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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全球生活用纸市场，更好地

分析大流行给全球生活用纸带来的消费结构的

调整，本刊特别组织了“大流行后的全球生活用

纸市场”专题，不仅包括了大流行对生活用纸整

个产业链的影响，还特别地组织了全球重点地区

的生活用纸市场，如北美、日本、巴西等地区。希

望读者朋友能通过此专题捕捉到一些全球生活

用纸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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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ousehold paper market after pandemic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global f inancial crisis in 
2009, the global household paper industry generally 
maintained a rising trend, and China's household 
paper industry maintained a growth rate of more than 
13% of sale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demand defense 
of household paper products is very prominent i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recession.
However, it is believed that no matter how challenging 
the market situation is, the household paper market, 
which can still maintain stable demand growth due to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has shown a volatile ope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2021, 
China's household paper market rose and fell sharply.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rket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global household paper 
market,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umer products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 
and outdoor household paper products before the pandemic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due to th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to go out,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he consumption of this part of products 
decreased sharply; The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 household paper produc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In addition, affected by the price fluctua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the increase of costs in all link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market of household 
paper products is unstable.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se complex influencing factors will also play a 
comprehensive role in the household paper market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lobal household paper market and better analyze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to the global household paper market, this magazine specially 
organized the theme of "global household paper market after the pandemic", which not only included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household paper, but also organized the household 
paper market in key regions of the world, such as North America, Japan Brazil and other regions. I hope 
readers can capture som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global household paper through this topic.

P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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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摘要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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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Brief analysis on input and output of pulp and paper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aper industry has suffered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troubles, the overall operation 
situation is not ideal, and there are some uncertainties in profitability. There is great pressure to expect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consumption reduction target. This paper inten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ol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chain cooperation and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value chain through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paper enterprises.

P41 Brazilian household paper: from importing country to exporting 
country

People in the household paper industry know that Brazil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fastest development of 
Eucalyptus, the highest management level of plantation and the largest utilization rate. Eucalyptus pulp is 
widely used as raw material of household paper because of its good performance.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Brazil has begun to invest in domestic household paper busines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local advantages of 
Eucalyptus raw materials, and this market change has also affected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Brazilian 
household paper.

P59 2022 white cardboard Market "made a good star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Longzhong information, China's white cardboard Market "made a good start" 
in 2022.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the rise in cos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driving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white cardboar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demand for white cardboard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by 30%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2022, and the demand will play a strong support in the face of rising prices.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of Longzhong inform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no new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Longzhong expects that the price of white cardboard will continue to rise under the favorable cost side 
from March to April. With the continuous production of new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ice of white cardboard will be und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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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 Index/ 广告索引

■ 本期广告（2022年第5期）

滕州市润升辊业有限公司/封1、彩广21

亚马逊化工（Amazon Papyrus Chemicals) /封2

诸城市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封3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封4 

广西绿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拉页

河南晶鑫网业科技有限公司 /封2邻

杭州潮龙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目邻广1

苏州市乾丰造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目邻广2

济南美信造纸技术有限公司/目邻广3

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目邻广4

江苏金沃机械有限公司 /目邻广5

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邻广6

〉制浆及辅助设备

株洲新时代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20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济南成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彩广9

湖南三匠人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0 

杭州北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彩广11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彩广13

江苏正伟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9

山东造纸机械厂有限公司/彩广24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聊城广友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彩广8

滕州市德源高新辊业有限公司/彩广12

尚宝罗江苏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14

滕州市昆仑旋转接头制造有限公司 /彩广15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彩广16

瑞安市登峰喷淋技术有限公司/17

振欣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8

济南赢创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22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彩广23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彩广25

■ 下期广告（2022年第6期）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封1

湖南泛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封2

山东汉通奥特机械有限公司 /封3

杭州四鑫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封4

武汉金华腾科技有限公司 /封2邻

廊坊开发区大明化工有限公司 /目邻广1

山东明源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目邻广2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目邻广3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邻广4 

〉制浆及辅助设备

山东华屹重工有限公司 /彩广7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彩广8

北京恒捷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0

潍坊德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11

济宁华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彩广12

山东省滕州市华杨机械有限公司 /彩广14、15

〉造纸、纸加工设备及其配件

淄博索雷工业设备维护技术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正面

山东造纸机械厂有限公司/彩广19

〉专用器材及泵阀等

常州凯捷特水射流科技有限公司 /彩广6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20

镇江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5

江苏兴洲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单广6

〉造纸化学品

山东奥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彩广9

淄博津利精细化工厂 /彩广13

潍坊华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广1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广2

温岭市南方粉体设备制造厂 /单广3

安徽砀山金兄弟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4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单广6

江门市南化实业有限公司 /单广8

〉环保节能设备及技术

山东环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厚纸中插背面

青岛润晟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广7

■ 招聘启事、会展消息及其他

2022纤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暨第二届制浆新技术研

讨交流会 /第5期彩广26

山东俊厚设备有限公司/第6期彩广17

山东同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第6期彩广17

2022第十八届广州国际纸展 /第6期彩广18

四川国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第6期内文27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彩广8



彩广9



彩广10



彩广11



彩广12



彩广13



彩广14



彩广15



彩广16



彩广17



彩广18



焦点·关注
Focus

国家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
2025年国内废纸利用量目标6000万吨

本刊综合报道 日前，国家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重点行业

工业固废产生强度下降，大宗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水

平显著提升，再生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在主要目标上，《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力

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57%。主要再生资源

品种利用量超过4.8亿吨，其中废纸6000万吨。

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废纸一直是我国造纸行业

发展的重要原料。相关数据显示，废纸占我国再生资

源总量的20%，占生活源再生资源的60%以上。

随着民众对环境和资源回收利用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我国废纸回收总量正在逐年增长。数据显

示，我国废纸回收量连续十年增长率超过3%，废纸回

收率已经高达90%，超过了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不过，即使废纸回收总量持续增长，废纸需求量

的缺口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发布的《中国造纸工业2020

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废纸回收量为5493

万吨，废纸净进口量为689万吨，合计6182万吨。

而随着《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完成，国内废纸将成为今后

造纸行业唯一的废纸来源。在此情况下，如何充分利

用国内的废纸资源也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在解读《实施方案》时介

绍，目前，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堆存量多，高附加值、规

模化利用能力不足，快递包装废物等新兴固废大量产

生，综合利用难度大。为进一步夯实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成效，解决当前制约行业发展的共性关键问题，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组织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

在有着20多年造纸行业从业经历的库迈拉（中

国）总经理范桂文看来，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对

废纸回收利用量提出了明确目标，是基于国内废纸的

回收率进一步提高的现实条件。“近年来，国内包装

类纸品的占比持续上升，而这类纸品废纸回收率更

高，将带动废纸回收量的上涨。加上纸品总体消费量

的逐年上升，废纸基数与废纸回收率的提高，都将促

进国内废纸回收利用量的提高。”

此外，范桂文认为：“《实施方案》的出台将会使

废纸回收的分类更加细致。有利于推动行业制定废

纸纸品分类、分级方面的行业标准，促进废纸回收行

业的规范发展，最终实现到2025年废纸利用量6000

万吨的目标。”

3月1日起，纸业界开始实施的三项国家标准

序号

1

2

3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空气过滤纸

卫生纸和擦手纸 回用纤维使用规范

纸、纸板和纸浆 纤维组成分析中质量因子的测定

2022/03/01

2022/03/01

2022/03/01

标准编号

GB/T 40353-2021

GB/T 40358-2021

GB/T 4044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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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理事长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驻华大使Analisa Low一行

本刊讯（中国造纸协会 消息) 2月21日，中国造纸

协会赵伟理事长会见了来访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驻华

大使Analisa Low、驻华使馆二秘Dwayne Thompson

及北京建工集团招商总监崔轶等一行4人。

赵伟理事长首先对大使一行4人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协会的发展史、协会会员构成、行

业发展现状、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意愿等情况。

Analisa Low大使介绍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

和国的贸易政策、区位优势、吸引投资的激励政策

等，并表示欢迎中国造纸企业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投资。

北京建工集团招商总监崔轶先生简要介绍了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由两国政府在加勒比海地

区联合开发的首个项目——凤凰工业园区的情况，并

希望有投资意向的造纸企业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凤

凰工业园区发展。

赵伟理事长同Analisa Low大使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友好交流，同时针对造纸产业投资关心的一

些政策、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双方表示利用

好各自优势，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合作。

关注·焦点
Focus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二部门发布：

《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本刊讯（国家发改委 消息) 2月18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十二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

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通知指出，延长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继续实施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充电设施奖补、车船税减免优

惠政策。

落实煤电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政策，用好碳

减排支持工具和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推动金融机构加快信贷投放进度，支持碳

减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大项目建设。

整合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惩罚性电价等差别化

电价政策，建立统一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对

能效达到基准水平的存量企业和能效达到标杆水平

的在建、拟建企业用电不加价，未达到的根据能效水

平差距实行阶梯电价，加价电费专项用于支持企业节

能减污降碳技术改造。

组织实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实施好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鼓励中东

部地区发展分布式光伏，推进广东、福建、浙江、江

苏、山东等海上风电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风电装

备产业链投资。

推进供电煤耗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上煤电机

组改造升级；启动实施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重点

领域企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程。

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

避免因能耗指标完成进度问题限制企业正常用能；对

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节能降碳改造等重大项目，加

快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进度，保障尽快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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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纸业副董事长李娜：

进一步加大对“数智增效”的投入力度

据齐鲁壹点报道 当前，我国新一代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加速融合，面对当前传统产业在“数智增

效”方面存在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山东省人大代

表、太阳纸业副董事长李娜建议，在各行业根据自身

需求做好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应引导、鼓励

和支持企业间开展协同创新，并进一步加大对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的投入力度。

2021年，太阳纸业PM24垛包机实施自动改造后，

在同行业首次实现了纸张包装全过程自动化作业。但

同时，李娜也注意到，目前“数智增效”实践中，存在

产业服务能力较为薄弱、制造业企业技术能力与专

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山东传统产业

“数智增效”的进程。

加大“数智增效”精准补贴力度

面对当前传统产业在“数智增效”方面存在的堵点、

难点、痛点问题，李娜认为，需要从细微处下手，按照产

业链的个性化需求做好统筹协调、精准施策，使“数智增

效”真正成为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金钥匙”。

李娜表示，在各行业根据自身需求做好战略规划

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应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间开展

协同创新，做好牵线搭桥，强化制造企业与提供“数

智增效”服务企业间的协同创新。

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投入

力度。李娜举例，“以苏州为例，过去一年政府给政策

给资金，给平台给服务，全年发放‘智能制造贷’73.3

亿元，最终完成‘智改数转’项目10634个，为企业数

字化与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之

前的基础上，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实

施精准补贴，支持不同企业的实际需求。”

此外，李娜还建议支持产业链链主企业建好用好

工业互联网。借鉴海尔打造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经

验，进一步支持各产业链上的龙头链主企业牵头建立工

业互联网垂直平台，推进行业中小企业用好垂直平台，

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在传统产业应用的良好生态。

建立跨行业、跨学科交流机制

除了产业上的统筹谋划，“人”的作用在“数智增

效”中也至关重要。“在调研中，生产线上的基层管理

者表示十分重视会编程的操作人员，比如太阳纸业老

挝浆线上的技术人员通过制作分工段的‘一键开、停

机’程序，把个人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程序模块，简化

了操作程序，提升了工作效率。”李娜建议，加力培养

复合型人才。鼓励相关院校以及服务企业提供订单式

的培训课程，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更多支持。

此外，李娜还提到，制造业企业门类众多，其中

的细分行业差异明显。以造纸为例，整个产业链上中

下游甚至是企业内部制浆、造纸等不同的生产线都有

着不同的差异化、个性化技术创新需求，这对于深入

推动产研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随着“双碳”目

标的提出以及工业技改提级行动的需要，企业在节能

降碳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方面都更需要加强

同高校的精准对接。

“我们期待相关部门支持企业牵头打造创新平

台，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起跨行业、跨学科的交流

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个性化、差异

化需求，从而实现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效融合，在实际

应用上提高创新发展效能。”李娜说道。

声音·关注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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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状态监测技术研讨会&

维美德自动化济南办公室搬迁

仪式在济南成功举行

本刊讯（李玉峰 赵琬青 报道） 2022年3月3-4

日，维美德状态监测技术研讨会&维美德自动化济南

办公室搬迁仪式在泉城济南成功召开，这是维美德自

动化北方区业务扩大和服务更新优化的体现。中华纸

业杂志社应邀参加活动。

状态监测技术研讨会

3月3日，近40名维美德客户代表参加了状态监测

技术研讨会，研讨会由维美德自动化区域经理赵闯主

持。维美德中国区自动化业务线副总裁张彦川首先对

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到维美德自动化业务

将继续加强中国市场的布局服务，用“引领创新，铸

就未来”的维美德自动化新理念和卓越的技术协助中

国客户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维美德自动化业务线服务经理黄原壮做了题为维

美德状态监测的最新技术的报告。黄原壮介绍了在线

状态监测系统架构、维美德DNA UI、维美德工业互联

网及其状态监测，并通过状态监测技术在卫生纸机

及其浆厂中的应用介绍了状态监测技术给生产线带

来的竞争优势。

维美德自动化业务线高级服务工程师舒诚通过

案例介绍和分析展示了状态监测技术在维美德工业

互联网中的卓越运营。

济南
维美德

过硬的技术少不了客户的声音。来自山鹰国际控

股股份公司振动监测工程师魏杰先生介绍了使用维

美德状态监测系统的心得，以及状态监测系统给山

鹰国际带来的变化。魏杰表示，状态监测不仅可以提

早的监测生产线状态，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不必要突

发事故导致的停机，也使山鹰的生产线员工数量减少

10%，带来了可观的附加效益。

维美德自动化业务线能源及流程工业销售经理司

成林从能源和流程工业分析了状态监测系统所带来

的优化改变。

圆桌讨论

深入的讨论才会有需求的碰撞，研讨会后为了进

一步沟通交流，维美德特别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与

会嘉宾就连续性经营企业状态监测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日常的生产中遇到了哪些状态监测系统的运行问

