验 室 检 测，预 计

消毒剂及添加剂新材 料 等产业链，打造全国最大的绿

今 年可完 成 对 进口产品的 替 代。今 年以 来，华 泰 独 家

色海洋新材料生产基地。依托印刷和包装产业，规划建

中 标 2 0 21年《求是 》杂志专用纸 采 购 项目，杂志 封面

设综合文化产业园区，进一步扩大现有产能、提升产业

2

采用华 泰紫兴 S P C O品牌157g /m 铜 版 纸12 5 0 吨 和
2

层次，计划投资3.2亿元，建设印刷发行园区、包装产业

内 文 采 用 华 泰 铸 魂 品 牌 8 0 g /m 涂 布 纯 质 纸 1 5 0 0 0

园区和新材 料新产品开发园区3个产业板块，预计年可

吨，这 充 分显 示 出中 央 级 党 报 党 刊 对 华 泰 优 质 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税380 0万元。同时，抢抓国家

和 过硬品牌 的 认可。在今 年5月发布的“山东 名片”品

限 塑令政策机 遇，与全 球 著名的台湾新浦乐生化科 技

牌 影 响 力 T O P 榜上，华 泰 牌 新 闻 纸 作为 唯 一上榜 的

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同投资2500万美元，建设可降解

纸 张产品，正 式 成 为齐鲁大 地面向国内外 的一 张“山

耐热型聚乳酸 新材 料项目，生产替 代塑料制品的一次

东 名片”。

性餐饮用品、无毒环保婴童用品，为集团培植新的增长

技术 革 新重塑发展活力。公司贯彻 落 实“双招 双

点。

引、腾笼换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围绕造纸主业

树高叶茂，系于根深；决胜未来，创新唯先。站在

进行改造升级，预计“十四五”期间公司将投资60多亿

“十四五”的起 跑线，华泰集团将发扬“孺子牛、拓荒

元进行改造和提升，进一步拉长造纸产业链条，向环保

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乘势而上求突破，发奋图

制浆、高档印刷、绿色包 装、特种纸方向转型升级，围

强勇争先，奋力实现开好局、起好步，向着“千亿梦想”

绕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产品加大研发生产力

扬鞭启程，再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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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控股：凝心聚力再出发 砥砺奋进开新局
⊙ 宋伟华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控股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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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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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很不容易的一年。在这疫情肆虐、沟壑无数的一年里，太阳人眼睛向
内，做好自己，全体太阳人齐心协力、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战疫情、保生产、调结构、强营销、上
项目、夯基础，在危机中抢抓机遇，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竞争中创新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
的突破，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目标，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
了极不寻常的辉煌，为企业“十三五”收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疫情防控彰显太阳担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体太阳人团结一心、守望相助，
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太阳力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太阳控股夺取了疫情防控和企业
经营发展的“双胜利”。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无偿捐款1000万
元，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为国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积极贡献，荣获全国“抗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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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民营企业”殊荣。
这场疫情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现在的世界经济 是
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没有
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可以独善其身。新冠肺炎疫情是对造
纸行业各个企业的管理能力、治企之道的一次大考，既有
经验，也有教训。从整个抗疫的过程来看，大中型企业具
备的抗风险能力较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基本都能够顶住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维持生产平稳。纸企在疫情上，最大的
收获应该是对自身“化危为机”能力的思考和认识，让自己
如何具备这种能力、完善这种能力，保持可持续、高质量
的发展，为行业的发展做贡献，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需求做贡献，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企业
自身“化危为机”的能力，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要有一个
稳定、高效的管理团队；二是要善于利用创新开拓发展路
径；三是要有一支有品有德、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人才队
伍；四是要有稳固的物 流、客户竞争力；五是林浆 纸一体
化建设的支撑。
创新发展彰显 太阳作为。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
论断，来源于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实践。太阳纸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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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每年投入相当数额的研发资
金的前提下，企业自身的技术优势与国际上高端技术装备
进行有机融合，再通过本土人员持续的工艺技术创新和对
先进设备的消化吸收，促使企业走上了创新驱动、内生增
长的科学轨道。2020年1月，太阳纸业与中国工程院陈克复
院士等共同完成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程控
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技术成果，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国造纸行业在环保领域的第一个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建国以来山东造纸行业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2月，
“高纯
度生物质纤维素清洁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是获奖企业中
唯一一家造纸企业。过去一年，还申请了23项国家专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和其他多
个技术创新奖励。金太阳优质牛卡纸、数码喷墨专用纸、本色食品包装纸等一批差异化、高质量
的新产品适销对路，深受客户青睐。
三大基地建设彰显太阳速度。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半年的时间内，公司就有6台纸机
相继投产，颜店PM39、PM40，生活用纸PM41、PM42，老挝PM1、PM2，而且都是提前一次性开
机成功，彰显了太阳速度，创造了公司有史以来开机速度最快、效率最高、频率最集中的新纪录，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太阳控股遵循习总书记视察广西、打造向海经济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
集群”的发展思路，投资建设了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以及与之配套的涵盖全系列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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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厂区。这一项目已获广西“双百双新”产业项目立项，公司也由此成为造纸行业入桂发展的
引领者！目前，广西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里，实现了与
“一带一路”上老挝原料基地的协同互动，形成从原料到消费终端产品的高端造纸全产业链集
群。
由此，公司“三大基地”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企业的产品覆盖面将更广，市场影响力将更
大，竞争力也更强，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才梯队搭建彰显太阳活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去年，公司在
人才梯队建设上持续发力，竞聘选拔了76名年轻干部调整充实到重要岗位，吸引了100多名优秀
高校毕业生共创未来。有8人当选济宁市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1人被评为济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1165人获得内部职称聘任。在去年的山东省造纸行业第二届职工技能竞赛上，公司11名
参赛人员全部获奖，前三名我们占据了两席，展示了太阳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整体来看，公司人才
队伍的活力更足、结构更优。
生命工程彰显太阳责任。多年来，公司始终把安全、环保、质量作为“生命工程”来抓。安全上
“家企相通”“孝立安全”的文化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环保方面在成功入选“国家绿色工厂”的基
础上，全面完成了环境治理三大攻坚战任务和节能减排目标，全盐量完全达到国家标准，固废减
量化、资源化达到业内最好水平。质量方面，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在新发
布的中国企业信用500强榜单中，太阳纸业信用指数在造纸行业中位列第一，赢得广泛赞誉。
数字化、智能化彰显太阳之智。智能化、数字化是未来的大趋势，这是公司今后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疫情期间，与复工复产时人员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区块链、人工
智能、物联网、5G等新兴技术，避免了人员短缺的烦恼。企业将会更加注重利用新兴技术推进自
动化、智能化建设，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进一步拓展提高生产效率的空间。公司要求每个单位的
“一把手”是数字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企业效益、服
务水平、产品质量，同时不断找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差距，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促进转型升级，
推动公司智能化、数字化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让工作更愉悦、更轻松，达到企业发展、增加员工
薪资水平的目标，实现企业和员工双赢。
干事创业彰显太阳正能量。上下同欲者胜。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全体太阳人有相同
的价值观、共同的使命和企业愿景。大家都期盼能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幸福的
生活”，企业要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就要汇聚干事创业的正能量。营造爱岗敬业、以厂为家的
氛围，为员工创新建功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公司要求员工在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上“如饥似渴”，在练就岗位本领上“精益求精”，在实践中磨练意志、涵养情操，上下一盘
棋、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劲，推动公司行稳致远。
前景美好，重任在肩。
“十四五”已经在路上，太阳人以“在场”的勇气，迎风不惧，顺风不
骄，2021年上半年，整个集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半年北海项目投产后，公司产品将更加丰富、
战略布局更加完善，形成三大基地齐头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进的新征程上，太阳人将把
成绩当起点，团结一致、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拿出拼搏的精气神、勇于克服困难的劲头，应对各
种考验，过好个人的每一天，走好企业发展的每一步，翻过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
开创出更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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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汇纸业：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 张志东

1

金光集团ＡＰＰ（中国）成功收购博汇集团，博汇纸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江河横溢赖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2020年7月，在淄博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抢抓重大机遇、聚力发展国际化开放型产业、以国际标准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大外
资招引力度、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取得积极进展的大好形势下，金光集团ＡＰＰ（中国）成功收
购博汇集团。
金光集团A P P(中国)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全面切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资源节约
与循环利用模式，不断加强清洁生产管理，在降低环境足迹的同时，朝着低耗、环保、高效的现
代化大工业方向不断前进。金光成功收购博汇集团，将有助于在国内制浆造纸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的态势下保证市场有序竞争，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此次并购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有助于双方企业
优化资源配置，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并购完成后，博汇纸业将能够分享金光纸业在“林浆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节约成本，淘
汰过剩产能，集中力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在产业结构上，金光纸业和博汇纸业的产品有重
叠有互补，合并后可以优化产业结构，避免资源浪费和市场同质化的无序竞争，有助于提高企业
的专业性和抗风险能力。金光博汇管理团队充分发挥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业化优势，整合优
质资源，融合创新发展，围绕绿色环保、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多措并举，革故鼎新，成绩斐然。

2

46

2020年，博汇纸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调整产品结构，以多方位优势实现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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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家推广绿色包装和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产品的政策红利，包装纸行业供需
矛盾逐渐突出，市场景气度持续提升。2020年公司以高档包装纸--白纸板为主要产品，注重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响应产业政策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差异化产品供应，同时积极布局新
产能，以成本领先优势实现规模效益。
2.1

营销优势
博汇纸业地处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大型企业集中，是我国最大也是最具增长

潜力的纸品消费市场之一。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开拓，公司培养了一支熟悉市场、经验丰富的销售
队伍，拥有优质经销商、包装印刷公司、大型烟厂等信用高、风险小、需求稳定的优质客户。公司
在山东淄博和江苏大丰拥有两大生产基地，为下游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不断提升市场份
额。
2.2

管理优势
公司以“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战略引领未来发展，在“以人为本，四轮驱动”的融合创新

中，通过推行“M BO S”和精益管理体系，促进提质增效；通过完善三废治理体系，打造绿色循环
产业；通过实施信息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和数字化改造，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2.3 产品质量和设备优势
博汇纸 业为I S O9 0 01质量体系认证 企业，主要生产设备 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采用先 进的
D C S、Q C S工业控制系统，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设备基础。公司设立品保处负责建立健全
公司的品质管理体系和品质检验系统，制定产品质量控制标准和监督考核机制，对关键质量工序
进行有效控制，确保产品质量能满足不同客户在不同时期的需求。
2.4

技术及研发优势
博汇纸业具有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及研发能力，公司技术部负责公司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

引进、消化，下设白纸板技术、文化纸技术、添加剂技术、基础与发展研究四个研究室及仪器室、
检测室、工艺实验室等辅助科室。公司拥有造纸工艺、造纸化工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基础设施及
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具备承担综合性工程技术试验任务的能力。通过不断加强对
生产工艺的技改、深度研发，加强对现有产品技术指标的优化和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公司近年来
保持了同行业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国内领先的生产技术水平。
2.5

区位和原材料供应优势
博汇纸业总部地处造纸行业聚集地山东省，产业聚集的特点使得公司在市场开拓、成本管

控、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等方面保持良好的竞争优势。在原料供应方面，采用国外供应商直接供货
为主、国内代理商供应为辅的策略，开辟了多条原料供应的稳定渠道。公司在江苏省大丰市的生
产基地，就近依托港口海运，使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运输更加便捷高效，物流成本优势明显。
2.6

企业文化优势
公司鼓励员工发扬“自强不息、海纳百川、挑战极限、誓达胜利”的精神，推行“诚实正直、

信守承诺”的道德规范，以客户至上、创业精神、创新管理、结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行动准则，践
行“MBOS”的管理体系，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员工团队的竞争意识、积极性和生产力，践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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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实践绿色循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企业使命。

3

未来五年，博汇纸业将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公司转变管理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近年

来，造纸行业受益于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加速了行业内的
落后产能淘汰和资源整合，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为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造纸企业进一步调结
构、转方式，也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市场机遇和政策支持。为此，公司将做好以下经营工
作：
3.1