题，状态监测如何在工厂更好地应用，如何才能发挥

最大的性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探讨。

维美德自动化济南办公室搬迁仪式

3月4日，维美德自动化济南办公室搬迁仪式在维

美德济南新的办公室召开，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书记孔

凡功、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赵振东及维美

德的客户代表出席了搬迁仪式。

维美德自动化区域经理赵闯首先介绍了2021年维

美德自动化北方区域业务情况，他表示在过去的一年

中，全国制浆造纸项目非常火热，北区相对来讲还是

关注·现场
Focus

4
第43卷第5期 2022年3月



很有挑战，但维美德北方区域在过去一年里仍然实现

了自动化业务的大幅增长，这代表着北区客户对于双

方合作的信任和认可。

维美德中国区自动化副总裁张彦川做了庆典致

词，他对出席搬迁仪式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

对客户对维美德一直以来支持表示感谢。张彦川表示

新的办公室，布置了大的系统测试间，可以满足多个

项目同时测试能力，这样可以用最好的状态服务于北

方区域客户，未来北方办公室的服务能力和服务项目

将进一步扩充，以满足客户不断更新的需求。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久会先生作为维

美德客户代表向维美德的乔迁盛典表示热烈祝贺。赵

久会表示，从2008年开始，濮阳龙丰与维美德公司建

立了合作关系。14年来，双方风雨同舟，共同应对生产

经营中的各项挑战，维美德技术不断提升龙丰纸业

生产线的稳定性、可靠性。今后，维美德和濮阳龙丰

将继续深化合作，用产品创新、技术驱动共赢未来。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赵振东先生代表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对“维美德自动化济南办公室搬

迁仪式”表示热烈祝贺。赵振东表示，经粗略估计汇

总，截止目前维美德（包括之前的美卓公司）向山东企

业提供的制浆、造纸生产线，其中制浆（包括化学浆、

化机浆）生产线16条，年产能约550万吨；造纸生产线

（包括新闻纸、印刷纸、涂布纸、生活用纸、包装纸板

等品种）31条，年产能约1100万吨，分别约占山东企业

制浆、造纸年产能的50%和45%。维美德自动化业绩也

很靓，已为12家山东企业提供了77套自动化系统。

维美德作为全球知名的制浆、造纸和能源产业的

开发者和供应商，为客户提供工艺技术、自动化及服

务业务，同时也为中国造纸工业过去几十年的产业升

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希望维美德公司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先进成熟的技术和装备，为山东乃至中国造

纸产业的低碳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现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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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纸浆市场成交量减价升
2022年1月中国造纸协会纸浆指数显示，1月份，

纸浆市场价格较上月回升。中国造纸协会纸浆价格

定基总指数结束了连续8个月的下跌后，本月回升到

120.57，指数比上月上升6.86。本月中国造纸协会纸

浆价格总指数为106.19，指数比上月升高1.36，总指

数自2021年4月以来连续两个月超过100。1月份，纸浆

市场出货量继续回落，中国造纸协会纸浆物量定基总

指数由上月的53.70回落到44.66，指数下降9.04。中

国造纸协会纸浆物量总指数环比由上月的93.48下降

至83.16，指数减少10.32。市场总体呈成交量减少、价

格回升的局面。

具体来看，漂针木浆方面：1月份漂针木浆价格

指数环比由上月的106.05上升到106.62，指数比上

月增加0.57，自上年7月份以来连续两个月超过100；

物量指数环比上月继续回落，由上月的89.24回落至

71.44，指数比上月减少17.8。本月漂针木浆现货市场

交易量减价增，其中，平均价格超过5900元/吨。

漂阔木浆方面：1月份漂阔木浆价格指数环比继续

升高至106.40，指数比上月增加2.17；物量指数环比

上月回落至99.36，指数比上月减少12.86。本月漂阔

木浆现货市场交易量减价增，其中，平均价格升至近

5000元/吨。

本色浆方面：1月份本色浆价格指数环比上升至

101.43，指数比上月增加3.06；物量指数环比超过100

升高至120.27，指数比上月增加55.87。本月本色浆现

货市场交易量价齐增，其中，平均价格升到5500元/吨

以上。

50.2%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2年2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

界点，制造业景气水平略有上升。从分类指数看，在

构成制造业P M 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

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5.2%

综合全球三家知名行业研究企业对全球纸浆模

塑包装行业的市场规模分析，2020年全球纸浆模塑

包装行业市场规模为35亿美元，2021～2027年市场年

均复合增速为5.2%。

4.9%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1月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变动情况,造纸和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增长4.9%。

2005亿美元

根据Marketsand Markets预测，全球软包装行

业未来5年将以年均4.5%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将达

到200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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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虎年再获科技大奖

继“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后，岳阳林纸

虎年再获科技大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三等奖。

日照市委、市政府向亚太森博颁发两项

大奖

2月24日，山东省日照市“创新兴市”动员大会召

开，对2021年度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表扬通报，亚太

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荣获“经济发展突出贡献

企业”、“进出口突出贡献企业”两项荣誉。

晨鸣集团获寿光市多项荣誉

近日，山东省寿光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产业强

市战略誓师动员大会，会上对2021年度产业发展表

现突出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晨鸣集团荣

获“2021年度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2021年度智

能制造领先企业”两项荣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洪国荣获“寿光市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家”称

号。

郑州运达荣获“企业标准领跑者”

近日，郑州运达企业标准Q/ZZYD 006-2021《内

流式压力筛》经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评估荣获企业标准“领跑者”。此次获奖是行业对

郑州运达内流式压力筛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的充分

肯定，也是郑州运达科研创新工作获得又一个重大成

果。

嘉兴海关再退运4117.84吨不合格再生纸浆

近日，在嘉兴海关监督下，某企业进口的7批

次、共计4117.84吨不合格再生纸浆退运出境。现场

拆包查验过程中,发现该票货物为土黄色纸块，明显

可见未碎解的大纸片、塑料等杂质，疑似以再生纸

浆名义进口的固体废物。据此，嘉兴海关依法对该7

批不合格再生纸浆作退运处理，并移交缉私部门进

一步处理。

荣成二林工厂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

据媒体报道，位在我国台湾彰化二林的荣成

纸厂，2月15日发生火灾，所幸厂区内未受火势波

及，亦无人员受困伤亡。荣成主管表示，火灾发生

地点不在工厂内，不影响工厂营运；而经初步勘

查，仅废纸堆受损，由于受损的原料皆有投保，对

于公司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

泰安抽检生活用纸类产品，1批次卫生纸

不合格

山东省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2021年

度生活用纸类产品质量市级专项监督抽查情况的通

报。据通告，本次生活用纸类产品抽检，共抽检产

品20批次，其中生产领域11批次，不合格1批次，标

称东平县某生产企业生产的卫生纸，允许短缺量不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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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浆造纸企业投入产出简析
⊙ 吴晓晖  陈奇志 

近年来我国造纸行业内忧外患，经营情况整体不理想，盈利能力存

在一些不确定性，要预期完成国家降耗目标要求压力巨大。本文拟通过

造纸企业投入产出情况简析，以期更加关注我国制浆造纸全产业链合作

和价值链良性循环的重要性。

我国造纸工业经过多年的大量投资建设，从最初

的每年几十个亿投资，到2008年突破千亿元投资，到

2017年猛增到3,000亿元投资，生产量和消费量多年来

雄踞全球第一，现代化的花园工厂、全球最好的装备系

统、最大的单线生产规模以及品种齐全的产品结构在

各地都能见到，已形成产业链相当完整和规模化现代化

的行业，在国际浆纸贸易中影响较大，理当对未来发展

充满美好的预期。但最近参加一次会议期间与其他行

业专家交流中，有些专家提出了一些疑问：

(1）造纸厂污染大，气味不好；

(2）木材原料是不是要大量砍树，破坏生态？

(3）大量使用废纸，那废纸是不是不卫生？

(4）用漂白剂会不会有害？用本色纸是不是比白色

纸更环保？

这些方面疑问折射出社会公众对纸业的新面貌知

情较少，或是受某些媒体报道和环保宣传出现刻痕性认

知的影响，导致社会公众对制浆造纸行业现状仍有很

不安的看法。累计超2万亿元投入和30多年行业不懈努

力产出的社会效果，为何被外界认可度不高，我们该如

何回应这些疑问，造纸企业投入产出效应亟需哪些方

面改进，下面对此试探性进行简析。

1  制浆造纸行业投入产出情况

吴晓晖女士，注册会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一直从事财务管理和技术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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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造纸行业在全国工业企业总量占比小，排名居中下游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要财务指标信息（表1），造纸和纸制品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1.47万亿元，主营活动利润844亿元。在所公

布的41大类行业中年主营业务收入排名第26位，主营活

动利润也是排名第26位，正好均居中下游位置。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

务指标信息，造纸和纸制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1.3万亿

元，主营活动利润827亿元。在所公布的41大类行业中

年主营业务收入排名第21位，主营活动利润排名也是第

21位，正好均居中位置。表明造纸和纸制品业总体排名

提升，主营业务利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全国总量均不足1.3%。

如果不含纸制品，只计算造纸部分，2016年主营业

务收入占全国总量0.758%，主营活动利润占全国总量

0.706%。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总量0.677%，主

营活动利润占全国总量0.71%。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

额占全国总量均不足0.8%，并有逐步下滑趋势，说明重

要性不断减弱。

1.2 行业整体经营指标平平，且有下滑趋势

根据历年中国造纸协会公布的造纸工业年度报告

的信息，“十三五”期间以保增长、调结构为主线的造纸

工业发展总体平稳，纸和纸板总产量已超过亿吨大关，

总资产也做到了万亿元，资产负债率管控在60%以下；

但企业数量没有明显下降，仍有2,700多家，盈利水平有

逐步下行趋势，亏损面持续扩大。如表2。

1.3 巨额投资存在一定程度黑洞，并引发内卷现象

近些年行业在积极响应国家对清洁生产、节能减

排、环境治理的高要求，不断加大投入进行提升改造，

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同时不断优

化产品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并

实现一定规模的产能扩张。但也产生

供需失衡，开工率不足，部分产能闲

置或产品库存积压。产成品时常陷入

价格竞争，不堪重负时又临时性提价

自保，价格波动传导周期很不确定，

盈利能力难于预料，内卷现象时有发

生，陷入亚健康状态。

2  制浆造纸企业投入产业比提升压力大

2.1 规模效益不明显，收益指标偏低，时常还需要政府

补助

许多造纸企业借鉴国际大型纸企过去成功发展

的模式，发展战略转向大型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以期

产生规模经济，推动企业综合竞争力，并提高了盈利能

力。虽然连续多年的大规模投资扩产，产生更多的资产

规模和主营业务收入，但没有明显带来效益，收益指标

偏低；而且承受正常周转所需庞大现金流的压力剧增，

维持好资金链良性循环成为各企业优先面临的挑战。

表3、表4数据显示，一些重点企业收益指标还不

如行业整体收益水平，危及正常资金链运行，所以有条

件的公司积极争取国家对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

能减排等方面政府补助资金。统计显示，2020年A股政

数据来源：中国造纸协会公布的《中国造纸工业年度报告》

表2  2016～2020年造纸工业完成指标

指标

总产量/万t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利润/亿元

主营收入利润率/%

总资产/亿元

总负债/亿元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收益率/%

产成品存货/亿元

统计企业数量/家

亏损企业数量/家

亏损面/%

10,855

8,725

486

5.57

10,036

5,712

56.92

4.84

275

2,757

316

11.46

2016年 2017年

11,130

9,215

666

7.23

10,317

5,768

55.91

6.46

334

2,754

281

10.20

2018年

10,435

8,152

466

5.72

10,505

6,229

59.30

4.44

390

2,657

543

20.44

2019年

10,765

7,650

359

4.69

10,489

6,250

59.59

3.42

303

2,524

560

22.19

2020年

11,260

7,186

458

6.37

10,289

6,046

58.76

4.45

308

2,748

527

19.18

表1  2016、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年份

2016

2016

2020

2020

分组名称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主营业务收入

1,151,618 

14,687 

1,061,434 

13,013

全年累计

/亿元

同比增长

/%

4.9

6.5

0.8

-2.2

利润总额

全年累计

/亿元

68,803

844

64,516

827

同比增长

/%

8.5

16.1

4.1

21.2

主营业

务利润

率/%

5.97

5.75

6.08

6.3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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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助金额占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例达到5.34%，

创下历年新高，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力度可

见一斑。总体来看，大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高于小

公司。2020年度31家造纸上市公司共获得各种政府补

助约13亿元，占造纸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例达到

7%。

2.2 大宗产品盈利水平时好时差，呈下滑趋势

随着近年持续大规模投资，文化用纸、包装纸板、

生活用纸等全球最先进的生产线不断投产，并集中爆发

式的投向市场，大宗纸品开始出现供需失衡，销售价格

波动剧烈，毛利率有不断下滑趋势，同时大型纸机的高

转型投资成本使企业高管决策举步维艰，只好通过压

产或减产来缓解价格的下行速度，但开工率不足、各种

原料燃料动力和运输费用不断上涨、经济增长减速的

叠加冲击使这一努力无法产生明显效果。见表5。

2.3 直接原材料成本占比大，平抑压力巨大

主营产品生产成本是由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组

成，从目前企业运营信息看，可变成本占绝大部分，几乎

占90%左右，固定成本只占10%左右。

(1）直接原材料成本占比大：70%以上，要优先做

好管控或采取避险措施。

(2）能源动力成本居次：目前占比约10%，但有不断

上涨的趋势。

(3）化工成本占比：目前约6%。

固定成本中最大成本是折旧，由于采用更多的自动

化智能化系统，减少人工强度，人工成本占比变少，规模

化生产也减少了其他制造成本的摊销。如表6。

2.4 三项费用占业务收入比例管控较好，有所下降

三项费用是指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十三五”期间各企业高度重视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