进一步深化管理变革、依靠四轮驱动提升公司经营管理和绩效
2021年，公司将充分发挥规模、技术、设备、产品及管理资源优势，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

识，抢抓机遇、开拓市场。强化采购管理，拓宽采购渠道，规范采购监管行为，堵塞管理漏洞。推
进采购信息化系统建设，通过日常管理和各环节的过程控制，优化各项成本的管控，革新挖潜降
耗，提升效益。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升级，包括山东P M5&P M6提质增效改造项目、江苏生产线
提产增效改造项目和化机浆配套废液综合利用环保项目；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逐步导入S A P、
M E S、OA、精益管理等系统，升级完善销售、采购、仓储、物流、财会、资金、薪资、供应链管理、
客户管理等信息系统，打通端到端全流程，让管理更快捷、更准确。
3.2

以人为本，完善公司组织架构、人才引进与培育、薪酬福利体系
2021年公司将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完善核决权限制度，优化薪资、奖金体系制度；完

善人员招聘管理、组织编制、人才引进渠道，满足公司人力需求。完善人才培训、培养体系，加强
交流学习，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及专业技能；广泛开展文化宣传活动，通过文化引领，树立公司形
象，让企业文化深入人心，激励员工斗志，提升员工凝聚力。
3.3

建立健全安全环保生产责任制和组织体系
安全、消防、环保始终是企业运营的红线，2021年公司要通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

善组织体系，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完善个人健康档案体系，努力为员工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工
作环境；围绕绿色环保能源综合利用，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的改造升级，加快固废环保综合处置项
目、中水冷却水循环利用等项目建设，推进公司向绿色低碳、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发展。
3.4

以销售为龙头，聚焦营销，提升客户服务
围绕市场和客户，进一步转变观念，以市场为发力点，开展全员营销，开发新的销售渠道，提

升服务意识，深挖国内外客户潜能。同时，以客户为中心，坚持高品质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不
断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3.5

基础设施修缮和改造，创建绿色花园式工厂
改造厂区、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加快生活区、办公区景观绿化建设，改善员工工作环境，

努力创造一个绿色花园式现代化新工厂，提升全体员工的幸福感、归属感。
站在林浆纸一体化与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全新时空坐标 之
上，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正以创新为舵、开放为桨，一路乘风、破浪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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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创新升级 绿色智造
⊙ 陈予善

金 光集团A P P（中国）旗下宁波中华纸 业成 立于

塑料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工作，研发了一系列的“零塑”

1994年，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年产各类高档涂布白纸

可降解包装解决方案。2021年5月，
“零塑”纸杯纸获得

板50多万吨。宁波亚洲浆纸业作为宁波中华纸业的发展

T Ü V降解堆肥认证证书，随着可堆肥降解证书的获得，

与延伸，于2004年6月底投入生产，项目总投资118亿元人

代表零塑品牌产品已完全通过各项国内外权威机构的

民币，设计年产能150万吨。一直以来，宁波中华纸业、宁

检测认证，在国家新的限塑、禁塑令大背景下，A P P金

波亚洲浆纸业始终遵循APP绿色制造理念并付诸实践，

光集团旗下的零塑品牌系列产品所生产的纸杯、纸袋、

不断实现产品升级、环保升级、技术升级，挑战极限，追

餐盒等，均可回收碎浆再造纸或者进行堆肥降解处理，

求完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最具优势的绿色包装用纸。

实现了资源回收最大化利用，而不再是焚烧、填埋，是
真正意义上助力碳中和、碳减排的解决方案。

1

科 技创新赋能转型升级，我们始终矢志不渝地追

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来发力
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坚持核心技术研发，深化自主

求满足终端应用的创新与求变，创造社会价值。

创新和质量优先战略，不断改进和优化产品性能。公司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减塑、禁塑的号召，积极推动可替代

2

践行绿色环保，为高质量发展绘好底色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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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纸”一体化的绿色循环指导思想，把绿色造纸、污染治

面对国内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市场竞争带来的压

理作为企业的发展指南，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全面推行

力，公司不断创新转型升级，秉持着“林浆 纸”一 体化

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不断实现环保升级。2020年

的理念，落实到公司发展中，坚持可持续绿色循环发展，

10月，宁波亚浆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荣誉称号，标志

“林浆纸”一体化的优势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软件工作

着公司绿色制造迈上新台阶，加快了绿色转型升级的步

方面，公司一直运用集团MBOS（奥林匹克管理体系），

伐。

通过“比、学、赶、帮、超”，充分发挥员工和管理层的主
践行生产经营，环保先行。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先

后 投 入10 多亿元 人民币用于环保建 设，不 断提 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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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治理，实现废气、废水等排放浓度指标远优于国家

面对环保压力、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在未来的发

标准。此外，宁波亚浆成为国内耗水最低的造纸企业之

展道路上，身处市建成区内的宁波中华将响应政府号召

一，获得了“宁波市绿色工厂”“浙江省绿色企业”“宁

实施关停，转向贸易经营；宁波亚浆将继续坚持“林浆

波市‘十一五’节能降 耗先 进单位”“浙江省中外合资

纸”一体化发展理念，实践绿色循环，着力聚焦于智能

合作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化、绿色环保及产品创新三大方面，不断推出满足人们

宁波中华、宁波亚浆在污染治理、绿色生产方面，

生产、生活需求的优质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促进环保升级，发展低碳经济，

与社会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我们将以高昂的斗志和坚

造福下一代是APP始终坚持的方向。

定的信心，为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50

第42卷第17期 2021年9月

Special

名企
风采
速览
之道

专 题

金桂浆纸：记忆2020
∣回眸奋进路 迈向新征程
⊙ 李兴军

金 光集团A P P（中国）旗下广西金桂浆 纸 业有限
公司（下 称金桂）位于广 西钦 州市钦 州港 经济 技 术开
发区，于20 03年注册成立，现有员工约170 0人，厂区占
地33 0 0多亩。金桂 是高 新技 术企 业、国家林业 重点龙
头企业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 进安全生产重点推

金桂二期工程是自治区“双百双新”产业项目，也

进项目承 担 单位，先 后荣 获“中国林业 产业突出贡 献

是 钦 州市“5 +2”重点产业项目。二期总投 资113.5 亿

奖”“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广西绿色工厂”“广

元，由三个子项目组 成，分别是年产18 0万 吨高档纸 板

西‘五一’劳动奖状”“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自治

扩建项目、年产3 0万 吨（浓度27.5%）过氧化氢项目以

区企业技术中心”“自治区节水型企业”“自治区清洁生

及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其中年产180万吨高档

产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纸板扩建项目（第一台纸机）已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

A P P自1995年起在广西营造人工林，先后在广西

预计2 0 21年 年底 建成投产，年产3 0万 吨 双 氧 水（浓度

成 立了4 家 林业公司，目前 拥 有约14 0 多万 亩自营 林基

27.5%）项目已建成投产，年产75万吨化机浆扩建项目正

地，分布在钦州、防城、南宁、玉林、贵港等地市，为金

在报批中。

桂提供制浆用木材原料。另外还建有一个大型的桉树苗
圃，每年可培育苗木2000万株。

谁 都 没有 想 到，2 0 2 0 年 我们 会 迎 来 一场 疫 情 大
考。危急关头，彰显出了金桂人的本色初心。疫情发生

金桂一期工程总投资117亿元人民币，制浆和造纸

后，全 体人员上下齐心，共克时艰。公司第一时间发出

生产线先后于2010年和2013年竣工投产，生产规模为年

《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快速制定《疫情防控指南》，

产75万吨浆和年产100万吨纸。金桂现有三条化机浆生

筹措发放市场紧缺的口罩、消毒酒精、体温计等防疫物

产线，主体设备从奥地利安德里茨公司和芬兰美卓公司

质。广大员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坚决服从公司安排，坚

引进，所生产的“金钱豹”牌桉木化机浆，其松厚度高、

持抗击疫情和努力工作两不误。为了抗疫，集团在第一

不透明度高，可配抄多种纸和纸板。金桂现有的这台造

时间向国家捐资一个亿，金桂也向社区一线抗疫人员捐

纸 机引进自德国福伊特公司，其设计 最高车速14 0 0 m

助了抗疫物资。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金桂的生产

／m i n，纸 幅 净宽 8.1 m，所生 产 的“帝王松”“金 蝶

没有停机，生产物流没有断货，资金流没有断链，客户没

兰”“富桂”“四季 桂”等品牌的白卡 纸 产品印刷适性

有流失，各个环节的运营平稳有序。在保生产的同时，

好，适用于药品、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的包装。

力促扩建项目快 速复工，P M 2 纸 机 项目成了广西全区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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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复工的项目之一，还促成了二期项目银团的签约组

断挖掘生产潜能，尤其是3#B C T M P生产线，持续突破

建，真正做到了生产和建设两不误。

产量纪录，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同行标杆：吨浆能耗低于

作为林浆 纸产业的龙头 企业，金桂的发展建设备

同类型生产线近20%，化学品消耗创全球最低纪录，磨

受广西各级党和政府领导的关怀。2020年以来，自治区

片寿 命 超 过同类型生产线的两倍，生产线 运行稳定性

政府前任主席陈武，副主席秦如培、费志荣、周红波，钦

高，成浆品质包括白度、抗 张强度、松厚度以及纤维束

州市委书记许永锞，前市长谭丕创，市政协主席吕洪安，

含量都满足配抄高档白卡纸的需求……

现任市长王雄昌等领导，先后莅临公司调研指导，肯定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金桂P M1设计最高

企业的发展成就，帮助企业克服困难，鼓励企业做大做

车速为1400 m／m i n，即在抄造250 g/m 2 的纸种时车

强。此外，银行、海关、税务、法院、媒体、社会团体等相

速可以达到1400 m／min。2020年3月12日，PM1最高车

关业务单位多达上百次的参观来访，都彰显出了公司的

速达到1250 m／m i n，突破了该纸种的历史最高纪录。

社会影响力。

仅过了两个月，5月22日又以1400 m／min车速连续运转

实力铸 就 荣誉。无 独有偶，在两 项年度 造 纸行业

4 h，创造了幅宽8.1 m涂布白卡纸机最高车速的世界纪

的 排 名中，无 论 是 从 纸 产 量 还是主营 收入，金桂仅凭

录！P M1作为集团的“明星机台”，金桂纸生产团队一直

着已投产的这一台白卡 纸 机，在全国250 0多家规模以

秉承持续改 进的精神，不仅在车速方面不断取得新的

上造纸 企业中都位列第19位，是名副其实的造纸龙头

突破，在产能和效益方面的成绩也相当亮眼。

企 业和引领行业经济 效 益增 长 的 排 头 兵。此 外，国家

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发展之道。黄志源总裁指出，

级绿色设 计产品、自治区级绿色工厂、自治区节水型企

A P P优秀文化基因是我们一路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

业、广 西首 批产教 融合型试 点 企 业、钦州港片区 就 业

撑，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彰显着企业独特的品格和魅力。

见习基地……一系列重 量 级荣誉 奖 项，是 外界对金桂

2020年，公司继续狠抓文化建设，系统性、规模性地组

的肯定，这些软实力的背后，是公司非常扎实的各项硬

织开展一系列文化学习交流活动。22篇学习文档、42个

核举措。

学习视频，累计上百场次的学习分享会，23场文化专题

打造全 球化机浆标杆！这就是金桂人胸怀的凌云

培训，文化体系宣导，集团发展战略解读，安全管 理都

壮志。2020年1月，金桂单月产量首次突破9万吨大关。3

包含其中，让A P P的企业文化在每一位员工心中生根发

月，即或是在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情况下，制浆团队仍

芽。

创下了单月产量新高。7月，浆产量再创历史纪录，12月，

不必留恋过去的成就，无须畏惧未来的挑战。对历

浆产量在年内第四次刷新历史纪录；2020年全年，金桂

史的最好回望，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远方不远，未来已

浆产量同比增长2.7%。在过去的几年，金桂制浆团队不

来。2021年，金桂定当不辱使命，续写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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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山东省委书记点赞的这家浆纸企业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 贺锡田

2021年5月28日上午，中国(山东)—东盟中小企业合

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区副总裁 赵勇参加了会议并

作发展大会开幕式在济南隆重举行。山东省委书记、省

在会上 就该集团在山东的发展情况和投资经验作了分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在开幕式致辞中，对山东省最大

享发言，他说，
“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金鹰集团仍

的侨资企业——位于日照市的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

然坚定看好中国，看好山东。”赵勇说，除了市场广阔、

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中等收入 群体不断扩大、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充足等原

本 次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举办。在济南

因外，企业不断加大对山东投资，看中的是日益优化的

设立主会场，在济南、德州、泰安、济宁组织相关配套活

营商环境。
“山东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企业发展、为企业

动。大会由山东省政府和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主

减负的政策和措施，受益于这些措施，我们排除千难万

题为“R C E P签署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中小企业合作发展

险，始终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机遇与前景”。

金鹰集团目前在中国总投资已超过600亿元，预计

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省委副

“十四五”期间将超 过12 0 0 亿元，工厂主要 分布在山

书记、省长李干杰，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分别致辞；菲

东、江苏、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份。其中，在日照投资

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泰国前副总理哥霖佑、东盟副秘书

20 0多亿元的亚太森博（山东）浆纸公司是该集团的成

长辛格、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及东盟各国驻华使节以

员单位。

不同形式参会或致辞。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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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总投资已超过20 0 亿元，企业产品品种多元
化，产业跨度从浆纸产业到高科技环保纤维产业，总投
资、年产值、税收都实现了近10 倍的增长，带动山东省
400多家企业共同发展。
目前，亚太森博已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日照市纤维素浆粕及高档卡纸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C N A S国家认可实验室等科技研发平
台，企业也参与制修订了多项行业标准、国家产品标准，
引领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制造业并不一定与环 境污染划上等号。企业管 理

者是否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企业是否下决心推
动环保技术革新，是企业能否遏制污染的关键。
亚太森博积极承担为浆纸行业树形象、正名声的

1

投资实业16年，高质量发展树标杆

使命，环保投资 超 过50 亿元，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位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是人类 赖以生存生活

居国际同等 规模浆 纸 企业之最。企业积极引进国际上

的物质基础，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是国家

的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率先推动

实力的集中体现。

与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对标，坚定“不是企业消灭污

自20 05年以来，新加坡金鹰集团通过股权收购投

染，就是污染消灭企业”的理念，在企业内部实行污染

资的亚太森博(山东)浆 纸有限公司已发展成 为山东省

事件一票否决的严格标准，推动亚太森博成为开放的国

最大的外资企业、侨资企业，也是东盟在华投资名列前

家级绿色工厂、工业 旅游示范点、环境教育基地，成为

茅的制造业企业。新加 坡金鹰集团管 理多家世界领先

传统产业绿色发展的典范。

的以可再生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制造企业和清洁能源企

该公司投资近7000万元建设全国造纸行业第一个
再 处 理城市中水 工程。该工程不仅提 升了城市中水处

业。
2020年5月，亚太森博莱赛尔纤维生产线投产。作

理水平，每年可节省1000多万立方米宝贵的水资源，同

为山东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和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

时，该项目还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产生了较好的经济

展的示范性项目，该项目的顺利投产，标志着亚太森博

效 益。这是全国第一 个再 处 理回用城市生活中水用于

从“浆纸一体化”向“浆纸+浆纤一体化”的成功转型升

公用设施的工程，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示范效应，为全

级，将带动周边 地区纤维素纤维、特种纤维、纺织、无

国的生活污水处理回用、推广找到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

纺布等产业集群发展，助力日照打造生物基新材料产业

案。亚太森博城市中水工程项目已进入国家环保宣教基

基地。

地进行展示推广。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

该公司充分利用制浆造纸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提

公司已是世界领先的浆纸、浆纤一体化环保企业，成为

供能源，每年可减少30 0多万吨的碳排放，对助力2030

海外华商和东盟企业信任山东、投资山东的一面旗帜。

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传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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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行业加快推进能源结构改革、低碳技术研发、创新技

全球采购珍贵的口罩捐赠给疫情防控一线。该公司荣膺

术应用，对推动整个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积

“2020企业公民防疫抗疫先锋”称号。

极意义。未来，该公司还会持续加大生态环保力度，促
进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

4

新项目蓄势待发，拉长产业链助力工业强省建设
作为一家侨资企业，在各 级侨联的牵线搭桥 和关

3

重视社会协同发展，共赢共建做贡献

心支持下，亚太森博立足日照，扎根山东，深耕产业链，

亚太森博以“保护环境，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利

计划近期增资48亿元新上年产50万吨高档文化纸产品

民、利国、利业”为愿景，致力于与城市共生、共赢、共

及配套改造项目，并规划了生活用纸等延伸产业链的一

享。该企业把社会责任融入到基因里，累计投入1亿多

系列新项目。

元用于公益慈善 事业。这其中包括捐资36 0 0万元建设

“这些项目的上马，为山东省良好的营商环境做了

日照图书馆、城市书房；企业连续10多年开展教育扶持

最好的注解，是东盟侨资企业引领海外投资助力工业强

活动，20多万老师学生直接受益；累计投入1300多万元

省、助力山东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山东省侨联主

开展“圆梦行动”，解决了400多个家庭的大学梦和就业

席李兴钰表示。

梦；连续13年举办“亚太森博杯”全市少年儿童环保绘
画大赛，40多万人次参与。
在2020年抗疫物资最紧缺的时期，亚太森博整合
优势资源，无偿向社会捐赠1300多吨次氯酸钠原液，从

据了解，亚太森博的后 续增资项目将 一如既往地
坚 持高 起 点 规 划，高 标 准 建 设，高 效 能 管 理，节 能 降
耗，减碳增效，助力山东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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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纸业：实践绿色循环 传承造纸文明
⊙ 李翔

成立24年来，金东纸业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3条纸

的形象。金东是最早 将 绿色造纸理念全面引入到中国

机生产线和2条涂布生产线，年产文化用纸超200万吨；

的造纸企业，并给全行业做出了表率，从植树造林到环

集聚了高新技术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 N A S认可

保制浆，然后生产出优质的纸品，已形成了一个可持续

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载体优势，企业的研发能力与

发展的绿色大循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金光集团自进入

水平均代表了国内造纸行业的最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以来，已营造了将近50 0万亩的速生丰产林，不仅

金东的研发还十分注重与环保生态相结合，如金东博士

解决了原料问题，同时也增加了森林覆盖率。

后工作站的科 研成果 ——大型纸机封闭白水系统内部

作为金光集团ＡＰＰ（中国）的旗舰企业——金东

自净化技术及机理项目，在提高白水封闭循环程度、降

仅环保投 入 就 超 过18亿元 人民币，并始 终将“挑 战 极

低吨纸耗水量、提升纸料保留、纸机运行性能和纸张性

限，追求完美”的理念应用于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之中，

能方面，效果显著，该项目已申请了发明专利。通过不断

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环境观和效益观。通过选

地科技创新，金东的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已达到了企业总

用先 进的设备、采用先 进的清洁生产技 术 和现代化的

营收的70%左右，运营效益也逐年提升，并已连续多年

管理机制，大大地降低了原材料消耗，各类污染物排放

登上中国50 0强企业、中国纳 税50 0强企业和中国企业

远低 于国家 规 定的 排 放 标 准，单位产品综 合能 耗、水

效益200佳排行榜。

耗、单位工业产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处于国际同行业

金东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传统造纸业“两高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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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买卖的传统观念。

ISO14001认证，成为同行业中较早通过该认证的企业。

除此之外，金东还十分注重厂区绿化建设，厂内绿

2007年，又通过了PEFC/COC（森林管理产销监管链）

化覆盖率已超过了60%，废水可养鱼，烟囱不冒烟，生物

认证，生产P E F C产品的纸浆均来源于可持续经营的森

悠然安家，已然成为一座花园式的生态造纸企业。

林和可控 来源，实现了从 纸 浆生产到制成纸 张全 过程

金 东 将 环 保 发 展 视 为 企 业 首要 的 社 会 责 任，从

的监控。为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减少C O 2 排放，金东还

2005年起在国内率先发布了《企业环境报告书》，2007

针对主要原、辅料 ——纸浆、化学品、包材等进行了碳

年又改版为内容更加科学、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足迹数 据统计，并于2010 年成 为首家遵循国际领先的

书》（已连续12年发布），企业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供

PA S2050 标准完成产品碳足迹测算的中国企业。在环

社会各界监督。

境管理、生物链管理、低碳管理三大体系的支撑下，金

通 过不断 地努力，金 东的环保工作得到各界的肯

东建立了先进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专门

定，2003年被授予“环境保护百佳工程”称号（当年仅评

成立了由分管副总亲自挂帅的节能清洁生产委员会，全

出77家）；2004年被授予“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首

面推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工作。

批8家之一）；2006年，在由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大学联合

近年来，金东投入节能技改资金达3.17亿元，共完

开展的“2006C C T V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活动中，

成了13项重点节能技改项目，平均年节能量达2.6万吨

公司被评为最具社会责任感“前50家优秀企业”及特别

标煤。金东还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原料中填料含量，从

单项奖“循环经济贡献奖”；2007年被国家旅游总局评

而减少浆量的使用，从源头上减少了对森林 树 木的使

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造纸行业首家）；2011年成为国

用。而污染物排放及能耗也逐年递减，目前主要生产系

家首批“两型”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创建试

统吨纸综合能耗低于《制浆造纸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点企业；2013年被评为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企

额(GB31825)》中的先进值（300 kgce/t）。

业”；2014年被评为“江苏省管理创新示范企业”；2020

金东通过开展省水节废、烟气回用、大理石渣及污

年被评为“全国水效领跑者”和“国家级绿色工厂”。

泥饼回用、粉煤灰综合利用、白水回收、放流水回用等

金东用实践行动证明了造纸企业完全可实现经济

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活动，每年直接获益 上亿元，使得

效益、社会效益、环保效益同步发展，并作为表率企业

企业从环境保护中尝到了甜头，改变了企业做环保是赔

引领造纸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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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阳光：以创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 肖凝

近年来，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及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等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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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风险挑战
面前，世 纪阳光纸 业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原料致 胜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品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使企业经受住了恶劣形势的冲击，实现企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面对“十四五”中国发展的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世纪阳光纸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为根本目的，以“创新、细节、突破”为管理主题，推动公
司三年再造一个“新阳光”，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以创新发展为主攻方向，为企业发展提供长足动力
创新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世纪阳光纸业成立之初就是靠差异化的

产品创新发展至今。近年来，创新建设的80万吨高级瓦楞纸项目、50万吨生物机械浆项目一期工
程相继投产，创新研发的“两高一低”
（高强度、高防水、低定量）产品投入市场，得到了客户的高
度认可；创新研发的生物机械浆初见成效，构筑了“以农养纸、以纸惠农、农纸结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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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优势。世纪阳光纸业将继续进
行立 足于市场 需 求 的产品 研发 和
创新应用的落地，培养出一支高水
平的科技研发团队，使研发水平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为公司发展提供
长足动力。

2

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
世 纪阳光 纸 业 近年来 一直以
E R P 管 理为手段，以流 程管控 为
重点，以对 标管 理为方向，不断向
管理要效益。在全面实施ERP有关应用的同时，又陆续上马了TPM全员生产维护项目、MCMS财
务信息化系统、H R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等，企业综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下一步，将依托阳光未来
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围绕生产制造模块，完成M E S项目上线业务支持，固化生产工艺，智能调
度能源，提高生产效率，即时精细化的成本核算，为生产系统管理带来跨越式发展；围绕公司发
展战略，全力推进基于B P C的全面预算项目，实现对企业运营过程有效地分析、预算和决策；加
快5G智能制造项目落地，加速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企业设备管理智能化提升、
运输管理智能化提升、区块链互联互通等，打造行业标杆。

3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世纪阳光纸业始终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一直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在原料主要用废旧纸