三项费用占比逐年有所减低，尤其是管理费用下降较

多，但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的支出居高不下。其中销售

费用中物流成本近年在持续攀升，2020年比2019年约

增加5个百分点，冲击力逐步增强。

表6  主要产品营业成本构成（%）

成本

原材料

能源动力

化工

可变成本

折旧

人工成本

其他制造费用

固定成本

生产成本合计

73.88

8.99

8.58

91.45

4.50

2.95

1.10

8.55

100.00

双胶纸 铜版纸

73.24

9.74

8.70

91.68

3.89

3.28

1.15

8.32

100.00

包装

纸板

77.49

6.14

4.60

88.23

2.41

8.08

1.28

11.77

100.00

特种纸

73.77

10.76

6.20

90.73

4.41

3.77

1.09

9.27

100.00

生活

用纸

76.10

9.63

5.23

90.96

4.11

3.10

1.83

9.04

100.00

数据来源：摘自各上市公司年报

表5  2016～2020年主要纸品毛利润率（%）

企业

商品浆板

化机浆

新闻纸

双胶纸

铜版纸 

白卡纸

包装纸

箱纸板

彩色印刷包装纸 

生活用纸

0.2

22.3

10.4

25.1

25.8

24.5

12

　

16.9

41.9

2016年 2017年

11

21.1

11.3

26.5

30.7

30.9

12.8

20.9

14.5

40.2

2018年

19.1

26

11.5

26.6

27.4

16.2

15.4

11.2

22.2

34.6

2019年

3.7

22.3

13.7

25.8

28

16.7

15.6

18.9

24.9

40

2020年

　

20.4

12.9

17.8

21.3

27

11.9

16.4

22.1

42.1

数据来源：摘自各上市公司年报

表3  重点造纸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

B厂

C厂

H厂

S厂

T厂

Y厂

1.78

2.46

1.21

1.79

3.83

0.20

2016年 2017年

6.55

3.56

4.79

7.50

8.64

2.25

2018年

1.38

2.44

1.28

9.57

7.59

2.46

2019年

0.49

1.79

4.99

3.18

6.80

2.01

2020年

4.29

2.08

4.34

3.06

5.49

2.62

数据来源：摘自各上市公司年报

表4  重点造纸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率（%）

企业

B厂

C厂

H厂

S厂

T厂

Y厂

2.75

8.83

1.66

2.96

8.01

0.59

2016年 2017年

9.76

12.78

5.00

11.56

11.91

5.66

2018年

3.07

8.88

1.22

14.10

10.30

5.22

2019年

1.37

5.77

5.38

5.82

9.65

4.41

2020年

5.97

6.20

5.88

5.56

9.12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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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建项目投入产出案例简析

3.1 不断提高自制浆自给率，成为各企业的核心问题

废纸零进口后，建设替代废纸的自制木浆系统成

为投资重点，目前化机浆主要依靠进口木片和当地混合

木片，化学木浆基本依靠进口木片，目前单位化机浆生

产成本约3,000元，单位化学浆生产成本约4,500元，其

中原料成本占比都在70%以上。如表7。

3.2 新建浆厂投入产出预测

上游原料成本占比最高，波动较大，不强力平抑

冲击，企业很难平稳发展，这引发对浆厂投资的热切

期望，所以在这里选择比较典型的新建大型化学浆厂

（100万t）和竹浆厂（20万t）项目进行投入产出分析。

3.2.1 建设条件设定（表8）

3.2.2 建设目标预期（表9） 

3.2.3 项目生产成本构成

参照近年市场价格计算，项目建成达产时，预计

100万t化学木浆单位生产成本约4,200元，20万t化学

竹浆单位生产成本约4,000元，其中原料成本占比约

65%，高出国际纸浆原料成本10个百分点。如表10。

如果加上三项费用，100万t化学木浆单位出厂成本

约4,500元，20万t化学竹浆单位出厂成本约4,300元，

远比国外阔叶木浆（按到港成本）要高出近一倍。这一

巨大差价，导致进口木浆价格在市场上具有很强话语

权，质优价低的进口木浆成为各企业浆料使用的最大来

源；受浆料市场供需因素影响，国际浆价周期性波动越

发激烈，严重干扰国内纸企的投资决策和发展战略的预

期实施。

3.2.4 主要因素敏感性分析

影响项目收益的三大因素为建设投资、直接原材

料、产品销售价格等，其上下波动对项目效益影响的敏

感度分别约为：1∶0.2，1∶0.45，1∶0.6。 

产品销售价格变化对项目收益影响较大，每波动

一个百分点，对项目效益影响约0.6个百分点；直接原材

料次之，每波动一个百分点，对项目收益影响约0.45个

百分点；建设投资稍弱，每波动一个百分点，对项目收益

影响约0.2个百分点。价格越高，敏感性越强烈。当产品

目前三项费用占业务收入比例约在10%左右，比

“十三五”期间平均占比减少约3个百分点。特别是生

活用纸属于快消品，产能增量较快，市场竞争导致消费

宣传和物流成本增长较多。除此之外，还要上交约1%

税金及附加。所以企业的总毛利润率没有达到15%或以

上，那么企业就会陷入亏损风险。

以上分析显示，虽然通过多年不断的累计投资，许

多大型企业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和产业链，尽管各企业

在精细化、信息化和指标考核上做出最大努力，降低了

固定成本和三项费用，已基本到了极限，但获利能力一

直处于保本微利状态，一旦大宗产品（原料燃料或产成

品）市场产生较大波动，很难抵御冲击，风险极大。但目

前我国除少数企业外绝大部分造纸企业在最重要的纤

维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系统两头上缺乏管控力，避险能

力受限，企业运行危机四伏，一旦造纸主业获利差，又

没有其他相关主业补充供血，陷入困境也就难以避免。

表8  建设条件设定

投资内容

占地（不含预留）/亩

厂址

纤维来源

主要技术装备

产成品

市场

贷款/%

自筹/%

建设

条件

资金

来源

100万t化学浆

约1,000

临港

进口木片

进口为主

浆板

内销

70

30

20万t竹浆

约1,000

内陆，紧邻原料地

国内竹片

国产为主

浆板

内销

70

30

表7  目前企业自制木浆生产成本构成（%）

成本

原材料

能源动力

化工

可变成本

折旧

人工成本

其他制造费用

固定成本

生产成本合计

化机浆

71.12

21.11

1.20

93.43

4.16

1.85

0.56

6.57

100.00

化学浆

73.12

7.84

7.90

88.86

7.11

2.68

1.35

11.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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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下降10%时，项目收益指标基本处于极低水平。所

以产品价格要优先实现平稳或增值，同时管控好上游原

材料波动幅度。强力推进和支持技术装备国产化率，有

效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确保建设进度按期完成，契

合市场供需周期变化。

4  务必保持行业GDP合理增速，完成国家“十四五”

规划目标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消水平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

2005年降低20%。到“十四五”时期，

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力度加大，政

府工作报告将单位GDP能耗降低3%

左右列为2021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达成单位

GDP能耗降低13.5%的目标，这一目

标对造纸行业提出严峻的挑战。2021

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持续下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保持GDP

合理增速是前提，而盈余规模和净税

额足够多是基石。价格战和亚健康循

环只能使整体营业收入增长停摆和极

低的盈余，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

是难以企及的，反而被无限提高。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

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

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造纸行业

不属于“两高”行业。一旦单位GD P

能耗降低目标要求无法实现，再加上

社会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造纸行业

被列入“两高”行业的事只是时间问

题。

综上简析，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健

康发展既要坚定不移坚持绿色生态发展方向，更需要行

业GDP稳步增速，这需要行业机构、生产企业和贸易商

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2016-2020年中国造纸协会发布《中国造纸工业年度报告》.

[2] 2016-2020年各纸业上市公司年报.

[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

表9  建设目标预期

投资内容

单位建设投资

土建费用

设备费

安装费

其他费用

合计

财务指标期望值

建设期

IRR（税前)投资

回收期

销售收入利润率

100万t化学浆

8,200元

12%

65%

10%

13%

100%

　

24个月

14%或以上

10年内

15%或以上

20万t竹浆

6,500元

20%

50%

15%

17%

100%

　

24个月

14%或以上

10年内

15%或以上

备注

新建全厂系统

　

　　

　

不含建设期

表10  国内新建浆厂与国外浆厂生产成本对比

项目

原材料/%

燃料动力/%

化工/%

可变成本

工资及福利/%

折旧费/%

其他制造费用/%

固定成本/%

生产成本合计/%

单位生产成本/元

三项费用/%

单位出厂成本/元

100万t化

学木浆

65.50

7.46

11.70

84.66

0.56

10.71

4.07

15.34

100.00

4,200

6.5

4500

国外

阔叶木浆

54.56

15.73

3.67

73.96

8.27

9.06

8.72

26.04

100.00

2,000

加海运和市场销

售费用

2250

20万t化学

竹浆

64.33

8.25

11.83

84.41

1.56

10.76

3.27

15.59

100.00

4,000

7

4300

国外

针叶木浆

51.65

14.06

3.22

68.93

13.29

8.92

8.85

31.07

100.00

3,000

加海运和市场销

售费用

3400

注：国外木浆为到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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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是生活必需品，如卫生纸、卫生巾等产品，更是与个人卫生保健

息息相关，需求具有极大的刚性，一旦养成使用习惯，即使经济下滑也不会过多

的影响人们对生活用纸的日常需求。此外，生活用纸亦属快速消费品的一员，很

多都属于一次性消耗品，更换频率极高且往往具有周期性，会不断产生新的需

求。即使在200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生活用纸行业总体仍然保

持上涨的态势，我国的生活用纸行业更是保持销量13%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

说生活用纸产品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需求防御力显得十分突出。

但就是这个被人们认为不论市场形势多么挑战，依然能因为全球人口的不

断增加而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的生活用纸市场，近两年却表现出震荡运行。2021

年我国生活用纸市场更是出现了大涨大跌，综合分析市场影响因素来看，不可

否认大流行的波及给全球生活用纸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消费产品的结构发生

了重大改变，大流行前的居家外用生活用纸产品因为不断增长的外出机会带动

消费逐年增长，但受大流行的影响，这部分产品的消费量呈直线下降；而居家

用生活用纸产品因为人们卫生意识的不断提高而消费量增长明显；另外受原材

料价格波动、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成本提高的影响，导致生活用纸产品市场

的不稳定。而从目前形势来看，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还将综合作用在未来几年

生活用纸市场上。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球生活用纸市场，更好地分析大流行给全球生活用纸带

来的消费结构的调整，本刊特别组织了“大流行后的全球生活用纸市场”专题，

不仅包括了大流行对生活用纸整个产业链的影响，还特别组织了全球重点地区

的生活用纸市场，如北美、日本、巴西等地区。希望读者朋友能通过此专题捕捉

到一些全球生活用纸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流行后的
全球生活用纸市场

⊙ 本刊采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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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消费结构：

大流行给全球生活用纸消费带来结构性改变

2021年，在全球范围内生活用纸成熟市场

的去库存程度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截至2021

年年底，预计全年生活用纸需求量同比将仅增

长1%，这将使2021年度成为自1990年以来，增幅

最小的一年。而从2020年年底对2021年的预测

数据看，预计2021年全球生活用纸需求量将有

4.5%的增长幅度，从2021年的具体市场数据来

看，之前所预测的大部分增幅都被去库存所抵

消，而不是家用零售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增加。尽

管如此，近两年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已经导致了全

球生活用纸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与大流行前的预测相比，最新的全球预测

显示，从长期来看，上升幅度约为50万公t。这反

映出由于卫生问题以及新的工作安排，家用零

⊙ MATHIEU WENER  美国NUMERA ANALYTICS经济学家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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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生活用纸(AT, at-home tissue)和公共场所

用/商用生活用纸(AFH, away-from-home 

tissue)的使用量都有所增加。

从2021年生活用纸市场的全球范围来看，

具有挑战性的数据是，2021年几乎所有成熟市

场（北美、欧洲、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纸巾

需求量都有所下降。在我们看来，这主要是由于

2020年的食品储藏室库存，但也很明显，供应链

中断加剧了库存调整。在过去9个月里，母卷和

加工产品的全球贸易量合计下降了10%。

纸浆价格也对生产者的盈利能力产生了影

响。查看9家公开交易的生活用纸生产商的财务

报表，我们发现，2021年较低的纸浆价格和强劲

的家用零售生活用纸销量使整个行业的利润率

平均提高了2%～3%。2021年第二季度，由于纤

维和能源价格上涨、下游去库存和供应链问题

的共同拖累，利润率比2019年平均水平下降了约

1%；第三季度，由于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

销量增加，成本上涨成功转嫁给买家，利润率回

到了2019年的水平。随着库存高峰的到来，公共

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销售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

2022年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流行病学方面的发展将继续在“新常态”

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大流行的影响，导致近几年办公地点

和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而就在疫情逐渐恢复的

过程中，远程或混合方式的办公环境也逐渐成为

一种常态，正是这种工作方式的日益普及在“新

常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然导致家用

零售生活用纸的消费量和所占总消费量的比例

逐渐提高，而其消费量的增加必将以公共场所用

/商用生活用纸消费量的下降为代价。在公共场

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市场，结构变化的程度和方

向将因最终用途和产品类型而有很大差异。例

如，办公室是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的最终

用途，完全恢复的可能性最低。从人们流动性大

数据可以看出，工作场所的交通量稳定在比大

流行前水平低15%～20%左右，只要国际旅行限

制仍然存在，酒店对纸巾的需求也将继续减少，

而这对于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市场消费量

的恢复来说肯定是个不利因素。另一方面，餐馆

的开支已经完全恢复，而受大流行的影响，人们

对于卫生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大流行之前，

这对于生活用纸消费量的不断提高将起到积极

地促进作用。

主要受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销量持

续复苏的推动，预计2022年，相比于2021年，

生活用纸需求量的增长将加速至3.0%。然而，

2022年的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消费量的增

长将非常不平衡。从地理位置来看，按地区划分

的免疫接种率将发挥重要作用。另外，2021年底

出现的OmiCon变异株也增加了关于公共场所用

/商用生活用纸行业复苏的不确定性。

按部门来看，既可用于表面清洁，也可作为

干手剂替代品的毛巾纸应继续受益于人们因疫

情而不断提高的卫生意识，消费量将继续逐渐

提高。而公共场所用纸/商用生活用纸生产商可

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往

仅需要厕用纸功能的客户，而这类客户用量的增

长主要取决于流行病学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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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没有看到对安德里茨的真

正影响。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机

构，在过去20个月里，该机构为我们提供了良好

的服务，使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拥有高度的采

购、制造和销售灵活性。尽管大流行，我们所有

的机器交付都可以调试并成功启动，部分甚至可

以通过远程支持和优化。今后的趋势肯定是卫

生行为的增加、数字化趋势的加快以及提供环

保和可持续解决方案需求的增加。

作为生活用纸纸机供应商，我们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钢材和其他部件的价格大幅上涨。此

外，电子元件等物品的供应变得越来越有限，从

而影响到采购某些零部件所需的时间。最后，由

于燃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世界某些地区缺乏

生活用纸纸机供应商：

预计到2022年第二季度，成本问题将得到整合

⊙ KLAUS BLECHINGER  安德里茨生活用纸副总裁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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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供应，导致运输成本增加，这对项目成本和准时交付产生了重大影响。

NBSK和BEK纸浆在2021年年中再次达到峰值，这是在2018年纸浆价格达到峰值之

后的另一个纸浆峰值。NBSK纸浆甚至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所有这些都给生活用纸生产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我们目前看到的纸浆价格有

下降的趋势，预计2022年纸浆价格将稳定在较低的水平。2022年，我们预计所有这些问题

都会得到整合，甚至与实际情况相比会有所改善。没有人能真正预测这会在何时发生，但我

们预计从第二季度开始。

在任何情况下，与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次级供应商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

为在线沟通，而不是定期旅行。由于最近的发展，数字化得到了有力的推动。Me t r i s是安

德里茨数字平台，它将运营技术（OT）和I T这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经典的OT（例如工厂

的DCS系统）现在与生产优化、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应用程序及工具无缝集成在一起，

可以从一个平台永久访问数据科学家和安德里茨领域专家。通过这种数字化工具，工厂优

化、远程启动、在线监测和支持等都成为可能，并在我们的行业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进一步的重点将是生活用纸的可持续生产，包括各种生活用纸生产技术、干绉、中间

和高级纸巾。我们发起了“Ci r c l eToZ e r o”倡议，目标是实现零排放和零浪费，以及我们

在生活用纸生产工厂“减少二氧化碳足迹”的目标，包括四大行为：减少能源消耗、节约纤

维、使用替代纤维和纳米纤维素、减少淡水消耗，排放、回收和回用其他行业的废弃物以

及使用生物化学品。所有这些都将得到更高程度的数字化支持。

至于2022年的趋势，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产品质量提高的趋势。然而，对

能源消耗和排放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因此这些市场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创新有很大的需

求。另一方面，TAD仍将在北美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正在开发解决方案，以显著降低

TAD技术的能耗，同时保持产品质量。

在干燥技术方面，重点仍将放在无化石资源上，我们已有经验，并将进一步开发和优

化这些资源，例如生物质、合成气、电加热等的使用。取决于某个地方的资源可用性和当地

法规，正确的能源概念是增强纸巾厂未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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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纸机供应商：

数字发展以一种难以预料方式和速度迅速腾飞

⊙ JENNY LAHTI SAMUELSSON  瑞典维美德PAP生活用纸工厂全球副总裁

对Valmet而言，过去一年最大的影响是我们的人员无法按需出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被

允许进入全球的社区和场所之前已经被隔离了数周。直接的结果是，数字发展以一种难以预料的

方式和速度腾飞；而维美德全球公司也已设法迅速并充分地利用我们的数字工具，开发了运营方

式，以便远程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客户。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们在客户现场进行了机器检查和启

动，我们的专家提供远程支持。这种变化是持续的，将是对未来现场服务的良好补充。

大流行当然影响了生活用纸的消费量。当世界关闭时，受到冲击的是AFH市场，而家用生活

用纸的消费方面自然是有了明显的增加。我们还看到纸巾需求持续增长。这可以解释为2019冠状

病毒疾病引起的新的卫生行为。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还预计将继续用纸巾和毛巾

产品取代干衣机。2022年，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将如何继续应对成本上涨——不仅是纸浆成本，还

包括各种形式的能源成本，特别是欧盟的电力和天然气成本——将是关键。此外，在物流方面，

不仅存在成本上升的问题，还存在运输提前期延长的问题。归根结底，这增加了供应链中各方的

风险。Valmet一直在努力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采取措施确保按时交付。这些挑战迫使我们更加专

注于开发我们的技术和交付，以优化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以及我们的生活用纸纸机和工艺的效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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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原材料、能源和物流市场目前不稳定，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演变。众所周知，可持

续性牵扯到每个生活用纸生产商的利益和战略。而为了提高能源效率，最终实现无化石燃料运

营对我们和我们的客户都至关重要。2021年3月，维美德推出了气候规划——铸就碳中和的未来，

该规划在其整个价值链上设定了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日前，此目标已得到科学减碳倡议组织

（SBT i）的批准。这表明维美德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所制定的规划是建立在最新气候科学发展的

基础上，并将为《巴黎气候协议》设定的1.5 ℃温控目标提供支持。

在维美德气候规划中，维美德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自身运营和供应链中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分别降低80%与20%。另外，通过新技术开发，使维美德在制浆造纸产业的客户实现碳中

和生产；使用维美德现有技术，帮助客户进一步减少20%能源消耗。该气候规划目标设定的参考

基准是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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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纸生产商：

AFH市场一直不好，但将在2022年大幅反弹

⊙ SUMIT KHANNA  印度BEETA公司生活用纸首席执行官

过去20个月对印度国内生活用纸的消费市

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伴随着生活用纸销售额的下

降，且由于物流成本的高增长，出口价格也随之

上涨。我认为通货膨胀将长期存在，这将对印度

的纸巾和毛巾纸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公共场所用

/商用生活用纸市场状况不佳，餐厅、酒店和办

公室都被关闭。然而，我认为这个行业将在2022

年反弹。即使现在，我们也开始看到这一点；在

过去的两个月里，餐厅已经接近满负荷。总的来

说，我认为私人品牌不会因为大流行而增加。然

而，我想分享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疫情爆发后，

印度新的超市、药店和夫妻店突然激增。2021

年，纸浆价格持续上涨。我们预计，有望在2022

年年中稳定下来。

燃料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导致了这种增长，

作为一家纸巾厂，我们不得不在头两个月消化价

格，最后被迫将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虽然我们的

业务在2020年度和2021年度没有扩张计划，但

环境问题仍然是我们和市场的关键。我们发布了

另一系列由100%可回收纸巾制成的产品，看到

这些产品在印度越来越受欢迎。在目前的商业环

境下，厨房卷纸和面巾纸的消费量肯定增加了。

人们现在把卫生放在首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将

持续下去的趋势。我相信纸巾产品消费的增长将

继续对全球纸巾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2022年及以后的主要挑战是，现在

有更多的公司进入纸巾市场，或是第一次进入纸

巾市场。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的纸巾制造商，这

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原材料和资源将面临更多的

竞争。主要的机会仍然是，随着卫生和环境卫生

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消费将会增

加。我相信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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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21在许多层面上都是充满挑

战的一年。新冠肺炎继续对大多数企业产生重

大影响，而且很明显，英国脱欧的后果正在开

始渗透。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比近代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无论是专门针对

HGV司机还是更普遍的劳动力供应。同样，原材

料供应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为几乎所有与纤

维相关的产品都有着前所未有的需求、有限的

供应和不断上涨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能源价格

生活用纸生产商：

我们的系列环保产品，在COP 26提高了消费者意识

⊙ ODAY ABBOSH  英国CONSUMA纸业公司董事长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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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也出现了大幅飙升，目前还看不到尽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推动投资计划贯穿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以确保我们能够

按预期为所有客户提供服务。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大幅提高了产能和能力，并对未来持

乐观态度，尽管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困难重重。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围绕着提

高卫生水平、增加电子商务和新的工作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将继续存在，我们将继续确保在

未来为所有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除了这些更广泛的市场挑战外，我们还见证了纸浆成本从2021年年初大幅上升，鉴于

影响所有造纸厂的能源危机，前景仍然不确定。考虑到每个人都在用更可持续的替代品取

代化石燃料包装的转型，对纤维基原材料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电子商务的持续增长也在

创造进一步的需求，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回收原材料供应下降的时候，部分原因是新的工作

方式。

作为一个行业，我们继续在寻找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以解决我们

如何制造和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问题。在Consuma，我们已经转向100%可再生能源，很高兴

能够对我们的一些产品采用更循环的方式。例如，使用我们的O r a家用毛巾，纸浆基层现

在由我们的工厂废物制成，在整个现场继续减少塑料包装的数量，投资了能够用纸包装所

有轧制产品的机械。

与所有公司一样，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增加远程工作，并实施新的流程来保

护所有人不受新冠病毒传播的影响，这已变得至关重要。例如，当你进入我们的大楼和工

厂时，现在有了温度监测器；我们在许多机器上安装了新的诊断试剂盒；作为一家规模较

小的公司，我们能够灵活机动，同时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关于Zoom和新生产线调试

的客户会议，以及来自全球机器制造商的投入和培训已经成为常态，这意味着我们的员工

必须在工作时间上更加灵活，并愿意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学习。

我相信2021年面临的个别或者大部分挑战将在2022年持续下去——劳动力短缺和

通货膨胀对工资的冲击效应。但在替代性、更可持续、更环保的纤维方面，我们应该关注一

些令人兴奋的创新。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巨大的机遇将与我们制造的环保产品的广度以及

一系列新的与新兴的技术和合作伙伴有关，这些技术和合作伙伴将使我们的业务能够在

纸面业务范围内增长。在英国举办COP26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提高了消费者的意识，因

此我们完全预计消费者和零售商将继续需求碳足迹减少的产品。机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

将是关键。而且，不仅原材料的转换将带来机会，而且在当地采购的能力也将变得越来越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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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料市场：2022年，巴西即将举行总统选举，

生活用纸市场将受益于因选举而产生的市场资本注入

⊙ PEDRO VILAS BOAS  巴西安古蒂统计局局长

● 大流行对全球生活用纸产业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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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整个生活用纸市场，随着购物中心、

办公室和餐厅因封锁而关闭，公共场所用/商用

生活用纸（AFH）部门的业绩预计会下降，这导

致该行业第三大重要产品手巾纸的消费量下降。

然而，在2020年大流行开始时观察到的厕纸消

费量的强劲增长抵消了纸巾纸消费量增量的减

少，尽管第二波疫情更加严重，但这一损失在近

期并未重演。图1-图3展示了近二年来，巴西生

活用纸产量、价格演变和不同品种的市场份额情

况。

毫无疑问，最大的问题是原材料成本的增

长与纸张价格之间的不匹配，在需求疲软的情

况下，超市没有进行调整，而超市是巴西最大的

卫生纸分销商。如果我们把价格转换成美元，而

桉树纸浆调整了63%和白色废纸30%，多层卫生

纸记录的平均价格在超市货架上减少了11%，这

是更严重的，如果认为我们的货币升值了31%。

其后果是机器停工，更糟的是小型工厂停工。

然而，如果我们在大流行方面没有更多问题，能

够在没有任何重大意外的情况下恢复运营，那

么2022年可能对这一细分市场有利。这主要是

因为巴西将举行总统选举，届时资金通常会注

入经济，而最近调整的新紧急援助计划已经开

始实施，这可能意味着最需要巴西人的消费增

加。另一个正在影响市场并将在未来几年改变

该行业的事实是，我们正在看到公司的集中，特

别是Softys在收购Sepac后不久宣布收购Carta 

F a b r i l。通过此次收购，这家智利公司在巴西

市场的份额接近30%。此外，日本协会D a y i/

MuuBeNi最近收购Santher，并且已经在我们的

市场上，外资公司美国金佰利克拉克接近持有巴

西组织市场50%的份额。

图2  近二十年来，巴西阔叶木浆、废纸和厕用纸的

价格演变

图3  巴西生活用纸不同品种的市场份额

图1  近二十年来，巴西生活用纸产量变化

2021年是巴西生活用纸行业艰难的一年，

主要是由于生产成本的强劲演变，损害了公司的

盈利能力，而这一年的低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点。这让我们估计，与2020年相比，2021年的产

量下降了2%，这在巴西是不寻常的。自2000年以

来，仅在2015年巴西生活用纸市场出现过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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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均每年消耗17千克生活用纸，其生活用纸消

耗率领先于整个亚洲，更像西欧和北美。有趣的一个现

象是，日本在厕所自动电器的开发和消费者接受方面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动厕所电器的大范围使用部分取

代了卫生纸的清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厕用卫

生纸的用量，而目前这些电器已成为高档酒店和家庭的

日常用品。如果没有自动厕所系统，日本的卫生纸消费率

可能会更高。

如图1所示，日本的生活用纸生产商遍布其领土。新

产能的增长如图2所示，为运行、在建或宣布的生活用纸

纸机总数。2015年至2018年期间，随着日本生活用纸生

产商建设产能，以取代支持消费所需的部分进口生活用

纸，新增生活用纸纸机的数量增加了70%以上。更多产

能已宣布并在建设中。

日本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但最近有

所改善。图3显示了从2007年到2019年人口的缓慢下降。

人口减少和整体老龄化减少了消费者消费，导致经济增

长放缓，总生活用纸需求降低。然而，绘制的曲线显示，

自2009年以来，日本人均GDP强劲增长，这支持了日本

消费者购买生活用纸产品的能力。

日本的通货膨胀总体上非常低，出现了一些历史性

的通货紧缩，如图4所示。更重要的是，显示了自2010年

以来失业率的大幅下降。综上所述，这些经济指标支持

生活用纸需求的持续增长，但增长非常缓慢。这与图2所

示的新型生活用纸纸机的快速组装形成对比，而从日本

近两年的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调整或许可以进一步阐明这

一问题。

图5显示，与主要的生活用纸消费国相比，日本的出

口相对较低。韩国是日本最大的生活用纸出口国，其他

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菲律宾、印度尼西

图1  日本生活用纸生产商分布

日本生活用纸市场: 