箱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环保投入，投入巨资引进国际一流的污水处理设备，积极探索废水深度处
理模式。目前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0%，清水耗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沼气通过工艺精制成天然气，将造纸产生的污泥进行干化，当作热电锅炉燃料，建立起了循环
经济产业链。同时，建设了固废处理综合利用项目，合理处置固体废物，做到固废减量化、无害化
处理；对所有产生异味的设施进行封闭，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使得企业环保管理迈入国际领先
水平，形成生产和治污的良性循环。

4

提高企业文化凝聚力，建设一流团队
优秀的团队是铸就一流企业的坚强基石，为保证企业发展必须建设一支文化一流的管理干

部队伍和员工队伍。世 纪阳光纸 业将持续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推进员工职 业生涯发展，开展
好员工职级评定工作，为干部员工队伍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建立完善阳光培训学校，形成较为
完整的培训管理体系，用3-5年时间打造一支敬业、高效、稳定、职业、全能型团队；狠抓团队作
风建设，打造文化认同、素质过硬、创新务实、敢于担当、带领团队冲锋陷阵、实现业绩的干部队
伍；以深入企业文化落地为主旋律，把“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锐意改革的创新思维，勇于负责
的担当意识，吃苦耐劳的奉献情操，忠于职守的团队作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企业文化内涵及
“以人为本、客户至上、业绩导向、质量优先”的核心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理念融入到全员的工作、
任务中，引导和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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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运达有个中国“新”：
创新铸就国产制浆装备核心竞争力
——专访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超峰先生
⊙ 本刊记者

宋雯琪

李玉峰

张洪成

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超峰
先生。
运 达成 立于1981年，是国内专
业设计研发、生产制浆设备的企业，
而作为运达创始人的许超峰更是我
国制浆 装 备发展历 程 的亲历者、参
与者。在采访中，他表 示，国产制浆
装备的发展是随着我国制浆造纸行
业 的发 展而同步启 航 的，离不开行
业与企业不断的自主研发与创新。在
这一过程中，运达也开发出了自己的
明星 产品，研 制 开发 的废 纸 散包干
法筛选系统、造纸固废系统、流送系

董事长许超峰先生

2 019年，一篇题为“让 全 球 纸

统、造 纸 制浆系统等主导系列产品

业爱上‘中国造’”的 文 章在《中华

得 到了行业 肯 定，为国产 装 备 的 转

纸业》杂志发表，吸引了众多读者的

型升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目光，文章篇幅虽然不长，但简明扼
要 的 叙 述与 表 达，充分 体 现了一 位
我国制浆装备行业的参与者对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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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国产制浆装备高质
量发展

产设备自主创新、走出国门并走向世

进入 2021年，运达迎来了成 立

界 的深切 期望，叙 述了国产 制浆 装

四十周年，而运 达 的成长也 始 终 伴

备从“跟跑”、
“并跑”再到“领跑”

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浆装备行业

的发展 过程。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

的发 展，可谓国产 制 浆 装 备发 展 的

《中华纸 业》的老朋友—— 郑州运

见证与推动者。对此，许超峰表示，

INTERVIEW

特 写

家工程实验室废纸制浆研发中心等
多个创新平台。
为了 产 品 更 加 专 业 化 和 绿 色
化，2 019 年，运 达 正 式 成 立了智 能
装备研究院，加大研发创新的投入，
运达智能装备研究院下设磨浆技术
研发中心、精密筛分技术研发中心、
再 生纤维制浆 技 术研发中心、绿 色
智 能 制 造 技 术研发中心，在多 个不
同领域加快创新的脚步。
产业的调整给企业既带来了挑
战又带来了机 遇，特别2 0 2 0 年国家
禁废令实 施 以 后，国内废 纸 以及再
生纤维的高效利用就成了亟待解 决
的问题，作为中国造 纸 学会再 生纤
维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许
超 峰也十分关心 行业 发 展，希望 通
过提升废纸制浆设备的技术创新，
助力再 生纤维行业的高 效 利用。而
运达智能装备研究院的再生纤维
制浆技术研发中心自成 立以来便致
运达董事长许超峰（中）与本刊记者合影

力于再生纤维造纸高值化利用的研
究，通过i-C T M P高得率制浆新技

随 着 我国造 纸行业的发展，我国的

家知 识 产权优势 企 业；拥有河 南省

术现实了农业废弃物和林业废弃物

制浆装 备行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企 业 技 术中心、河 南省制浆 造 纸 装

的高效利用。

展，我们 希望 通 过不 断努力改变行

备工程 技 术研 究中心、制 浆 造 纸国

除了技 术创新，运 达同样 注 重

业对于国产装备工艺陈旧的刻板印
象，提高国产装备的影响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 的灵魂，是社
会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十八届五中
全 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已经上
升到了更高的战略高度，对 于企 业
的 意 义也 愈 加 深 远。对 此，许 超 峰
表示，运达有个中国❤“新”，而这个
“新”便是创新，通过持续创新推动
心愿的达成。自创立以来，运达始终
坚持 走创新发展 之 路，经 过多年的
发展，现在已经是高新技术企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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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创新，坚持 精益 生产和大质量

雨天 刮不干净，那这便会 大 大 影 响

次在安全通道两侧排列，干净整齐。

管 理体系建 设，被中国轻 工业 企 业

了我们的体 验 感，这便是不 可靠的

安全通道尽头，可以看到十分醒目的

管 理协 会授 予“全国轻工业 企 业管

表现。用户对产品可靠 性有极高 的

“‘鼓’舞中国，
‘磨’好 未来”八个

理创新先进单位”。

要求，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在制浆设

大字，这也是运达明星产品的象征。

备 的 研发 生 产中更是如 此，产品的

“鼓”代 表了运 达的 转鼓碎浆机 和

“鼓”舞中国，
“磨”好未来

可靠直接影响着整个生产线的运行

欧达筛鼓，
“磨”代表了高浓磨和低

“ 可 靠 、节 能 、高 效，是 我 们

效率。因此，在运达所有产品的研发

浓磨，而明星产品的核心理念同样是

的不懈 追求，其中可靠性 永 远是第

与制 造中，都 始 终将可靠性 放在 首

“可靠性”。

一 位的”，许超峰 表 示。对此，许总

要位置，并同时兼顾节能与高效。

据 统 计 ，运 达 转 鼓 碎 浆 机

特别以汽 车行业为例做了生动的解

在 采访中，记 者也 走 进了运 达

订 单 数 量 位 居 国 内 前 列 ，主 打

释，试想如果我们买了一台车带朋友

的生产车间，双盘磨、内流筛、中浓

型 号Φ3,2 5 0 m m、Φ3,75 0 m m、

出去玩，玻璃有问题关不上，雨刷器

筛、超级筛、转鼓碎浆等制浆设备依

Φ4,000m m、Φ4,250m m，新设计
的 转 鼓 直径可 达 4,5 0 0 m m 。集 碎
浆、筛 选 于 一 体，特 别 适 宜于 未 经
拣 选的废 纸 原料的碎浆，对于扩大
二次纤维的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
染，节约能源，实现造纸设备绿色环
保、高效节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作为 运 达 的又一系列产品，高
浓盘磨机的生产依据国内原材料特
点 进行了大 量 分析 研 究，开发出的
G P M系列新型产品，具有结构合理
紧凑，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浓度
高、耐压高、运行稳定的特点，主要
用于化机浆、半化学浆生产线，其中
智能监控系统还可对高浓磨浆系统
的工作 状 态 进行有 效 监 控，确 保设
备出现冷却水缺失、油温过高、磨机
震动超标、旋转部件停转等异常时，
系统 能自动 报警或停机，实现 对 设
备的有效保护。G P M系列产品是利
用木片、竹片、枝丫材、秸秆等农林剩
余物，是高得率制浆的核心设备。
运达精密筛分技术研发中心已
有十 年研究，主要 研发 欧 达筛 鼓产
品，主打“欧洲技术，运达制造”，
制造出节能、高效、长寿的筛鼓。对
此，许超峰表示，由于筛鼓是制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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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转型、向数字化与智 能化 转型
都 是 运 达 正在走、也 将坚 定走下去
的道路。
向智能制造之路扬帆启航
2 0 2 0 年，运 达中标《国家工信
部2020年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
应商》、被工信部评为《环保装备制
造业（固废处理装备）规范条件》企
业。许超峰认为，在“绿 色智能”上
多下功夫，这是每个企业的责任。
在运达智能装备 研究院中，有
一个 新兴的部门，那便是 绿色智能
制造技术研发中心，据许超峰介绍，
该中心于2 019年成 立，是 运 达向智
能制造迈进的关键一步。
在智能 制造方面，运 达积极响
应“中国制造2025”，投入数千万资
金 快 速 进行设备 升级 换代，引入智
能化先 进设 备。为了打造 运 达 的智
能 装 备之 梦，许 超 峰 表 示，公司 计
划将运达的磨浆机与筛鼓等明星产
品做成两条智能 制造生产线，预计
2021年年底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
投产，打造出我国制 浆 装 备智 能 生
产线。
质保 障 的关 键 核心部 件，所以产品
的可靠性便尤为重要。
转型升级：生产型制造向服务
型制造的转型

业”。

“智能 生产线建成 后，一端 进

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主要体现为

原材料，一端出成品，使我国制浆装

服务 领域 业务的开拓与发展。近年

备制造也可以像汽车生产流水线一

来，运达的产品维修水平逐渐提高，

样 生 产 制 浆设 备。”许 超 峰 兴 致勃

对 于行业内的高浓 磨 浆机、转鼓碎

勃、信心满满地说道。

发展 服务型制 造是“中国制 造

浆机、筛鼓等产品的维护游刃有余。

智能化将是未来整个装备制造

2025”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此前为某大型造纸集团维修了直径

行业 的发 展方向，通 过智 能化升级

分，随着行业细分领域的不断分化，

为4,500m m的转鼓碎浆机，并对多

提高硬件与软件，降低人的依赖性，

运 达也 在 加 速 生 产型制 造向服务

台外资品牌的转鼓和高浓磨浆机进

即便是新员工也能更快地适应生产

型制 造的 转型，实现制 造与服务 创

行了维修和改造，有效的解决了进口

节奏。此外，运达将继续向下游客户

新 融合。2 0 2 0 年，运 达更是 从 郑州

设备维修难、维修贵的问题。

延伸智能制造成 果，通 过软件 技 术

市 数百家企 业中脱 颖 而出，被 郑 州

对 于行业创新，许超 峰总是有

市工信局评为“服务型制 造 示 范 企

勇气尝试和挑战，他表示，向服务型

将设 备异常信息 上传 到云平台。通
过云平台，快速准确地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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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适用于国内化 机 浆 生 产，降 低了

两个字道出了运达取得成绩的关键，

污染物和化机浆的生产成本。此外，

“可靠”是运达的核心竞争力，无论

运达智能装备研究院下设的四

几位外籍专家也都 在固定领域取得

产品、技术、品质和服务，运达都是

个 部门中，每 个 部门都 有独 立 的人

了突出的成 就，他们 的 加 入也 为 运

可靠的供应商。

才与团队，这是 运 达 重 视 研发创新

达 的 研发注 入了蓬 勃的力量，也 标

风 风雨雨四十 载，四十岁的运

的另一个体现。

志着运达围绕制造产业链的创新团

达已 经 迈 入了不 惑 之年，而我们 也

队已经形成。

相信不惑之年的运 达也 必 将走出

创 新 离 不 开人 才：运 达，人 才
是第一生产力

以 磨 浆 技 术研发中心为例，该
中心 致力于化 机 浆 装 备 研发，聘请

正 如 许 超 峰所言，运 达，人 才

一条越来越清晰明朗的创新之路。

多位外籍专家和国内专家，形成了主

是第一生产力，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在带 领运达走向国产装备自主创新

要 的 研发团队，其中磨 浆 技 术中心

事，集合所有的的资源做一件事，奠

之 路 时，许 超 峰将自己形容为 一 位

技术总裁、教授级高工陈永林，主要

定了运达持续创新和未来可持续发

“取 经人”。他说 道：
“我 就像 唐 僧

负责化机浆关键设备的研发工作和

展的坚实基础。

一样，也 想在 发展的道 路上取得真

化机浆关键设备的产业化和工程化

经 过四十年的努力，运 达的产

经，一直走在取经的路上，需要经历

工作，被 认 定为郑 州市地方级领军

品不仅 覆 盖国内各 省份，为业内龙

九九八十一难，在这一过程中，企业

人才，这不仅是陈永林个人的荣誉，

头 企 业提 供制浆系统 产品，也 积极

也 有困难 和坎 坷，正如在取经 路上

也 是 运 达人 才引进计 划 的 重大突

参 与“一 带 一 路”的 布局 与建 设 。

需要渡过许多难关一样，跌宕起伏，

破。许超博士从事 高得 率制浆研究

明星产品销往 越南、伊朗、印度、泰

但最终会取得真经。”