成为亚洲主要生活用纸消费国，经济出现好转
⊙ Bruce Janda, Senior Consultant, Fisher International

·专题
spEciAl

25
Mar., 2022  Vol.43, No.5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亚和中国香港。

图6显示了日本最新一轮生活用纸产能上线时日本

生活用纸进口量的增长情况。日本的主要生活用纸供应

商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美国。

卫生纸进口量现在超过出口量约12倍。如果日本生

活用纸生产商的国内生产与这些进口产品具有竞争力，

它们就有扩张的空间。

如图7所示，日本国内生活用纸生产主要集中在消

费性生活用纸产品上。商用或AFH产品只占总产量的一

小部分。这可能表明，老龄化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内产品

图2  近二十年,日本生活用纸生产线的变化

图3  近二十年, 日本人口和GDP变化

图4  近二十年, 日本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情况

上，进口产品可能主要由商业产品组成。

图8显示了日本生活用纸生产的进一步细分以及生

产的成品生活用纸。尽管日本在自动清洗厕所方面的技

术处于领先地位，但其纸巾生产的大部分都是消费性生

活用纸产品。消费性面巾纸排名第二，其次是消费性毛

巾。

日本的大部分生活用纸纤维原料主要依赖回收纸，

如图9所示。桉树、南方硬木和软木构成了剩余的纤维消

耗。日本本国市场不生产硫酸盐浆和少量亚硫酸盐浆，

市场回收纸浆作为打包和自备浆系统出售。

图5  日本生活用纸出口量

图6  日本生活用纸进口量

图7  日本生活用纸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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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活用纸生产商主要依靠内部加工的再生纤

维来生产主要成品，如浴巾纸、面部护理用品和毛巾纸。

图10显示，消费性餐巾、纸巾包装纸和吸收性衬垫生产

主要使用购买的商品纸浆。然而，其中一些市场纸浆来

自国内再生纤维生产商。

由于大多数生活用纸生产都是消费性的，这可能会

在进口纤维的数量与较小产品类型的构成百分比之间产

生误导。

图11提供了按成品列出的采购纤维类型和数量。该

分析完成了图10中的视图，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画面。消费

者面部护理和沐浴使用的大部分是进口桉树纸浆。

图5和图6中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了日本生活用纸制造

资产基准比较集中。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土

耳其和美国都有具有区域或全球影响的生活用纸行业，

并且都在日本贸易数据集中。当然所有基准测试都是基

于每个国家生活用纸纸机的平均数量，一些国家的卫生

纸纸机的装备水平非常相似，而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和旧

的资产。

图12显示了日本生活用纸纸机的平均值与基准设

定的平均值，根据机器的技术年龄和运行速度进行区

图8  日本生活用纸中制成品的结构

图9  日本生活用纸的原材料结构

图10  日本不同生活用纸制成品购买原材料的比例

图11  日本不同生活用纸制成品的纤维产量

图12  日本生活用纸纸机的质量对比

图13  日本生活用纸平均生产成本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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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泡沫的大小代表了每个国家生活用纸生产的相对大

小。美国和日本的资产相对较旧，而中国、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和越南的资产要新得多。中国、越南和日本的机

器运行速度平均较慢，而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美国都

在最高速度组中。评估生活用纸纸机的另一种方法是比

较横幅宽度。中国拥有众多小型机器，其排名可能会低

得多。

与美国不同，日本和其他基准国家没有可测量的先

进生活用纸湿纹理和结构技术。超过42%的美国生活用

纸纸机拥有某种形式的这种技术，目前的某些报告显示

一比例或许将提高到50%。除澳大利亚外，这项技术尚

未在亚太地区产生影响。据报道，中国正在试验更小的

自制设备。

如图13，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

南在平均成本方面都具有优势。如果将运输成本包括在

内，这种差异将被放大。除了韩国，日本的能源成本似乎

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

图14展示了能源成本的对比，并显示了日本和韩国

在这一指标上的劣势程度。

现金成本基准反映了日本国内生活用纸行业的健康

状况。图15提供了一个三到五年的未来评估，使用费希

尔国际的可行性基准，包括成本，并比较了未来所需的

投资、公司风险，以及预测未来完整性的其他前瞻性因

素。同样，日本和韩国似乎更容易被替代或受进口压力

影响而关闭。

每吨成品的碳排放量预计将成为运营成本和可行

性以及进口产品验收的更大因素。在这项分析中，日本

的生活用纸资产并没有明显劣势。美国的排放量最高，

这是由于其异常廉价的能源和高比例的先进技术。TAD

工艺每吨产品消耗更多的能量，但往往在较低的基重下

产生更高的性能。这不包括在成本分析中。

日本正在更新其生活用纸资产，并自2015年以来大

幅增加。这些预计将导致一些旧的高成本机器的更换。

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低成本生活用纸将继续基于

低成本制造因素展开竞争。日本目前正在经济增长，同

时继续老龄化和人口流失。尽管有自动机器人厕所，人

均生活用纸消费量也将缓慢增长。

分析竞争地位需要对生活用纸生产商和生活用纸

纸机进行详细说明。本文对当今日本的生活用纸行业

进行了静态总结。纤维价格、汇率和环境法规将发生变

化，给一些参与者带来优势，而另一些参与者带来新的

挑战。该国的生活用纸生产商将继续存在被买卖或合

并；另外，日本邻国可能会继续投资于生活用纸生产能

力，从而影响日本的进出口贸易。

图14  日本生活用纸生产能源消耗基准

图15  日本生活用纸生产企业的平均生存能力

图16  日本生活用纸生产中的碳排放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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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projects where numerous TMs 
are being ordered at once is now on a scale unseen before

多台纸机同时订购，

生活用纸投资项目规模空前

随着生活用纸生产商全球整合率不断下

降，纸机供应商面临的客户群体更加多样化。并

购，经市场验证，是满足不断演进的市场需求的

前进方向之一。

截至本世纪初，前十大生活用纸生产商占

全球总产能近一半。2020年，该占比下降到40%

以下，而全球总产能则强劲增长。新建项目跨度

大，有中小规模的新建项目，也有几乎可以称之

为“巨无霸型”的新建项目。而后一类则在很大

程度上归因于近年来逐步跻身世界前十行列的

亚洲生产商。如图1。

过去十年的产能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以

As global consolidation rate among tissue paper 
producers has been declining, machine suppliers 
are facing a more diverse  client base. M&A has 
proven to be one way forward to meet the evolving 
demands.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the top-
10 tissue producers accounted for almost half of 
the production footprint. In 2020, this share had 
dropped to less than 40 %, while the total capacity 
was strongly growing. New projects now span 
between small- and mid-sized projects to what can 
almost be considered as “mega projects”. The latter 
category is much attributed to the emerge of Asian 

⊙ Petäjä Pirkko，Mörner Hampus，薛菊，姚润滢  贝励（北京）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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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为首。在公司层面上，APP、

维达（E s s i t y）集团、恒安和理文在新增产能中

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估算，自2010年以来，仅

APP在亚洲的产能布局每年就增长了200多万t。

其中，印尼OK I工厂项目在2018年前后向拓斯克

订购了共计6台年产6万t的卫生纸机。理文重庆

工厂亦完成了同等规模的项目，在约四年内安装

了9台年产6万t的维美德卫生纸机。这类规模的

项目为设备供应商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风险，需要考虑并缓解。例如，单一项目

长期占用一定数量的资源可能带来一些挑战，但

经过适当应对，能够从更高的效率中获益。如图

2。

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新增已安装卫生纸

机的平均规模已从约1.5万t/a增长到约2万t/a。

在工厂层面，同一工厂的平均产能已从约4万t/a

增长到近7万t/a。而地区甚至国家层面则存在显

著差异。虽然从规模经济来讲，更大型纸机、更

大规模的工厂是自然发展趋势。但多台纸机同时

订购、生活用纸投资项目规模空前的状况加

速了这一进程。如图3。

1  卫生纸机供应商通过并购拓展业务线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欧洲生活用纸行业在

很大程度上由生活用纸家族企业所主导，销售集

中在当地和附近市场；服务于这些企业的数家

纸机设备供应商亦是如此。凭借当地的分包业

务机会，纸机设备供应商可以维持在较小的规

operators that have earned their place in the top-10 
group in recent years.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growth in the last ten 
year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to Asia led by China and 
Indonesia. On a company level, APP, Vinda (Essity 
Group), Hengan and Lee & Man are in the top of new 
capacity added. APP alone is estimated to have grown 
its Asian production footprint by more than 2M annual 
tonnes since 2010. Within this, a project like the OKI 
mill (Indonesia) is to be found where in total six TMs 
of 60kt of production capacity each were ordered from 
Toscotec around 2018. A similar project in terms of 
size was finalized by Valmet for Lee & Man at its 
Chongqing mill in China where nine TMs of 60kt/
a each were installed during some four years’ time. 
Projects of this scale open up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machine suppliers while there are also risks to be 
considered and mitigated. For instance,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that become tied to a single project for a long 
period can be challenging but can also generate benefits 
in  the form of higher efficiency.  

Globally, the average size of installed new TMs 
has grown from about 15kt to about 20kt of annual 
product ion capac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At a mill level, the average production 
capacity at one site has grown from about 40kt to 
almost 70kt. A notable difference exists both on a 
regional and even country level. Larger TM:s and 
mills is a natural development with economies of scale 
considered. However, the emerge of projects where 
numerous TMs are being ordered at once at a scale 
unseen before has accelerated this development.

图1  全球生活用纸产能分布

——前十大生产商与其他生产商对比

Figure.1  Globe Tissue Production Footprint 

Distribution-Top 10 Produers vs. Others(% share)

图2  地区产能增长

Figure.2  Regional Capacity Growth (Metric k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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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尤其是在意大利卢卡的产业集群。

此后，随着时间推移，数家生活用纸制造商

发展壮大，对大型机器和项目的需求也随之增

加。北美则处于这一发展的前沿。先进（5.6 m

宽幅纸机、TAD等）卫生纸机供应商通常是大型

造纸机械企业的部门之一（例如：维美德、福伊

特和安德里茨）。他们伴随市场对更大纸机和高

档生活用纸技术的需求，成功发展起来。大型企

业的内部协同和财务实力对上述技术发展提供

了支持。对于大型生活用纸制造商来说，这些纸

机设备巨头与其形成了良好的匹配，不但是供应

商，还是质量和工艺开发的合作伙伴。 

不过，许多中小规模的生活用纸制造商也成

功地在多样化的生活用纸市场中占据强有力的

竞争地位，也有一些新企业进入这一市场，这在

很大程度上来自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

在前十大生产商甚至前二十大生产商以外

的生活用纸制造商中，中小型卫生纸机供应商建

立了强势地位。欧洲小型纸机（2.8 m）在亚洲

和欧洲都取得了成功，凭借可靠且标准化的技

术、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与当地供应商竞争，例

如在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上与中国的纸机设备

供应商竞争。大型先进纸机供应商在与小型本地

供应商的竞争中并未取得同样成功。

为了能够服务于多样化的生活用纸市场，卫

生纸机设备供应商正拓展产品线和关注领域。

并购一直是首选策略，在大型供应商的主导下，

达成了一些有意思的并购交易。

1  Tissue paper machine suppliers widen their portfolio 
through M&A

Up until the 90´s, the European tissue industry 
was to a large extent dominated by family owned tissue 
businesses with sales in the local- and nearby markets. 
This was also t rue for several machine suppliers 
serving these clients. Especially the cluster in Lucca, 
Italy, made a smaller scale possible for the machinery 
suppliers thanks to local subcontract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years as several tissue manufacturers 
grew larger so did the demand for larger machines and 
projects. North America was in the frontline of this 
development. TM suppliers of advanced machines; 
wide TMs (5,6 m), TAD etc. are typically divisions of 
large paper machine companies (For instance Valmet, 
Voith & Andr itz).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developing along with the demand for larger machines 
and premium technologies. Internal synergies and 
financial strength of the very large companies have 
been supportive for thi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the major tissue manufacturers the machinery giants 
have been a good match as suppliers but also as quality-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partners. 

However, many small and mid-scale t issue 
manufacturers have managed to position themselves 
st rongly in the diverse t issue market as well and 
several new players have also entered the market, much 
attributed to Asi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mong these tissue manufacturers outside the 
Top-10 or even the Top-20 group, smaller- and medium 
sized TM suppliers have established a strong position. 
Smal l European machines (2.8 m) have proven 
successful in both Asia and Europe. Their reliable and 
standardized technology at competitive pricing has 
been able to compete with local e.g. Chinese machine 
suppliers in the fast growing Asian markets. Large and 
advanced TM suppliers have not had the same success 
in competition towards smaller and local suppliers. 

To be able to serve the diversified tissue markets, 
tissue machinery suppliers are broadening their product 
offering and focus areas. M&A has been a preferred 
strategy and some interesting transactions have taken 
place, led by the large suppliers. 图3  全球已安装卫生纸机和生活用纸厂的平均规模

Figure.3  Global Average Size of Tissue Assets 

Installed, PM and Mill Respectiv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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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德于2015年收购了FOCUS复卷机，

以便提供有竞争力的复卷机；于2018年达成了

e-TAD纸机（来自乔治亚-太平洋公司）许可协

议，补齐了高档生活用纸技术产品线。安德里茨

于2018年收购了粉尘控制、气罩热回收和通风领

域的专业企业Nov imp i a nt i。福伊特于2019年

收购BTG，加强其在起皱方面的产品线和专业

能力。

但为了获得销量，纸机供应商需要关注包

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市场，特别是中国。到目前

为止，更先进的纸机在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完全

成功。事实上，许多领先的生活用纸制造商继续

向本地供应商和小型西方纸机供应商（除大型

纸机外）购买小型标准纸机。近期中国市场上还

没有售出过TAD纸机或其他先进技术方案。

2020年，为了获得更快地增长，两家大型先

进卫生纸机供应商进行了重大收购：福伊特完成

了对拓斯克的收购，维美德收购了波兰PM P集

团。

意大利拓斯克公司在中国和美国设有子公

司，提供从完整生产线到改建和单个部件（钢制

扬克缸、新型靴压等）的先进技术，并在包括中

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内的业务市场中占有强大

的市场地位。

福伊特宣称：“拓斯克公司将保持企业精

神，在已有的拓斯克品牌下运营。未来，拓斯克

将代表整个福伊特集团在生活用纸领域开展新

生产线和重大改造业务。”

与拓斯克相比，波兰PMP集团规模更小，

全球业务中生活用纸业务占比更低，但其Intel l i

卫生纸生产线经市场证明是成功的，在亚洲中小

规模的生活用纸制造商的卫生纸机中占有一席

之地。据维美德称：“此次收购将使两家具有不

同产品和客户细分的企业走到一起。PM P针对

中小型卫生纸机的技术和服务是维美德目前针

对宽幅高速纸机和改建项目造纸技术和服务的

极好补充。”

通过这类收购，纸机设备供应商强强联合，

可覆盖所有生活用纸制造商。小型纸机设备供

Valmet acquired FOCUS rewinders in 2015 to 
offer a competitive combining winder and in 2018 
they secured a license agreement for e-TAD (from 
Georgia Pacif ic) to complement their tissue grade 
quality offering. Andritz acquired Novimpianti in 
2018. An expert in dust control, hood heat recovery and 
ventilation. Voith acquired BTG in 2019 to strengthen 
its offering and expertise in creping. 

Howeve r, t o cap t u re volu me t he mach i ne 
suppli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markets 
including Asia and especially China. So far, more 
advanced machinery has not been fully successful 
in these markets. In fact, many of the leading tissue 
manufacturers have cont inued to acqui re small 
standard machines from both local and smaller Western 
machinery suppliers (in addition to large machines). 
Unt i l ver y recently, no TAD machines or other 
advanced concepts had been sold in China. 

To capt u re more g row th , t wo of the major 
advanced technology TM suppliers carried out major 
acquisitions in 2020; Voith completed the acquisition of 
Toscotec and Valmet acquired PMP Group in Poland.

The Italian Toscotec has subsidiaries in China 
and the U.S. It provides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from complete production lines to rebuilds and single 
components (steel Yankee, new shoe-press etc.) and 
holds a strong market position in the markets where 
present, including China and other Asia. 

Voith announced ; “The company will remain 
entrepreneurial in nature and will operate under the 
established Toscotec brand. In the area of tissue, 
Toscotec will carry out the business with new lines and 
major rebuilds for the whole Voith Group in the future.” 

The Polish PMP Group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oscotec and globally less tissue oriented, but 
its Intelli tissue line has proven successful and PMP 
has its stronghold for tissue machines in Asia among 
small- and medium sized tissue producers. According 
to Valmet “The acquisition will bring two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offer ings and customer segments 
together. PMP’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portfolio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tissue machines is a very good 
complement to Valmet’s current paper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for wide and fast machines and rebui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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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cquisitions like these machine suppliers join 
forces to be able to serve the full spectrum of tissue 
paper manufacturers. Smaller machine suppliers not 
only get access to more resources, but also mitigat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edicating most of their 
resources to single large projects. Larger machine 
suppliers become better suited to serve the diversified 
Asian markets that may not only demand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but also technology better suited for lower 
more standardized tissue paper qualities.  

However, the competit ion in China remains 
fierce as local Chinese machine suppliers of small 
standardized machines have stepped up during the past 
year 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have gained majority 
of small TM orders. 

2  Converting machinery suppliers target full supply 
chain with M&A  

M&A activities among converting machinery 
suppliers ref lect at tempts to widen the por tfolio 
throughout the finishing processes to different product 
categories and other parts in the supply chain  e.g. 
packaging , palletizing etc. and by doing so,  targeting a 
fully integrated supply process.

A good example is Körber AG / Fabio Perini  that 
to its rolled converting offering acquired Casmatic for 
packaging, Langhammer for palletizing and finally 
MTC, a leading folded technology supplier. 

Another converting machinery supplier offering 
a wide palette  is Barry Wehmiller group that owns 
PCMC in the US and Italy and that acquired W & D 
folded converting in 2015 (from Körber/Perini) and then 
STAX in 2019 for packaging and palletizing. 

Warehousing would be a new and perhaps final 
step for the converting machinery suppliers to offer 
the full chain. Automated warehousing and product 
handling has its specialized suppliers though that 
also serve many other industries and benefit of those 
synergies. However, digitalized converting facilities 
and warehouses with fully integrated supply chains 
are in sight and M&A is one method for the converting 
machinery suppliers to reach this.

应商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还可以降低将大

部分资源用于单个大型项目的风险。大型纸机设

备供应商则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多样化的亚洲市

场，同时满足先进技术的需要，以及标准化卫生

纸质量技术的需要。

但中国市场的竞争依然激烈，因为在过去

一年中，中国本土小型标准化设备供应商的技

术水平有所提高，并获得了大部分小型纸机的订

单。

2  后加工设备供应商亦通过并购覆盖完整

供应链为目标

后加工设备供应商之间的并购活动反映了

在整个后加工过程中将产品系列拓展到不同产

品类别和供应链其他部分（如：包装、堆垛等）

的企图，希望以此实现供应链全集成的目标。

Kö r b e r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通过

收购Casmatic和Langhammer分别补充其包装

和堆垛产品线，随后还收购了领先折叠技术生产

商MTC。

Barry Wehmi l ler集团是另一家提供丰

富后加工设备产品线的供应商。该集团通过在

美国和意大利的PCMC于2015年收购了W&D折

叠后加工（来自Kö r b e r）产品线，于2019年收购

STAX包装和堆垛产品线。

仓储将是后加工设备供应商提供完整供应

链的新领域，且可能是最后一个领域。自动化仓

储和产品处理有其专业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也

服务于许多其他行业，并从行业协同中获益。无

论如何，数字化后加工设施和仓库以及完全集

成的供应链（甚至包括外部信息处理）已近在眼

前，而并购是后加工设备供应商实现这一目标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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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流行期间生活用纸各品种之间发展的不同趋

势对比已经初步确立，2021年第一季度，公共场所用/

商用生活用纸消费量持续下降。另一方面，生活用纸不

同规模的生产商产量也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出现了新

低，对规模较大的生产商来说，产量约同比下降20%，

较小规模的生产商则下降比例更明显，约下降30%～

40%。在这里，AFRY Management Consulting高

级顾问奥利维亚.英（Ol iv i a Yi n g）和分析师纳沃迪

亚.德努瓦拉（Navodya Denuwara）详细考察了五个

关键的最终用途市场，包括食品服务、住宿、医疗保健、

办公楼、教育和政府，以评估预计的复苏将如何、何时

何地发生。

在过去十年中，北美的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

AFH(away-from-home tissue)市场一直以每年2%

的速度引领生活用纸需求增长，而零售生活用纸市场的

年增长率约为1%。而这一市场的发展态势因冠状病毒

的爆发而改变，由于人们无法外出工作或消费，导致公

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消费量下降明显。

据估计，自2019年以来，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

纸的消费量下降了15%，2020年达到260万t，创下了十

年来的新低。虽然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市场在主

要的终端用途市场遇到了重创性的影响，但由于疫情期

间消费者疯狂囤积纸巾和恐慌性购买卫生用品，消费性

纸巾零售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繁荣，从而导致零售生活

用纸消费量的增长。

北美领先纸巾生产商2020年的公共场所用/商用

生活用纸部门的收入直线下降，而居家生活用纸部门

的收入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由于大流行导致

的居家办公从而引起的订单消费变化。生活用纸生产

公司报告称，其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部门的销售

额大幅下降。例如，Kimberly Clark报告，在2020的

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类别中遭遇了10%的产能下

降，而2021年的第一季度消费低迷导致的产量持续下

滑，达18%的同比下滑率。北美另一家公共场所用/商用

生活用纸生产商E s s i t y的专业卫生业务在2020年下降

了20%以上，主要原因是户外活动和室内用餐受到封锁

和限制。一些较小生产商更是经历了剧烈的销售下降，

2020的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收入下降了15%，而

2021年的一季度更是持续下滑，同比下滑比例达到30%

～40%。

零售和纸巾市场的短期消费效应非常明显。然而，

由于不同细分市场的增长前景涉及各种因素，人们对大

流行的长期影响知之甚少，讨论也较少。

总体而言，北美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市场可

分为五个关键终端用途市场，包括食品服务、住宿（航

空、酒店和邮轮）、医疗保健、办公楼、教育和政府（见

居家用生活用纸消费量增长明显，

但户外用生活用纸消费量暴跌
⊙ Olivia Ying  AFRY Senior Consultant，Navodya Denuwara  AFRY 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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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从每个终端使用部门过去的表现来看，并比较了

每个部门当前的问题，以确定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

纸市场的复苏情况。

1  三大市场的住宿业复苏情况各不相同

在主要的终端使用市场中，由于主要市场（航空

公司、邮轮公司和酒店业）因封锁而遭受损失，住宿

受到的疫情影响最大。住宿业的纸巾总消费量下降

了约30%～40%，这是因为寻找、愿意和能够去度假

的消费者的需求急剧下降。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的数

据，航空业在2020年比2019年下降了60%，国际邮轮协

会（Cruise L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报告

称，邮轮行业的乘客出行量下降了70%～80%。领先酒

店还报告称，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收入下降了50%

（见图2）。

在住宿业中，酒店业在2021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复

苏，其次是邮轮业，最后是航空业，将于2023/2024年

复苏。航空公司恢复的当前问题是，未来旅行是否需要

疫苗护照。大多数人表示，对于国内旅行，预计不需要

这样做，但对于国际旅行，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大。疫苗

护照伴随着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公众对政府强制

接种疫苗的命令完全不信任。

第二个问题是，此类护照可能会永久性地限制尚未

（也将拒绝）接种疫苗人的旅行。此外，预计全球航空

旅行的地区复苏将存在巨大差异，因为在美国等国内旅

行强劲的地区，航空旅行可能会反弹，护照只能在国际

地区内使用。因此，在欧洲等主要是国际旅行而非国内

旅行的地区，疫苗护照预计将影响市场的复苏。

因此，疫苗接种和政府风险预计将严重限制航空

业在2023/2024年前实现全面复苏的能力。

2022年，由于未来的邮轮信用，预计邮轮预订量

将远远超过2019年的预订量。2020年邮轮暂停时，乘

客可以选择全额退款或未来的邮轮信用。大约一半的

邮轮乘客取消了他们的邮轮，他们选择了未来的邮轮信

用卡，而不是基于嘉年华邮轮公司的退款。虽然2022年

预计邮轮收入将大幅增长，但要想回到2019年的收入水

平，还需要到2023年。邮轮行业当前的问题也围绕着疫

苗护照的使用，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正在将这些护照作为

州一级的问题，尽管这是一项联邦倡议。

在大流行中，酒店业务相比于邮轮和航空业务，受

疫情影响导致业务下降程度要小一些，如果采取了某

些预防措施，酒店可能会被COV I D-19安全旅行所取

代。例如，与邮轮和航空公司相比，客户可以相对容易

地避开不在旅行团中的人，而在邮轮和航空公司中，乘

客将被封闭在密闭空间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离开的选

择。由于相对安全的条件，酒店的表现要好于航空公司

和邮轮，尽管它们在大流行期间收入损失了50%。在不

久的将来，在酒店旅行中消费者希望离家更近，前往容

易驱车的目的地，如别墅。

为了适应消费者偏好的这种变化，大型连锁酒店

将需要重新调整其努力方向，以了解和接触这种新的国

内短途旅行者。在这种情况下，酒店业可以在2022年迅

速恢复其前两年的收入损失。

2  医疗保健行业继续强劲发展

在大流行期间，北美医疗保健行业依然强劲。由于

急诊科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锁定和恐惧，政府资助和

科威特相关支出抵消了医疗专业服务（如牙科保健、化

妆品等非急诊手术）的收入损失。这导致2020年整体医

疗支出仅下降1%。

图1  不同终端市场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需求量

图2　各终端市场的年度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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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该行业自身经历了相对较

小的下降，但虚拟医疗访问的增加导致了从公共场所

/商用生活用纸市场消费转向零售纸巾细分市场。麦肯

锡2020年4月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调查发现，在总

医疗保健预约中虚拟访问的份额在大流行期间显著增

长，到2020年中期从2019年的11%上升到近46%，而在

COV I D-19期间使用远程健康的患者中有76%的人表

示将来可能继续使用它，甚至在COV I D-19之后。从

现在到2023年，该行业预计每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然而，一部分专家预计，由于新兴技术、治疗和预

防疾病的能力以及高度参与的消费者，支出增长将放

缓，而另一部分专家预计，由于医疗保健价格上涨（不

一定是就诊量或患者数量），支出增长将超过预期的

5%。

3  需求激增推动餐饮服务快速反弹

尽管蓬勃发展的食品配送业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该行业的收入损失，但由于大规模封锁和室内餐饮能

力受限，食品服务行业在2020年出现了严重下滑。在疫

情期间，食品配送业务在2019年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中小型餐馆面临着更大的收入下降，而大型食品连

锁店和快餐店很快开启了食品配送服务，这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封锁的严重性和在家定单。此外，出于健康考

虑，一次性纸制品开始取代餐巾和湿巾。

食品服务卫生间的干手机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

通过干手机中使用的热空气传播细菌和病毒。这两个因

素促成了食品服务行业纸巾消费量的短期变化，因为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在去除表面污染方面，纸制品