与生 产3 0 年余年，曾任美国安德里

国、印尼、缅甸、乌兹别克 斯 坦、塔

这一比喻栩栩如生地诠释了运

茨制 浆 研发中心首席 科 学 家、工艺

吉克斯坦以及俄罗斯、芬兰、巴基斯

达的“取经之路”，而我们也相信经

技 术总监，许超博士加入 运 达 磨 浆

坦、马来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

过四十载的努力与未来的传承与发

技 术团队以来，结合中国造 纸 原料

澳大利亚、新加坡、土耳其、阿根廷

扬，运 达 终将 会在国产 制浆 装 备 领

复杂等特点，提出了i-C T M P节能

等2 8 个国家，使更多国产设备 走出

域取得“真经”，而运达的真经便是

型化机浆新技术及关键设备开发技

国门，真正实现让全球纸业爱上“运

“精诚专业，服务造纸”的精神，是

术，使 运 达在化 机浆生产工艺技 术

达制造”、
“中国制造”的梦想。

运 达 有个 中国 ❤“ 新 ”的 梦 想与 传

上取得 突 破 性 进 展，化 机 浆设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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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
⊙ 本刊特约观察员

郭兴鲁

这篇专访写的不错，突出了“创新”重点，点面结合，

进等等优秀品质。他的执着除了表现在日常工作和事业追

文笔也流畅。为写好这篇文章，记者多次修改拟定提纲，

求上，甚至在日常生活上也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着装，除了

深入运达公司车间班组，与许超峰 董事长对话，还与运

工装，就一直是白衬衣、黑西服。许总在工作事业上还是

达各层面人员交流。

个完美主义者，运达生产场地的现场管理，办公场所的整

对于运达，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二十多年来，我多
次专访运达，期间还在公司长住了大半年，与运达员工朝

洁有序，甚至楼梯、走廊乃至洗手间的管理都十分规范。
毫无疑问，这种特质肯定也会体现在运达产品质量上。

夕相处，参加公司的班前班后会议及其他文体活动，帮运

自成立之初，运达坚持“品质第一、成本第二、价格

达办了企刊。最近一次去运达是今年五月，郑州水灾之前

第三”的竞争原则，把产品质量当成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的两个月。

为了加快运达大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的进度，形成人人关注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我第一次去运达，是到新密市

质量的良好文化氛围，并最终将大质量管理体系作为一种

大隗镇（号称中国第一造纸镇，当时有一百多家造纸厂）。

文化永远传承下去，郑州运达一直坚持将精益生产作为规

当时，运达的厂房十分简陋，主要生产一些当地小纸厂用

范公司生产流程的行为指导规范，并引进6S等生产管理

的零配件。如今，运达所在地的郑州国际机场薛店工业园

工具，通过合理化提案等方法引导运达的每个员工“全员

新址，一座座新厂房拔地而起。建造期间，我曾陪同余贻

参与，积极改善”的机制，让运达的生产流程不断优化，

骥、胡宗渊等多位已经故去的老前辈参加动工仪式。这些

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和完善。

画面，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运达自成立之初就把人才当做企业发展的命脉。坚

感慨万千，可归纳为一句话：看企业如何要看创始

持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相结合的模式，使运达团队职业

人，上述采访的最后，许超峰董事长用“可靠”两个字对

素养稳步提升；为运达团队保持创新能力提供坚实基础。

自己所创建的公司，对运达的核心竞争力，对运达所取得

此外，运达 还会根据行业发 展和自身的需求不断引进高

的诸多成果等等作了极简洁明了的评价。我看用这个字评

端技术人才，比如磨浆技术研发中心总裁陈永林、总监韩

价他本人也十分恰当。常言道“文如其人”，扩而大之，也

春梅、工艺总监许超博士等，不断加入的高端人才为运达

可以说“企如其人”。看一家企业，看这家企业的产品、信

创新研发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目前公司共有员工310

誉、现状和前景等等，有多种评价因素，但至关重要的是

人，其中研发团队74人占比25%。其中拥有中级以上技术职

看这家企业创始人的人品、三观、能力、格局等等。

称13人。

运达是一个有“故事”的企业，创始人许超峰更是一

“山高人为峰 ”。山再高，高不过 站在山顶之 上的

个有“故事”的人。他和他创建的企业都有点传奇。与一

人。殷切期望许超峰董事长能带领他的创新团队和全体

个素不相识的人结识交往，第一个照面很重要。我与许总

员工不断艰苦攀登，不断超越新的高峰。

初次见面，是在大槐镇他那个简陋车间的生产现场。给我

我坚信，凭着他的“让全球纸业爱上中国造”的民族

的最初印象是这位中原汉子有点腼腆，不擅言辞（当然如

豪气和家国情怀，凭着他的“抓铁有痕，滴水穿石”的坚

今口才很好，很能说了）。后来，随着一步步深入接触交

实坚 韧，加之 运达打造了一支技术精湛、综合能力和素

往，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了执着、沉稳、务实、创新、好学上

养优秀的团队，运达必定会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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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回收率被欧洲消费者低估，提高公众意识是行
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发展，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英国，大多数消费者严重低估了纸张的回收率，认为纸张的回收率并不是很高，这种情况在除英
国外的其他国家也同样普遍。
然而，纸张实际上是全球回收率最高的材料之一，消费者对纸张回收率的低估令人担忧，无
疑不利于纸张的推广和进一步普及。
纸张回收率被低估
纸是世界上回收率最高的材料之一。2020年，欧洲纸张综合回收利用率为74%，有5600万t纸
张被收集和回收利用，其中，包装用纸回收率更高，达到85%。
然而，国际非营利组织Two Sides和独立研究公司Toluna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了解消费者
对印刷品和纸张看法的变化，每两年统计一次。该研究显示，英国有46%的消费者认为使用纸和
纸类包装是浪费的，严重低估了纸张的回收率。只有17%的英国消费者认为纸张回收率超过60%，
15%认为回收率甚至低于20%，34%的消费者认为回收率介于20%-39%之间，34%认为回收率介于
40%-59%之间。
调查显示，由于年轻人热衷于数字化通信和电子设施，所以18-24岁的年轻人对纸张回收率
的误解最大，年轻人中只有12%认为纸张回收率超过60%。
然而实际上，纸的回收率要优于许多类似功能材料，例如玻璃回收率74%、金属回收率80%、
塑料回收率42%等。
再生纤维和原生纤维都具有可持续性
研究发现，66%的英国消费者认为只有使用再生纤维（废纸）才是有利于环保的行为，即废纸
对环境更友好，大多数消费者都了解废纸回收的必要性及其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据统计，2020年，在欧洲造纸行业，再生纤维使用占所有纤
维原料的56%，纤维平均回收3.8次，经过多次使用后，回收的纤维会逐
渐降解。
但是，由于纤维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消耗，所以原生纤维的
使用同样是必要的，而且欧洲国家使用的原生纤维大多来自北欧可再
生的森林，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纸张与森林行业的其他误解
造纸和印刷行业的诸多误 解 都来源于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错误认
知，近年来，数字通信的发展更让许多欧洲的年轻消费者加深了对造纸
行业的偏见。
研究发现，在英国，只有9%的消费者了解欧洲的森林资源呈正增长
趋势，在2005年至2020年期间，欧洲森林增长了58,390km ²。这个面积
甚至大于瑞士全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森林每天增长1,500个足球场的
面积。
另一个误区是造纸和印刷过程中使用了大量能源。事实是，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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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造纸和印刷行业是可再生能源和减轻碳影响方面的领先行业之一，并且是欧洲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工业用户。欧洲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低，仅占欧洲工业排放总量的0.8%。
对此，Two Sides欧洲区董事总经理Jonathan Tame表示，只有真正澄清这些误解，人们才
能了解纸张作为循环经济原材料的可持续性，了解造纸行业也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

疫情持续刺激俄罗斯包装用纸需求
根据俄罗斯本地媒体报导，持续的疫情和生态
问题为俄罗斯纸类包装市场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刺
激包装用纸需求不断增长。
根据俄罗斯造纸商协会(Bu mprom)数据，2020
年俄罗斯工业用纸产量显著增加，其中包装用纸产
量增长最快，同比增长20%。包装用纸中，纸袋纸增
长36%，用于瓦楞包装的漂白纸板增加83%。此外，
其他纸板的产量增加了15%，纸巾、卫生纸等产量增
加了10%。
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俄罗斯国内市场的纸类
包装价格也在上涨。2020年，包装用纸平均价格增
长了30%，自2020年12月以来，市场价一直以每月5%15%的速度增长。这一现象促使许多国内纸厂开始转型，例如，俄罗斯Volga纸厂以生产新闻纸为
主，2020年新闻纸产量占总产量的80%，而最近已经计划提高包装用纸产能，将包装用纸份额提
高到60%，从而适应俄罗斯国内包装纸需求的增长。分析师分析认为，俄罗斯包装用纸需求的增
长主要与电商销售和纸张取代塑料的趋势有关。

Smurfit Kappa3.6亿欧元收购意大利Verzuolo
近期，S m u rfit K ap p a宣布以3.6亿欧元现金收 购意大利北部的箱板 纸厂Verz u olo。
Verzuolo工厂隶属Burgo集团，靠近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港。其PM9纸机于2002年新建，2019
年改造成为一个60万t再生箱板纸机。
Smurfit Kappa未来战略定位为服务南欧地区等市场，Verzuolo造纸厂与Smurfit Kappa
的现有业务高度互补，确保Smurfit Kappa为瓦楞纸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此次收购将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包括技术和生产优化以及加强集团内部的箱板纸整合，
并与其他重大投资形成高度互补。据悉，此次收购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

瑞典纸企Fiskeby Board收购德国纸企Baden Board
瑞典再生纸板企业Fiskeby Board近日宣布收购德国纸企Baden Board，提高自身的纸板
产能和行业影响力。
Fiskeby Board成立于1637年，主要生产100%可再生的纸板产品，Baden Board生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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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销往德国及周边地区，收购完成之后，预计总公司产能将翻一番，并大大拓展旗下产品种
类，提高在中欧地区的影响力。

俄罗斯百年企业——Pitkyaranta浆厂进行现代化改造
Pitkyaranta纸浆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纸浆和造纸厂之一，位于卡累利阿（Karelia），该厂于
近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今年的产量将大幅增加。现代化改造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4亿卢布，安装
了新的设备和系统。
Pitkyaranta纸浆厂是卡累利阿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之一，2021年是其成立100周年。目前，该
厂未漂白纤维素的年产量预计约为11万t，公司在俄纤维素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此次改造还将
增加一个新的木材加工厂，纤维素年产量将升至13万t，并改善其质量特性。
由于受到疫情以及消费市场转型的影响，今年，位于卡累利阿的许多制浆造纸企业都进行了
转型升级，除了Pitkyaranta纸浆厂之外，Kondopoga纸浆厂也将进行现代化改造，控制新闻纸
产能，提高其他纸种的产能占比。此外，俄罗斯最大的木材控股公司之一Segezha集团也将在卡
累利阿建设新的纸浆和造纸厂，项目总投资约1,780亿卢布。