优于抹布和干手机。总体而言，2022年，餐饮业预计将

持续。

4  离家办公和教育经历了结构性变革

大流行导致的封锁还通过远程工作和在线学习模

式的趋势影响了办公楼、教育和政府终端使用市场。随

着人们建立家庭工作区并参加在线课程，纸巾消费转向

了零售纸巾市场，这导致需求减少了15%～20%。

2021年4月，基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调查的结果显

示，600名美国消费者中，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疫情

后，居家工作的生产力水平能保持不变或者有所提高，

那么还是会选择居家工作。这种对远程工作的普遍积极

反应，预计将导致办公楼对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

的需求永久性下降。

有趣的是，房地产专家认为，由于空间和健康要

求，与新冠肺炎爆发前相比，未来将需要更多的办公空

间。

在新冠肺炎后，由于转向家庭教育和在线学习，预

计教育行业中只有一部分纸巾消费会恢复。那些喜欢当

前大流行学习体验并发现它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家长和

学生，即使在教育行业恢复新常态后，也可能会选择在

家教育孩子。

另一个导致该行业普遍下滑的因素是，如果未来

学校的在线课程选项数量增加，那么线上学生可能不

太愿意支付与前几年相同的学费。

这将严重限制进入美国高校的学生数量。未来教

育行业会发生什么，将取决于学生和家长转向在线学习

的意愿，这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将永远改

变未来教育的数字化格局。

5  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部门行业的新常态

是什么？

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消费最终用途行业已经

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它们是否会恢复到新冠

肺炎之前的水平。表1总结了大流行影响的不均衡性，以

及主要公共场所/商用生活用纸终端使用市场中新冠肺

炎后的估计恢复情况。由于需求激增，住宿和食品服务

行业预计将卷土重来；医疗行业没有受到特别的影响，

因此与其他终端使用行业相比，任何复苏都将是轻微

的；最后，由于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结构性变化，教育

部门和办公楼很可能永远不会恢复。

表1  大流行的影响和不同终端市场的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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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卫生意识的提高，自然应该体现在生

活用纸消费量的稳步提高上。但近两年，大流行

引起的人们消费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与消费量稳

增正好恰恰相反，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受

到重创，消费量下降23%，另外加上增值税的大

幅增加、价值份额的损失、广泛的价格折扣等不

利的因素导致公共场所用/商用生活用纸市场环

境更加恶劣。而这些市场结构也与大流行前所

预测的由于人口的有机增长而会使生活用纸消

费量逐渐提高背道而驰。

虽然中东生活用纸的零售市场只贡献了世

界生活用纸零售总消费量的2.3%，但它在2020

年全球生活用纸市场稍显低迷的情况下，继续

大流行对中东地区各国生活用纸市场的影响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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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增长。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共同构成中东的生活用纸销售总产值的

44%，是影响整个地区趋势的核心贡献者。2020

年，全球生活用纸零售量增长了7%，北美的零

售量增长最快，达12%，中东地区的零售量增长

率为8%，达到110万t，仍远低于美国的人均消费

量，但确实显示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1  冠状病毒疾病对中东生活用纸市场的影

响

2020年，中东生活用纸的零售市场表现相

对较好，这是因为消费者意识到在家庭和个人层

面都需要严格的清洁和卫生，直接导致居家生活

用纸消费量的增加。由于社会距离和封锁要求，

许多消费者长期留在家中，试图控制病毒的传

播，这导致远程工作和学习的人群激增，而这种

现象也将在未来几年里对全球生活用纸的消费

结构产生长期的影响，尤其是对包括厕用纸在内

的零售生活用纸。外出办公和学习机会的减少，

加上国际旅行也被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旅

图1  未来几年阿联酋生活用纸零售额预测

Source: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图２  未来几年沙特阿拉伯生活用纸零售额预测

Source: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图3  未来几年以色列生活用纸零售额预测

Source: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图４  大趋势框架图

行计划被取消，从而导致中东地区，2020年通过

AFH渠道销售的生活用纸价值下降了23%。

中东地区的一个共同趋势是消费者行为的

转变；最初的冲击与大流行的出现有关，随后的

封锁导致一些生活用纸产品暂时短缺，因为需

求激增，一些恐慌性购买进一步刺激了需求。

从沙特阿拉伯可以看出生活用纸产品对消

费者的重要性，该国在2020年7月将零售增值税

从5%提高到15%。尽管工资下降或失业导致可

支配收入减少（在整个地区可见），与2019年相

比，2020年沙特阿拉伯生活用纸零售价值增长

了12%。在沙特阿拉伯，卫生纸有限公司（Fine）

在2020年以23%的零售生活用纸市场份额保持

领先地位。它是Nuqu l集团在沙特王国的当地代

表，提供国际知名品牌Fine。

然而，许多生活用纸品牌在2020年的价值

份额下降，主要因为实施15%的增值税，消费者

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转向了价格较低的选项。

相应卫生纸品牌生产商的应对措施是提供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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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折扣（在沙特阿拉伯的某些情况下为30%

～40%），以及双包/三包优惠、免费单元、改变

包装尺寸和价值包优惠，以维持运营并为消费者

提供某种缓解。特别是由于大流行导致的人们

不得不待在家里办公或学习，从而引发的生活用

纸特别品种消费量的增长，如厕用纸，而生产商

采取的促销活动和折扣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品种

的消费。

2  最近中东生活用纸市场的事态发展

随着冠状病毒疾病的威胁，社交距离、带

面罩和疫苗接种计划的推出，零售生活用纸在

2021年和以后几年内将继续把这种市场环境作

为常态化。然而，在目睹了如此大规模的大流行

之后，似乎所有消费者都不太可能立即恢复以前

的习惯。虽然卫生和清洁程序可能会有所放松，

但相比于大流行前，人们对于卫生的意识仍然

会明显地在意和提高，尤其是与家庭护理和个人

卫生直接相关的产品，消费量仍将高于大流行

前。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将有助于推动进一步的需

求。到2025年，人口的有机增长预计将为沙特阿

拉伯增加300万消费者。

同时，从2021年的具体表现看，中东地区

AFH产品的市场消费量相比2020年有所改善，

主要是因为2020年的强劲下降所带来的反弹。

2021年，餐饮服务业和中东各国的国内旅游业

的强劲恢复，都为AFH产品的市场消费量恢复

提供了基础。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如美国或

欧洲，AFH产品的价值约占生活用纸总价值的

40%，这也将是中东的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里，中东的主要旅游市场将持续

恢复，因为沙特阿拉伯、迪拜世博会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的国际游客再次开放宗教圣地。虽然

不太可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但与2020年的大

幅下降相比，AFH对生活用纸的需求肯定会有

所改善。

3  未来中东生活用纸零售市场的五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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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注产品的性价比

在收入水平和冠状病毒疾病的影响下，发

展中国家的市场仍然落后，生活用纸性价比的重

要性依然将成为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性价比

往往比产品的性能更为重要。例如，在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2020～2025年，厕纸的平均每千克单

价预计将以1.5%的复合年增长率下降。

3.2 自有品牌获得销售份额

自有品牌是发达市场销售的重要贡献者，

随着零售网络（尤其是折扣店）的可用性增加，

以及全球消费者对价格日益敏感的偏好，自有

品牌获得了吸引力。在以色列，2020年自有品牌

在零售生活用纸中占据14%的价值份额，预计到

2025年，其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4%。

3 . 3 直接面向消费者（D2C）的消费模式推动目

标导向的创新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电子商务，新

兴的D2C品牌建立一个目标导向身份的多方面

方法，不仅体现独特的产品功能，而且体现真

实性、可持续性和健康，将在未来的品牌中更加

根深蒂固。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Nuqul集团的Fine Healthy Paper FZE推出

了Fine Shop，这是一家在线商店，为世界各地

的消费者提供全套经过消毒的健康相关产品。

3 . 4 日益增加的卫生意识促进生产者生产模式

的变革

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担忧和卫生意识促

使生活用纸制造商提高生产透明度，以及成分配

方和品牌宣传中的多功能清洁和护肤特性。

3 . 5 可持续性仍然是中东生活用纸产业的未来

机会

即使在大流行期间，可持续性仍然具有相

关性，并继续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和定位。由于它

仍然是一个尚未开发的领域，或在全球工业的

某些领域受到限制，未来中东生活用纸产业仍将

在替代纤维、供应链彻底改革及环境认证等方

面获得发展机会。

4  中东生活用纸产业的未来

在预测期内，中东的生活用纸零售销售量

仍将继续保持增长，预计2025年消费产值将达

到30亿美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病毒

威胁的减弱，消费者开始在户外花费更长的时

间，包括回到工作场所，这样户外生活用纸消费

量将进一步回复，国际游客的最终回归将进一步

支持这一趋势。

与所有快速消费品一样，生活用纸的销售

在很大程度上受五大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影响，

这五大驱动因素产生并塑造了消费趋势。这些长

期变化解释了中东生活用纸行业的消费者行为

和最终组织选择方面看到的持续变化。

4.1 大流行的蔓延

通过全球经济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歧加深，

使中国能够确保其作为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当的经

济力量中心地位。中国是中东主要的非石油贸易

伙伴，出口原材料和成品生活用纸。

4.2 人口变化

大流行引发的封锁和经济衰退导致全球移

民和城市化趋势的短期中断，这直接影响了中东

的外籍人口，而这就占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

的89%和沙特阿拉伯总人口的25%。

4.3 环境变化和压力

资源竞争和环境挑战意识的提高正在对消

费者行为产生变革性影响，而这种变化有时对市

场的行为影响很快。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友好型

生活用纸的产业也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4.4 技术

它在消费者决策和企业满足当今消费者需

求的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让消费者的预

期发生了剧变，降低了进入门槛，并激发了新的

商业模式。例如，中东的生活用纸生产者已经开

发出生产具有高吸水性特征的香料卫生纸或纸

卷，并且产品的性价比具有很高的市场竞争性。

4.5 消费者价值观的改变

大流行可能会长期困扰和给消费者带来焦

虑，导致消费者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优先权

和行为，并预计将永久性地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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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生活用纸：从进口国转向出口国

生活用纸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巴西是桉树发展最快、人工林经营水平最高、利用率最大

的国家。而桉木浆以其较好的性能被广泛作为生活用纸原材料。因此，近几年，巴西开始投

资国内生活用纸业务，以充分利用桉木原材料的本土优势，而这一市场变化也影响了巴西生

活用纸的进出口贸易。

2014年前，巴西经济一直持续增长；2014年起巴西经济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低迷，直到2019

年经济显现出恢复的苗头，但紧接着又遭受了大流行的影响，致使2020年巴西经济继续陷入低迷

态势。图1显示了这段时间内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以及巴西的人口增长。巴西是世界上

人口较多的第七个国家，在2021年间增长率约为0.65%。因此，如果人均GDP继续增长，卫生纸

消费量的增长应该会更强劲。

图2显示了巴西同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趋势，正如经济的表现趋势类似，强劲的通货膨

胀始于2014年前后经济增长下降之际。然而，通胀率在2017年恢复到低水平，但失业率继续上升

至2021年左右的14.5%。这一趋势可以解释为什么该国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

长。

虽然2021年初的冠状病毒疾病数据显示复苏，但COV I D-19继续影响该国经济，如图3所

示。人口死亡的平均百分比在2020年初激增，之后趋于稳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截止到2021年，受大流行所导致的感染率的百分比开始下降，已经到了比较稳定的水平。

虽然一个数据不能足以说明一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但从2021年夏季末出现新一轮的影响表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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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二十年,巴西人均GDP及人口增长

图2  近二十年,巴西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趋势

图3  大流行对各指标的影响

图4  近二十年,巴西桉木浆生产线的数量变化

图5  全球各主要浆种的分布

图6  近二十年,巴西生活用纸纸机数量变化

图7  巴西生活用纸原料占比

图8  巴西生活用纸原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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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对巴西经济的影响仍值得密切关注。

造纸行业倾向于认为巴西是桉树市场纸浆的主要出口国。克隆品种和人工林的生长导致树

木的生长周期为6至8年。生活用纸生产商发现，与所有其他硬木相比，来自巴西或其他来源的桉

树纸浆具有极好的成型性和组织柔软性。因此，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巴西继续增加桉树纸浆生

产线以支持出口，这并不奇怪。如图4所示，到2024年，新增或规划了15条纸浆生产线。

如图5所示，桉木浆目前占全球生活用纸纸浆原料供应总量的24%，其中大部分来自巴西。

图6显示了在本报告讨论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用纸纸机的增加和淘汰。图表显示了11台新的生

活用纸纸机的净增加量，可能比正在更换的生活用纸纸机数量多得多，这是合乎逻辑和巴西生活

用纸消费趋势的市场行为，因为巴西是首选生活用纸纤维原料的来源地。

然而，如图7所示，桉木浆并没有构成巴西所有的纸浆产量。几乎三分之一的生活用纸纤维来

自回收的纸张。一些南方软木浆也被使用，可能是为了在选定的等级中获得强度和拉伸性能。

图9  巴西生活用纸产品分布

图10  巴西生活用纸进口趋势

图11  巴西生活用纸出口趋势

图12  巴西生活用纸装备水平分布

图13  不同国家生活用纸生产成本对比

图14  不同国家或地区生活用纸生产中碳排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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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生活用纸生产工厂的原料结构通常并不单一，如图8。大多数（60%）生活用纸生产商

的原料构成中均是与回收纸纤维的结合，这并没有利用桉树纸浆的质量。此外，只有12%的生活

用纸生产商属于浆纸一体化，而这一低比例的浆纸一体化的数据似乎表明，巴西的生活用纸生

厂商并没有充分利用好本土资源的充分优势，比如可以利用本土纤维资源原料的运输和成本优

势，最终转化成生活用纸成品的优势。

图9显示了生活用纸成品的相对产量。消费性浴巾在巴西的生产中占最大比例。然而，其他

类别的巴西人均生活用纸消费量仍有增长空间，接近欧洲水平。

直到2013年左右，巴西进口的生活用纸往往多于出口。图10显示了大型生活用纸供应商，包

括大部分拉丁美洲、美国、英国和墨西哥。

图11反映了巴西生活用纸出口的趋势。生活用纸出口在2014年开始回升，目前比当前进口高

出约15倍。大多数出口都是针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

最近进口巴西生活用纸的国家为巴西生活用纸行业的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比较基础。图12

提供了与同时也是生产商的拉丁美洲生活用纸进口商和美国的对比。图12提供了该国卫生纸机

技术使用年限的平均值（根据机器改造和改进进行了调整）和平均幅宽，而气泡的大小代表每个

国家的生产能力。

巴西有适度更新的机器，但平均而言，它们仍然非常狭窄。玻利维亚、秘鲁和乌拉圭都有较

新的生活用纸纸机，但容量较小。美国的生活用纸纸机往往比较旧，但幅宽几乎是拉丁美洲生活

用纸纸机的两倍。

图13显示了每个国家的相对现金生产成本。巴西的平均成本低于乌拉圭、美国和智利，但

略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原始纤维整合程度似乎高于巴

西，生产成本低于巴西。巴西生活用纸纸机相对较窄的幅宽也会增加生产成本。

出口商品的碳排放预计将成为贸易成本或优惠的一个重要因素。图14比较了巴西的碳排放

量与对比数据集。只有乌拉圭的每吨碳排放量低于巴西，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因为巴西购买