普乐集团以4.12亿欧元收购欧洲包装纸企Elif
近日，全球可持续包装企业普乐集团（Huhtamaki）宣布已签署收购协议，收购欧洲包装纸
企Elif，后者是一家为全球快速消费品提供可持续软包装的供应商，在土耳其和埃及等地设有
工厂。
收购完成后，普乐集团将提高其在土耳其、埃及以及周边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此外，此次收
购还提高了普乐集团的技术能力、扩大了产品范围。
Elif成立于1972年，专门从事可持续软包装的生产，超过90%的产品是可回收的，产品主要销
往欧洲、中东和非洲。2020年，Elif净销售额接近1.63亿欧元。
据悉，普乐集团将以4.12亿欧元的无现金无债务购买价格收购Elif，收购之后该公司将成
为普乐集团软包装业务部门的一部分。

包装纸企A m c o r计划投资3,500万美
元新建两个创新中心，分别位于欧洲
和中国
8月16日，A m c or宣布计划新建两个最先进的创新中心，分 别
位于比利时根特和中国江阴。新工厂将在未来两年内全面扩建，在
2022年中期迎来客户，总投资约为3,500万美元。
A m cor行政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主要为食品、饮料、制药、医
疗、家庭和个人护理等行业提供可持续的纸类包装产品，业务遍布40
多个国家，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创新中心扩大了Amcor的全球网络覆盖范围，新的创新中心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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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部分客户所需求的功能，例如沉浸式的客户体验设施，用以了解消费者的看法，并进行合作
创作；先进的分析和材料科学实验室；专用的中试制造设备；复制客户操作以进行试验而不中断
客户生产的包装机械；跨多种材料的最新包装回收和堆肥技术。
“我们的创新设计中心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可以在不中断商业运营的情况下测试
各种材料的新想法和技术。”Amcor柔性业务首席技术官威廉杰克逊说，
“我们的客户将能够在
世界任何地方使用我们的创新技术，并通过网络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

美洲
America

Klabin正式启动Puma二期项目首台纸机，第二台纸机
也在筹备中
作为巴西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和出口商，Klabin在其增长战略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式
启动了位于巴拉那州奥尔蒂盖拉（Ortigueira, Paraná）的Puma二期项目的首台纸机(MP27)，
Puma二期项目是公司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项目。MP27纸机产能为450,000t，生产Eukaliner®品
牌牛皮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100%由桉树纤维制成的牛皮纸。
Puma二期项目是Klabin纸业2019-2023年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额约达129亿雷亚
尔（约合164亿元人民币），于2019年启动，是该司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包括建造
两台总产能达92万吨/年的浆纸一体化牛卡纸机。首台纸机的投产标志着该项目进入一个重要里
程碑，增强了其与技术相结合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此前，经过对消费者习惯和市场趋势的研究，Klabin发现了桉树纤维牛皮纸的市场潜力巨
大，最终使Eukaliner®牛皮纸的开发成为了可能。Eukaliner®牛皮纸是公司的专利产品，产品
销售率100%，广受市场认可，销往国内和国际市场。
“Eukaliner®品牌牛皮纸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由桉树纤维制成的牛皮纸，这种创新产品
结合了一系列竞争优势，拥有更坚固的结构、更好的印刷质量和可持续性等。”Klabin纸业总监
Flávio Deganutti解释说。
在首台纸机MP27启动的同时，Pu ma二期项目的第二台纸机的建设也已经启动，计划于2023
年投产，并遵循所有强制性的行业健康和安全协议。第二台纸机MP28年产能46万t，将专注于纸
板生产，巩固Klabin作为液体（牛奶和果汁）和加工食品（谷物、巧克力、比萨等）纸板全球生产
商的地位，此外也可用于个人和家庭护理产品（洗衣粉、牙膏）和罐头、瓶子的多种类型包装。
可持续发展战略
Pu ma二期项目一直致力于在提高产能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其中计划建造一个硫酸厂，自
给自足地生产各种化学品，用于纸浆和纸张生产过程。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建设生物质气化厂，将为石灰窑提供可再生燃料，取代化石燃料，在气化
厂中还将安装涡轮发电机，把蒸汽的热能（由生物质回收和强度锅炉产生）转化为电能。
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
1934年，Klabin在巴拉那州建立了巴西第一家综合纸浆和造纸厂，并在该州占有重要地位。
从那时起，Klabin便开始积极地为该州的地方发展做出贡献，带动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过去十年，Klabin在巴拉那州的投资已超过200亿雷亚尔。此外，到目前为止，Puma二期项
目已经创造了超过21,300个直接和间接的工作岗位。在建设阶段，76%的工人居住在巴拉那。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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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首台纸机MP27，Klabin雇佣了384名专业人员。在林业领域，Klabin聘请了75名专业人员从
事采伐和物流工作等。
在Puma二期项目的建设过程中，Klabin还陆续在附近12个城市开发了教育、家庭农业、公
共管理、固体废物、创业和打击暴力侵害儿童以及妇女的行动等社会项目，总投资约1,200万雷
亚尔。

Suzano二季度运营情况良好
拉丁美洲最大的纸张和纸浆生产商Suzano发布报告称，2021年第二季度产生运营现金流49
亿雷亚尔（9.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7%，是公司成立以来取得的最佳季度业绩。
Suzano是世界领先的桉木浆生产商，二季度取得突出的业绩得益于纸浆销售和市场价格上
涨的推动，使得造纸部门的商业和运营表现都十分稳健。
报告显示，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纸浆销售量为250万t，纸张销售量为29.6万t，二者为公司贡
献了98亿雷亚尔的净收益。
目前，Suzano纸浆产能为1,090万t，造纸产能140万t。

巴西纸企Irani启动2号纸机现代化升级改造
近日，巴西造纸生产商Irani宣布启动了2号纸机现代化改造重大项目，将由Hergen公司实
施，改造完成后，将完全取代现有的干燥部分，包括MG烘缸。
该改造项目还包括提供一个新的表面卷纸机，一个新的碎块辊以及对长网造纸机、压榨部
和复卷机的改进。所有目前使用的铸铁烘缸将被直径更大的钢制烘缸取代。更大的干燥段加上
Hergen公司生产的智能钢制烘缸所具有的更好的传热性，将增加产量。
目前由铸铁制成的直径为3,000m m MG烘缸将替换为直径4,200m m的钢制烘缸。新的钢制烘
缸内表面平坦，且具有适用于烘干功能的冷凝水收集器。
新型烘缸的金属化改造将通过一个特殊的过程完成，该过程可造就高表面硬度，非常低的
孔隙率和卓越的表面精加工（超级精加工），以及优秀的表面处理（超级处理），最终提高产品
的质量。

亚洲
ASIA

疫情并未导致哈萨克斯坦纸张产量大幅下降
据当地 媒体报道，疫情并未
造成哈萨克斯坦各纸种产量明显
起伏。据统计，哈萨克斯坦卫生纸
销售量为1,900万卷/月。2021年上
半年，该国卫生纸 产量为1.83万
t，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7%。大部分
卫生纸产能集中于该国最大城市
阿拉木图市，该市产能约占全国的

70

第42卷第17期 2021年9月

环球扫描

GLOBAL

环 球

global scan

84.7%，其他主要产区包括阿克托别地区和奇姆肯特。
总体而言，2020年哈萨克斯坦当地卫生纸企业总产量3.69万t，仅比疫情前的2019年（产量
3.61万t）增加了2%，变化不大。
当地主要纸张生产商有Karina Trading LLP、Parus Production and Printing Plant
LLP、Foreign Enterprise Maolin Company LLP等。根据调查显示，哈萨克斯坦国内企业基
本可以满足当地69.3%的卫生纸需求（内销加出口），进口份额为30.7%。

维美德向马来西亚Muda纸厂提供关键纸机技术
近日，维美德将向马来西亚Muda纸厂9号纸机提供关键的纸机技术，其中包括多项升级工
程，该项目计划于2022年第二季度投入运行。
该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新增订单之中，订单价值不予披露，不过
根据规模和项目范围计算，预计该订单价值约为300万欧元。
该项目中，维美德将主要提供提高造纸机性能的高科技设备，此外还包括一个新型金属MG
烘缸，其结构基于研究和应力分析，为提高操作效率、能源效率和速度创造了新的机会。MG烘缸
将与生产线的远程控制系统和传输箱配合运行。该纸机幅宽3,600m m，主要生产定量为20-60g/
m²的食品包装纸等，车速800m/min，产能为80t/d。

非洲
AFRICA

瓦楞包装纸企Klingele继续扩大西非市场投资
瓦楞包装纸企Klingele Pap er &
Packaging Group成立于1920年，总部位
于德国，主要生产基于废纸和可持续原生
纤维的瓦楞原纸，以及创新和可持续的包
装产品，在欧洲、非洲和中南美洲拥有13
家瓦楞纸板厂、8家加工厂和1家板材厂。
目前，Klingele宣布将继续扩大其在
西非市场的投资，在塞内加尔新建一个瓦
楞板材工厂，该工厂预计将于2022年夏季
开始生产，融资过程得到了德国发展金融
机构(DEG)的资金支持。
Klingele一直致力于在非洲的投资布局，早自2013年以来，Klingele便一直在非洲西北部
的毛里塔尼亚开展造纸业务，现在毛里塔尼亚拥有两个工厂，专注于为渔业部门和工业客户提供
纸类包装。
目前，塞内加尔新工厂已经部分建成，将于2022年第一季度安装一台四色制箱机连线机，
配备一台三色模切机和五台盒装机，生产的纸类包装将主要用于农业以及渔业和更广泛的食品
部门，初期产能预计为4,000t。未来Klingele的长期目标是覆盖从摩洛哥到加蓬的整个西非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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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 a st e rJe t P r o G流浆箱，并对现有的网部进行改
造，升级为T Q v I I，达到最佳的成形匀度；前干燥部

投资建设

将安装P r o R e l e a s e+高效稳纸器，提高纸幅高速运
行时的稳定性；全新的Sp e e d Siz er膜转移施胶机和
C o m b i D u o R u n后烘干部，以及现有自动化系统的升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首期再生能源
试点项目投产

级。11号机在改造后年产能将达到52万吨，设计车速
1800米/分钟，计划于2023年投产。
此次华泰纸业和福伊特的再次携手，证明了华泰

本刊讯［亚太森博（广东) 消息］ 投资400万元、

纸业对福伊特的信任，并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关

年发电量超百万千瓦时的1兆瓦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日前

系。11号机的改造升级标志着山东华泰纸业将完成

在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成功并网发电投入使

从新闻纸向高品质文化纸的转型，成为高档文化纸市

用。据了解，这是亚太森博首期再生能源试点项目，也是

场的行业标杆。

公司持续探索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一步。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响应国家号召，
根据集团的安排，争做绿色工厂的排头兵，积极开发
和利用当地的太阳能资源，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充分

玖龙纸业向福伊特订购5条全新BlueLine
OCC线

利用厂房屋面，建设屋顶光伏电站，既为公司提供额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玖龙纸业已委托福伊特

外的电源，也改善公司的能源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

为其在马来西亚和其他海外工厂提供5条B l u e L i n e

道路。

O C C备浆生产线和两套流送系统。福伊特作为整线供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为108.4万千瓦时，每年减排二

应商，具有先进的工艺流程和节能技术。新系统的总

氧化碳约691吨。与传统火电厂相比，不仅节省化石燃

产能将达到250万吨/年，计划于2022年和2023年投

料，更多的是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产。

尘等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对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有积极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造纸制造商之一，玖龙纸业在
可持续造纸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凭借技术先进的生
产线，玖龙能够始终如一地生产出最具竞争力的环保

华泰纸业PM11将由新闻纸改造转产双
胶纸
本刊讯（福伊特 消息) 为了更好应对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日前山东华泰纸业委托福伊特对其11号
机进行全线改造和升级，转产高档文化纸。改造的重
点是提高产品的质量，福伊特将为11号机提供全新

产品。福伊特的O C C备浆系统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使客户能够实现强劲的可持续增长。
之前福伊特为玖龙提供的5条O C C线已经在中国
投入运营。过去两年内，福伊特为中国市场提供了20
多条O C C线，市场份额超过60%。到目前为止，福伊特
已经在全球交付了超过7万台备浆线设备。

金鹰集团120万吨白卡纸、30万吨生活
用纸项目落户江西九江
本刊讯（鞠华 报道) 8月29日，江西省九江市濂
溪区举行金鹰（江西）产业园赛得利高档白卡纸、生
活用纸两个项目签约仪式。
据介绍，年产120万吨白卡纸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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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得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预留的发展用地上，占

能力，将成为越南北部及周边区域纸包装制造基地，

地约为800余亩，年产12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主要

对山鹰国际进入东南亚市场、促进包装行业市场提升

应用于一次性纸杯、烟盒、食品和液体食品包装等。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资金总投入约为50.8亿元，年销售收入约50亿元，年
纳税2亿元，可新增就业岗位2000人左右。年产30万

维美德向重庆理文提供碱炉改造服务

吨生活用纸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濂溪区化纤工业基 地
内，新增用地约450 余亩，投资约25亿元，年产30万

本刊讯（李芳 报道) 近日，维美德将向重庆理

吨高档生活用纸。年销售收入约20亿元，用工约1500

文制浆有限公司提供碱炉改造服务。项目预计在2022

人，年税收约5400万元。一期年产10万吨，资金投入

年第二季度完成。

约为6.5亿元，年销售收入约7亿元。

重庆理文制浆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张鼎军说：
“维

今年6月11日，金鹰（江西）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

美德的解决方案将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并将经过验

落户九江市。该项目选址濂溪区化纤工业基地，总投

证的先进技术知识与最新的创新相结合。我相信维修

资概算105亿元人民币，包括投资60亿元的120万吨

后的碱炉能实现更为安全、平稳、高效的运行。这一

／年高档白卡纸项目，25亿元的30万吨／年高档生活

项目的成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用纸项目，及20亿元的15万吨／年水刺无纺布二期项
目。

维美德服务业务高级客户经理付学兵说：
“我们
坚 信，结合维美德的技术优势以及全方位的服务能
力，维修后的碱炉在运行安全、生产效率以及非计划

山鹰国际首个东南亚包装项目开工

停机方面有会大幅改善。”
维美德服务业务线浆线与能源产品经理徐玲：

本刊讯（山鹰 消息) 近日，越南中健包装建设

“这是维美德第一次参与改造非维美德原始供货的

项目在越南北宁省顺城第二工业开发区顺利开工。该

碱炉。在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案中，我们结合客户的反

项目虽因越南疫情的原因有所延迟，但各项筹备工作

馈和碱炉现场调研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技术可靠

在山鹰国际总部大力的支持下有序进行。

性、采购周期、生产计划、成本控制、运输方式等多方

据了解，越南中健包装项目是山鹰国际在东南亚

面因素，决定出最终的技术方案。”

的第一个海外包装项目，致力于打造东南亚纸包装的

维美德供货包括：整体采用S a n38/S A210复合

产业服务商。作为富士康、立讯精密等3C产品配套供

管材质的碱炉炉底，采用维美德设计的一次风口及护

应商，项目总投资2900万美元，占地42200平方米，将

罩，增加一组水冷屏，以及现场安装指导。其中，所有

按国际标准厂房进行设计和建设。

涉及San38/SA210复合管的生产和预组装都在维美德

项目建 成后，可形成年产4300万平方米纸 板 纸

芬兰Lapua车间完成。

箱、纸盒以及18万平方米E P E珍珠棉加工成型的生产

维美德向玖 龙 纸业北海新工 厂提 供
关键制浆技术
本刊讯（李芳 报道) 日前，维美德与玖龙纸业
签订数项制浆技术新订单，为玖龙纸业广西北海的新
建浆纸厂提供包括两条完整的化学浆生产线、两条
漂白化机浆（BCTMP）生产线、一台碱炉及数套脱硝系
统。项目分期交付，预计2023年投入运行。
合同金 额将不予公 布。类似项目的价格一 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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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欧元左右。订单被纳入维美德2021年第二季度

复合纸项目，为P M3/P M 5左右手两台机设计，生产

新增订单中。

80-120g/m 2 箱板纸及低定量瓦楞原纸。根据订单，

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说：
“这个项目是维美

凯登将提供F o u n d atio n s™基石纤维处理全方位解

德与玖龙纸业以开发最佳纸厂方案密切合作所取得

决方案，产品品质稳定，比传统系统节能超过20%，

的成 果。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 些成 果 涵盖一流技

纤维流失极低。该项目本期包括一台幅宽5600m m、

术，可确保玖龙纸业以更低的能耗、更高的原料利用

车速1000m/m i n箱板纸机及一台幅宽5600m m、车速

率和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出高质量的纸浆。”

1000m/min瓦楞纸机，设计先进，质量一流。

维美德供货包括两条化学浆生产线、两条漂白化

安徽鑫光新材料董事长孙杰表示:“我公司之所

机浆（B C T M P）生产线、一台碱炉、用于碱炉及石灰窑

以选择凯登，看中的是凯登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

的多个脱硝系统和相关的备品备件包。

良好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新化学浆生产线将使玖龙以灵活方式生产各种

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作毅表

不同的浆料，同时以更低的能源与木料消耗对浆料

示：
“我们非常高兴安徽鑫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性能加以优化，最终实现更高的资源效益。供货包括

公司选择凯登作为其合作伙伴，凯登公司致力于研

维美德第三代连续蒸煮系统（Valm et C o ntin u o us

发生产浆料制备系统及处理工艺已有148年历史，一

C o o kin g G3）、筛选、磨浆与洗涤、氧脱木素及漂白

个多世纪的纤维处理专业经验和多年的客户服务经

等工艺。

验积累，使我们对再生纤维处理的理解更加深刻。

B C T M P生产线包括浸渍、高浓磨浆、漂白、低浓

相信通过此次签约，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

磨浆、筛选、脱水与洗涤等技术。其设计目的是为新

全方位立体合作，共同致力于提供再生纤维制浆解

纸机提供能耗低、得率高的优质浆料。

决方案，将续写合作的新篇章。

碱炉具备多项高产性能，包括给水多段预热、烟
道气热回收和溶解槽排气作为燃烧空气等。该碱炉的
设计是实现低排放和高利用率。供货还包括不凝气

安徽东冠集团拟分两期建设36万吨
安徽生活用纸项目

（N C G）的燃烧。另外，碱炉安全与诊断系统也包括在
供货中。

据纸业联讯报道 近日，安徽省当涂县对安徽东

用于碱炉及石灰窑的脱硝系统配有加药系统以

冠健康纸业有限公司年产36万吨生活用纸项目环境

实现非常低的氮氧化物排放。该系统可以极高的设备

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报批前公示。今年3月，东冠集团

利用率和极低的维护需求将排放量控制在规定值50

该项目签约马鞍山市当涂县。

3

mg/Nm 以下。

根据公示的环评报告，项目拟投资建设12套先
进的卫生纸生产线及多台套后加工设备，可形成年

凯登签约安徽鑫光年产60万吨包装纸
项目全套再生纤维OCC制浆系统

产36万吨生活用纸原纸生产能力；通过一体化及后
加工设备进行折叠、分切、包装可形成年产4，500万
箱成品加工能力。

本刊讯（凯登 消息) 2021年7月，凯登公司成功

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4台卫生纸

签约安徽鑫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

机，合计年产能12万吨，拟于2024年竣工达产；二期

包装纸项目全套再生纤维O C C制浆系统，共建战略合

8台卫生纸机，合计年产能24万吨，计划于2026年竣

作伙伴关系，打造华东地区高端纸制品包装产业，以

工达产。

适应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为制浆造纸行业的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浆线设计产量高达1600吨/日。
安徽鑫光新材料年产60万吨防静电碳纤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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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座服务中心

本刊讯（仟松 报道) 近日，农发行四会市支行

本刊讯（李芳 报道) 为了向制浆造纸业迅猛发

获批农业科技贷款10.5亿元，用于山鹰纸业（广东）

展的广西地区客户提供更具本地特色的服务，维美德

有限公司建设高档包装纸合作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有

将在北海投资建设一座新服务中心。这是其在中国

效支持该企业技术革新，为环保再生经济注入绿色金

设立的第四座服务中心，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开张营

融活水，首笔投放1.38亿元已顺利完成。

业。

广东山鹰公司建设高档包装纸合作升级技术改

新服务中心将为广西及周边地区的制浆造纸客

造项目，是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在广东建设百万吨

户提供服务，主要业务集中在辊子维护、制浆设备服

级造纸基地项目的布局规划。项目总投资约28亿元，

务以及包括正常停机管理在内的现场服务等。

包括建设P M52和P M53两条新生产线，以及仓库、处理

维美德服务业务线总裁A ki Nie mi说：
“广西造

站、废纸棚等配套设施，主要生产广东市场需求量大

纸业飞速 发展。在这一地区纸浆及板纸生产等项目

的品种：紫衫纸和低克重箱板纸。项目落成运营后，

上，我们看到客户纷纷投入巨资。贴近用户是维美德

比原有P M51生产线年产能提高了10倍，可有效弥补广

服务的四大核心理念之一。广西服务中心的建立让我

东市场产能的不足，带动周边地区运输、包装、印刷等

们在强化本 地市场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我们比

上下游产业发展，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在广东拓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能

展市场形成良好布局。

力。”
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说：
“新服务中心将使

杭州北辰机械与丁丁实业达成高档涂
布白板纸机供货协议

广西及周边地区的客户受益匪浅。它可进一步缩短项
目的交货期，加快回应速度，进而使我们以更加快捷
的方式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日，杭州北辰机械与浙

除广西服务中心外，维美德在中国还设有三座服

江金华丁丁实业正式签订“5000-750涂布白板纸机

务中心，分别位于无锡、广州和淄博。迄今为止，维美

项目设备供货合同”。

德在全球共有100多座服务中心。

该项目纸 机为一台四叠网涂布白板 纸 机，幅宽
5000m m，设计车速750m/min，将采用国内目前先进的
稀释水流浆箱、双靴压压榨、无绳引纸、可控中高压

山东信和为乌兹别克斯坦国际纸业提
供的卫生纸机顺利开机

光机、三次涂布、水针换卷等设计。
近年来，杭州北辰机 械不断更新涂布及纸机设

本刊讯（信和 消息) 乌兹别克斯坦国际纸业公

计理念，以期为客户带来节能降耗和国内同类型纸种

司是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的老客

的最新数据分析及优化，这与金华丁丁实业对新项目

户，该公司多年前就开始在山东信和订购生活用纸生

设备的需求不谋而合，促成了项目的顺利签约。据了

产设备，顺利开机之后一直运行良好，山东信和的纸

解，杭州北辰机械将提供纸机以及最新型第三代膜

机因其出色的质量赢取了海外客户的信赖。

转移施胶机、媲美进口同类设备的高速涂布机、可提

近两年，由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国际贸易往

高20%热效率的节能型烘箱、大弧度顶网成型器等最

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特殊的时期里，乌兹别克斯

新技术的产品。

坦国际纸业公司追加订单，与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2850/1300节能新月型卫生纸机生产

维美德在广西投资建设其位于中国的

线总包项目。山东信和为了节约客户的时间成本，最
大程度上减少因疫情为客户带来的影响，全体员工团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Sep., 2021

Vol.42, No.17

75

Information

资 讯

结一致、积极克服种种困难，使得该项目于2021年8月

料、铸造辅助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卫生防护等产

完美收官，顺利开机！

业。集团下设多家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分布于山东、
吉林、四川、辽宁、广东及境外等。目前，圣泉集团拥

管理运营
济南圣泉集团在上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本刊讯（圣泉 消息) 8月10日，济南圣泉集团

有境内授权专利719项，境外专利77项，是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江西晨鸣拟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在上海证券

本刊讯（晨鸣 消息) 晨鸣纸业发布公告，为进

交易所成功举行。股票简称：圣泉集团，证券代码：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优化

605589。

负债结构，公司子公司江西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拟

据了解，圣泉集团上市将募集资金19.46亿元，分

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

别用于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铸造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期限不超过3年。公司为

用陶瓷过滤器及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

江西晨鸣本次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科创中心建设项目、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和补充流动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期限不超过3年。

资金。此次上市也将进一步提升圣泉集团的技术实力
和生产能力。

另外，公司子公司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拟
分别与深圳金海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浙江浙银金融

圣泉集团董事长唐一林表示：
“新材料产业是公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均不

司未来发展重点，公司一直在根据产业技术革新和市

超过人民币2亿元，期限均不超过3年，公司为寿光美

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推进高性能复合树脂、

伦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

生物质化工材料等主导产业的规 模化发 展、集聚发

超过人民币4亿元，期限不超过3年。

展，高端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将
成为公司发展的重点储备项目。”据介绍，募投项目

亚太森博技术成果获日照科技进步奖

建成后，新材料产品可应用于航天、船舶、民用航空、
半导体等重大装备产业，支持下游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

本刊讯（贺锡田 报道) 近日，日照市政府公布了
《关于2020年日照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日政字

圣泉集团始建于1979年，主要 研发与生产以呋

［2021］46号），公司完成的“100万吨浆线阔叶木漂

喃树脂为主的铸造材料、酚醛树脂、特种环氧树脂等

白浆提高白度稳定性研究”科技成果，荣获日照市科

三大类多系列产品，产品覆盖高性能树脂及复合新材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该成果系公司自主研发，通过漂白木浆白度稳定
性研究，节约木材纤维资源和漂白化学品，符合当前
制浆造纸行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发展趋势，具有显
著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成果目前已
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6项，形成国家行业标准3项。
经专家委员会验收评价，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成功应用于公司年产百万吨级漂白木浆生产
线。利用该技术所生产的漂白阔叶木硫酸盐浆产品
质量稳定，满足了客户的特定需求，市场应用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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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和掌声背后伴随着汗水和艰辛，更少不了拼
搏与奋斗。自金光并购以来，短短几个月内，P M5先后

恒联集团永新纸业顺利通过2021年度
FSC认证年审

实现了人为因素断纸降至0次、品质异常下降60%、白
面牛卡0异常等多次重大突破，继5月份彻底结束“5
号机计划检 修不能按时开机”的尴尬历史之后，6月

本刊讯（邵彬 报道) 7月中旬，国际森林管理委

份又让“车速越快，断纸次数越多”的悖论消失，员

员会（F S C）认证专家对2020年通过F S C认证的恒联

工的操作技能和工作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既增加

集团永新纸业进行认证年审。恒联集团永新纸业顺

了车间效益，也增强了干部员工继续突破的信心和决

利通过2021年度FSC认证年审。

心。

恒联集团永新纸业于2015年初次获得FSC认证，

PM5充分实践M BOS比学赶帮超的精神，建立班组

并于2020年完成换证工作，多年来保持良好记录，为

考核制度。采用看板管理形式，每日更新各班指标达

公司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奠定了良好基础。

成状况，每周排名，横向比较。每周部内会议总结检

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产品研发部牵头多线进

讨各班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向。

行、强化沟通，多次组织仓 储、财务、生产、供应、销
售等部门参加F S C认证年审培训、资料准备及现场整
改，并进一步通过模拟生产就各部门在生产F S C产品

世纪阳光首期青年干部特训营开营

时的工作须知和注意事项做了进一步的强调，最终通

本刊讯（田金鹏 报道) 8月10日，世纪阳光纸业

过现 场知识问答、材料准备、现 场消防及料场检查

集团首期青年干部特训营在滨海区弘润小镇开营，集

后，审查组专家认为，永新纸业符合F S C认证要求，年

团公司董事长王东兴出席开营仪式并作重要讲话。

审予以通过，并对公司FSC管理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被称为“鲲鹏计划”的首期青年干部特训营共有
36名中高层管理干部与后备干部参训。开营仪式由人

森信集团：山东远通纸业破产重整计
划获法院批准

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吕召龙主持。营长李金海、副营
长张亮丽就这次特训营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进
行了阐述，同时对学员提出了要求。作为培训机构的

本刊讯（森信 消息) 8月20日，森信纸业集团发
布公告，披露了山东远通纸业破产重整计划进展。
公告显示，2021年7月29日，破产管理人召开第二

上海百仕瑞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有关领导对项目方
案与项目运营进行了解读。学员代表秦国强作了表态
发言。

次债权 人会议，远通纸业的破产重整计划已获远通
纸业债权人于会上正式批准。
2021年7月31日，破产管理人向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区人民法院申请批准远通纸业的破产重整计划。法
院已批准该计划，自2021年8月1日起生效。法院的判
决已于2021年8月16日送交破产管理人。

上 海轻良控 股 上 海高新 造纸技术有
限公司
本刊讯（上海轻良 消息) 上海轻良实业在拓展
造纸装备市场过程中，与上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
“联姻”。2021年8月9日，在轻良本部举行了上海轻

山东博汇纸业PM5车速创历史新高！

良实业控股上海高新造纸技术签约仪式。
上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3月，

本刊讯（博汇 消息) 7月30日，山东博汇P M5传

员工4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50%，有多名

来捷报：车速创造历史新高，达到最大设计车速——

具丰富造纸机 械设计经验的技术专家、顾问组成的

1200m/min！

自主研发团队。企业经营方针：以先进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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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部门密切配合,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战略意识，营
造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创建氛围，形成符合企业自身实
际、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体系，并贯彻落
实到企业采购、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全过程。
实现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的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了对知识产权的战略
运用，降低了企业经营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提高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此次认证的通过，标志着公司知识产权管理进入
全新阶段，为公司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流程打下
良好基础，更好地支持和鼓励技术创新、体现知识产
权资产价值。
精良的加工装备、成熟的生产制造工艺、规范的质量

与此同时，白云纸业不断强化精细管理，知识产

管理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为造纸及纸加工业、造

权管理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

纸法再造烟叶行业、玻纤湿法生产线等领域的众多客

康安全管理体系深入融合，并持续贯彻运行，使其在

户，在设备成套、技术开发、产品优化等方面提供了优

保护创新成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

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并广获客户认可和赞誉。客户遍

客户满意度、员工归属感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及国内外，在造纸法再造烟叶领域，上海高新造纸技
术公司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本次上海轻良实业有公司以占比72%的股份收购

恒联美林首次成功生产出口本色浆生
活用纸

上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由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锴出任上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本刊讯（邵彬 报道)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市场

长，原上海高新公司总经理胡雁平留任上海高新造纸

竞争形势，尤其是出口市场面临众多困难的情况下，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原上海高新公司阎超亮出任上

恒联集团恒联美林生活用纸通过 加强生产组织、探

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索新的生产工艺、落实各项质量预防和改进措施，7

上海轻良实业作为造纸装备行业的一流企业，本

月份，在完成该产品国内订单的同时，首次成功开发

次控股上海高新造纸技术有限公司，增加了轻良实业

生产出口本色浆生活用纸，为提高企业效益和“国际

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了整体造纸装备技术水平与服务

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增长点。

能力，进一步拓展在烟片机、特种纸机、上网成型器
等产品线，使企业综合实力大大提升。

本色浆生活用纸是该公司走产品“差异化”的一
种新产品。为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国外客户的标准和要
求，公司首先在本色浆原纸生产准备阶段，认真做好

白云纸业顺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认证

质量计划，即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经过认真的沟通
并结合公司生产实际，制定严格而可行的质量标准，
依据质量标准制定相应的工艺标准。同时在前期准备

本刊讯（白云纸业 消息) 近日，白云纸业顺利

阶段，研发、生产部门针对产品标准的要求，通过实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验和筛选，做好原料的准备和生产工艺调试，确定最

化、规范化水平得到权威认证单位认可。

佳生产工艺，从而保证该产品生产顺利、产品质量满

自该体系认证工作启动以来，白云纸业领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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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减少该产品生产需停车刷洗造成的损失，
公司生产计划部和国贸部、采购部、制造 部加强沟

会议活动

通，平衡原料进厂时间和订单发货船期，合理安排生
产时间，使该产品生产完毕刷洗时间与计划停机时间
相互衔接，最大程度地减少停机刷洗对生产作业台时
及产量成本的影响。
三是为保证生产正常和产品质量稳定，尤其是为
杜绝该产品最大的致命性质量问题洞眼问题，制造部
在更换品种前对各种易产生洞眼的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并逐一落实预防和改进措施。从抓好精益化生产
入手，彻底杜绝产生洞眼根源问题，如料块、滴水等，
同时，在生产前及生产过程中，加强对脱水器材的检
查、维护及调整，对可能产生洞眼的一切因素做到未
雨绸缪，万无一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制造部领导
和骨干一直靠在一线跟班生产，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 调整，保证了该产品保质保量按时开发生产成
功。

山东省造 纸行业协会第二 次会 长办
公会议在太阳纸业召开
本刊讯（高兴杰 报道) 8月31日，山东省造纸
行业协会在太阳纸业召开第二次会 长办公 会议，李
洪 信会 长主持 会议。会议听取了协会下半年的主要
工作和活动安排；审议了协 会两项管理制度；听取
了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 材料现代产业学院的筹建情
况。
会议邀请省政府督学、生物基 材料与绿色造纸
（齐鲁工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山东造纸学
会理事长陈嘉川教授出席会议；协会会 长李晓亮，
协会监事长赵学杰，协会监事陈昭军、张凤山；生物
基材料与绿色造纸（齐鲁工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岳阳林纸携手丽水启动碳汇资产开发
合作

常务副主任吉兴香教授、副主任陈洪雷教授；协会专
职副会长赵振东、秘书长高兴杰等参加会议。
《关于协会建章立制说明》。随着协会管理体

据e公司报道 8月16日，从岳阳林纸获悉，日前，

制和工作人员人事关系发生变化，必须抓紧建章立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森海碳汇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

制，这不仅有利于规范协会的日常运作运行，也有利

丽水市政府达成战略协议，正式启动在丽水林业碳汇

于会 长、理事 会对 协会运行情况 进行监督指导。参

资产的开发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将按照“可量化、可

会人员对《工资薪酬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

交易、可增值、可持续”的原则，分批进行丽水市域内

度》进行了审议，会议认为，协会秘书处 人员少、组

林业资源调查和碳汇资产开发，并争取将林业CCER优

织行业活动多、任务重，要充分 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

先纳入浙江省碳市场交易体系。此外，双方正在推动
集团公司旗下的基金公司在丽水合作设立“双碳”基
金。
岳阳林纸 是位于湖南的央企 造纸公司，根据公
司2020年年报，公司旗下子公司茂源林业拥有近200
万亩的林业基 地和近万亩的绿化苗木基 地，预计年
碳汇达到200万吨。
这200万吨的碳汇若按照当下40-50元/吨左右的
价格计算，预计每年可为岳阳林纸增加8000万元到1
亿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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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让工作人员有获得感、幸福感，让协会成为吸

展 大会”的基础上，下半年 将继续按照党和政 府统

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单位。

一 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协会工作，在确保安全的

吉兴香常务副主任介绍了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

情况下，做好各项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协会下半年

材料现代产业学院的筹建情况。生物基 材料与绿色

拟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山东省造 纸行业数字

造纸（齐鲁工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拟成立生

化转型发展推进会议暨“四新”技术交流推广会议、

物基 材料现代产业学院，邀请龙头造纸企业和行业

山东（国际）制浆造纸技术及装备展览会暨山东（国

协会共同发 起，计划今年完成组建，争取明年成为

际）生活用纸及纸制卫生用品展览会、山东省“技能

全省50家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希

兴鲁”职业技能大赛——山东省造纸行业（制浆工）

望得到各龙头造纸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大力协助和支

技能竞赛等。

持。

会议强调，行业协会和学会 是我省造纸行业的
高兴杰秘书长介绍了《协会2021下半年的主要

工作和活动》。在上半年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和成功
召开“全省造纸行业年会暨推进造纸 产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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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社会组织，是服务行业和科技普及的平台，要继
续加强合作，共同为产业发展服务。

彩广19

彩广20

彩广21

彩广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