的生活用纸工厂电力的碳排放量较低。

巴西已成功地从生活用纸净进口国转变为生活用纸净出口国。新的生活用纸纸机既增加了

生产能力，又取代了旧的生活用纸纸机，以提高行业生存能力。然而，巴西目前的生活用纸纸机仍

然很窄，成本比预期的要高。因此，巴西的生活用纸出口似乎很适合其近邻的需求，但并不是一个

全球生活用纸出口大国。如果巴西在原生纸浆综合工厂增加更宽更快的纸机设备，这种情况可能

会改变。此外，巴西的生活用纸制造商尚未充分利用优质桉树配料，将优质产品出口到拉丁美洲

以外。

分析竞争地位需要对生活用纸生产商和企业机器进行详细说明。本文对当今巴西的生活用

纸行业进行了静态总结。纤维价格、汇率和环境法规将发生变化，为一些参与者提供了优势，而

另一些参与者则面临新的挑战。此外，巴西的生活用纸厂将继续买卖和合并，巴西邻国可能会投

资生活用纸项目，从而影响巴西的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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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生活用纸业务的未来

图1  近二十年土耳其人均GDP和人口总数变化 图2  近二十年土耳其价格指数和失业率变化

三年前，土耳其的生活用纸市场主要担忧的还是土耳其里拉的疲软和进口纸浆成本的上

升。2018年底,进口生活用纸纸浆价格的回转，另外，冠状病毒疾病导致的大流行，也降低了土耳

其生活用纸甚至包装纸的消耗量。然而，《华尔街日报》报道，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在2020年8

月6日创下历史新低，因为病毒危机增加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

这将使土耳其的生活用纸出口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但也将提高用于生活用纸生产的纸浆进

⊙ Bruce Janda, Senior Consultant, Fish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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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土耳其生活用纸的影响因素已经由前几年的里拉疲软和进口纸浆成本的上升

变成了土耳其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综合作用。本文从土耳其生活用纸目前所

处的经济情况着手，分析了土耳其生活用纸的进出口、原料、生产成本及能源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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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表面价格。预计这还将导致更高的消费者通胀和利率。

土耳其经济在2016年至2017年增长7.4%后有所放缓。人均GDP的变化情况在图1中有所显

示。2020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45%。这些统计数据共同支持土耳其国内生活用纸市场的持续增

长。

而下一组经济指标也许就对土耳其的生活用纸需求的持续增长的支持程度较低，见图2，土

耳其通货膨胀率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加速，而失业率从2012年到2018年稳步上升。2019年受冠状病

毒疾病的影响失业现象进一步加剧，失业率从11%上升到14%，而2020年失业现象在2019年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失业率预计将继续攀升。

图2中的这些经济统计数据与图1背道而驰，对土耳其国内生活用纸人均消费的持续增长不

利。然而，土耳其生活用纸的出口将继续增加国内生活用纸的总消费量。

与出口相比，土耳其进口的生活用纸数量相对较少。生活用纸进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此后

一直呈下降趋势。如图3所示，随着进口下降，德国仍然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生活用纸供应商。

图3  土耳其生活用纸进口来源国

图4  土耳其生活用纸出口国家和地区

图5  近二十年来土耳其生活用纸生产线增加情况

图6  土耳其生活用纸加工品产品分布

图8  土耳其生活用纸原料种类及其占比

图7  土耳其不同生活用纸原材料采购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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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生活用纸出口正在增长，而进口却在减少。图4所示的2019年标准差了一点，因为它

显示了与希腊和格鲁吉亚的贸易减少。然而，根据2016年至2019年的表现，土耳其的出口仍占进

口的500%左右。土耳其作为一个生活用纸出口国继续增长，而国内消费者基础也正在增长。

土耳其生活用纸业务的增长，也可以从图5所示生活用纸纸机数量的净增长中看出。从2007

年到2017年，净增加了10台机器，包括2014年到2015年增加的5台机器。另外一台纸机在2020年

上线，2021年又有4台生活用纸新纸机投产。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土耳其带来一支规模庞大、相对较

新的卫生纸“车队”，一些土耳其生活用纸生产商也已开始在其他国家建设生产能力。

土耳其的生活用纸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卫生纸和纸巾的消费者等级上，如图6所示。商用生

活用纸的数量相对较少，而特种生活用纸的生产量几乎微不足道，因为消费性沐浴生活用纸占生

活用纸生产能力的近一半。然而，从德国等国进口的一些生活用纸可能包括更多商业生活用纸产

品。

土耳其的生活用纸纤维原料需求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图7显示，消费者等级的外部纤维购

图9  土耳其生活用纸内部纤维来源分布

图10  不同国家生活用纸纸机的装备水平

图11  不同国家生活用纸生产成本对比

图12  不同国家生产生活用纸的不确定性对比

图13  不同国家生活用纸生产中碳排放对比

图14  大流行导致死亡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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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大流行导致每百万人口中的病例数量

买量在40%～50%之间，适用于未经处理的打捆纸浆。

图8显示了土耳其购买用于制作生活用纸纤维的更多细节。与桉木浆一起购买的还有各种各

样的北方和南方硫酸盐硬木浆和软木纸浆。这表明土耳其正在探究混合各种来源的纤维，以控

制成本。 

土耳其的综合内部纤维来源基于回收的纸张。略多于一半的纤维浆经过脱墨和漂白，但图9

显示有不少数量的纤维浆未脱墨且未漂白。

考虑到过去十年的所有新建设项目，土耳其的生活用纸纸机都相对现代化。图10显示了与从

土耳其进口的一组国家相比，土耳其机器的相对质量。每个气泡的大小表示各自国家的产量，x

轴表示机器的平均技术年龄，y轴代表平均机器速度。土耳其拥有新的机器、功能能力和高速运

转，处于稳定地位。

与进口土耳其生活用纸的国家相比，土耳其生活用纸业务的成本相对合理。乌克兰、叙利亚

和保加利亚的每吨产品成本较低，但产量相对较低。如图11所示，纸浆成本是土耳其总体成本状

况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其货币相对疲软。然而，其他成本类别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以保持生活用纸业务在出口方面的竞争力。如果土耳其的内部纤维来源超过其已经使用的废纸回

收量，那么土耳其可能拥有强大的成本竞争力。 

对同一组国家的可行性分析，图12以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了土耳其的相对优势。由

FisherSolveTM做出的生存能力分析表明，土耳其生活用纸企业是未来最具活力的。

我们预计，欧洲将很快实施碳排放制度，这可能会影响土耳其的出口。图13显示了这组国家

每吨成品生活用纸的排放量。乌克兰的碳排放量较低，因为购买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明显较低。

土耳其位于该部分的中间，低于英国、希腊和叙利亚。这似乎既不是土耳其生活用纸业务的优

势，也不是劣势。

尽管土耳其面临汇率挑战，但其生活用纸业务似乎仍将生存并蓬勃发展。以本币计价的进

口纤维的高成本似乎得到了控制，新的纸机产能为未来提供了极好的商业可行性。

分析竞争地位需要对生活用纸生产商和个人机器进行详细说明。本文介绍了土耳其生活用

纸行业的现状。纤维价格、汇率和环境法规将发生变化，给一些参与者带来优势，而另一些参与

者带来新的挑战。土耳其生活用纸厂将继续被买卖，或被合并；土耳其邻国可能会投资于生活用

纸生产能力，从而影响土耳其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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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梦雨  隆众资讯生活用纸分析师  

2021年生活用纸价格大涨大跌。由于原料涨价的

带动作用，2月底生活用纸价格到达高点，木浆生活用纸

7,000元/t，涨幅16.78%；3月初开始，因春节前后纸企

高负荷生产，下游备货充分，下游拿货积极性不高，市场

交投陷入僵持，纸企库存高位承压，企业库存天数达22

天。为减轻库存压力，纸企开始降价出货。直至8月初，

木浆生活用纸降到了5,900元/t，降幅达15.71%；直到

进入9月份，政府“双控”政策实行，纸企限电限产，生

产受阻，供应减少，10月份受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纸企生产综合成本增加400～600元/t，成本支撑作用

下，生活用纸价格多次提涨200～300元/t，叠加“双

十一”节前备货需求增加，下游拿货积极性提高，利好

纸价上调。11月份“双十一”需求逐渐恢复平淡，终端需

求跟进不足，市场交投进入不温不火阶段，纸企库存压

力增加，企业出现让利吸单现象，纸价延续下行态势。

12月生活用纸市场利好匮乏。进口木浆价格一直处于

高位震荡运行趋势，阔叶浆价格整理上调100～200元/

t，纸市成本支撑仍存，但月初提价落实情况有限，纸企

中国生活用纸行情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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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2年，生活用纸市场整体较为稳定。成本

方面，进口木浆价格维持高位震荡运行趋势，纸市成本

支撑仍存。但纸价提价较为困难，纸企利润仍处于倒挂

阶段，北方地区纸企提涨心态较浓。需求方面，下游成

品纸出货情况不理想，原纸库存消耗有限，工厂观望情

绪浓厚，采购积极性较弱，市场需求低迷，临近春节，工

厂备货需求进入尾声，市场成交乏量。供应方面，1月中

下旬，纸企陆续进入放假休市阶段，市场供应减少。春

节假期结束后，受冬奥会影响，北方地区纸企生产受到

限制，多在2月20日恢复正常供应，木浆价格高位提涨，

多受成本挤压，利润处于倒挂阶段。下游成品纸出货情

况不理想，原纸库存消耗有限，工厂观望情绪浓厚，采

购积极性较弱，市场需求低迷，市场成交乏量。局部地

区中小纸企受库存压力较大、利润较低因素影响，实行

停机保价策略，让利吸单。据隆众资讯数据统计显示，

2021年木浆生活用纸均价6,389元/t，涨幅14.05%；竹

浆生活用纸均价6,516元/t，涨幅11.01%；甘蔗浆生活

用纸均价5,699元/t，涨幅19.48%。木浆生活用纸均价

最低价5,900元/t出现在8月份，最高价7,000元/t出现

在2月底。见图1、图2。

图1  2017～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价格走势

图2  2021～2022年生活用纸市场价格走势

图3  2017～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产能变化趋势

图4  2021～2022年中国生活用纸产量变化趋势

图5  2017～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消费结构

图6  2020～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消费量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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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货，线下商超受线上渠道挤压销量，加上近两年国内

经济发展放缓，公共场所用纸量减少，生活用纸需求降

低。目前来看，生活用纸消费高点集中在10月至次年1月

份，主要受“双十一”、春节等节日需求旺季支撑，终端

备货需求增加。消费低点依旧在5～7月份，传统淡季，大

型节日备货需求减少。见图6。

综上所述，隆众分析，供应层面上，未来市场的新

增产能仍然较多，未来五年生活用纸行业拟在建产能

将达到789万t，其中规模在30万t/a以上的项目有6家。

预计2022年产能达到2,153万t。在市场供需博弈下，预

计2022年生活用纸市场产量变化会随着传统淡旺季变

化，1月份是春节前下游备货补库时期，产量小幅增加，

4月份之后进入市场淡季，产量逐渐减少。11月份在“双

十一”购物节的带动作用下，产量会达到高点。纸企开

工较2021年有一定的恢复，产量预计达到1,292万t左

右。

生活用纸作为日常必需的消耗品，未来随着经济逐

渐恢复，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习惯的不断升级，生

活用纸消费将稳步增加，预计未来五年生活用纸消费量

复合增长率在5.80%，2022年消费量达到1,209万t。

根据目前终端居民消费水平及习惯来看，预计未来

生活用纸消费结构仍以厕用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

餐巾纸等产品为主，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卫

生意识提高，预计未来生活用纸在厕用卫生纸方面消费

将减少，面巾纸、手帕纸的消费将增加。见图7。

影响市场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需求来看的

话，市场需求整体是以稳定缓慢增加为主，出口订单或

会恢复正常；供应端随着国内新增装置的不断投放，市

场竞争加剧，国内供应接近饱和，进口量下降，多挤压中

小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开工；原料纸浆维持高位，

能够在成本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宏观经济和政

策来看，国内经济发展逐渐恢复，三胎等政策多利好市

场需求增加。

综合以上因素，隆众预计2022年生活用纸行情影

响因素预计主要以供需为主导，整体来看，未来一年市

场需求增速有限，纸市仍呈现产能过剩，供需博弈明显

阶段，预计2022年生活用纸价格大幅波动有限，纸价平

稳为主，预计2022年木浆生活用纸均价在6,700元/t左

右。若外界影响因素加强，可能出现异常波动。

生产成本增加，纸企多有较浓提涨意愿，多次提涨100

～200元/t，纸价有明显浮动上调。

近年来，生活用纸市场供大于求的问题日益突出，

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1年中国生活用

纸产能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58%。2017～2019年生活

用纸产能增速相对稳定，产能的集中投产主要在2020

年及2021年。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年产能达1953万t，

较2020年同比增加14.88%。2021年新增产能达历史新

增最高量。从前四名的企业产能占比来看，生活用纸市

场产能仍然处于较为分散阶段，行业集中度较低，仅有

29%。未来市场竞争仍然比较激烈。见图3。

2022年1月生活用纸产量较2021年12月降低，环比

12月下降4.68%，同比下降31.33%。市场交投不温不火，

部分中小纸企提前停机休市，临近月底，纸企陆续停机

放假，市场供应减少。2月份春节假期纸市进入休市，节

后冬奥会影响，纸企多于20日左右复工复产，2月份市场

开工仍较低。见图4。

生活用纸终端需求产品主要是卫生纸、面巾纸、手

帕纸、餐巾纸等。2017～2021年生活用纸消费结构变化

不大，以厕用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餐巾纸等为主。

随着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近五年来厕用卫生纸的占比

逐渐减少，面巾纸等高端卫生纸的消费量不断提升，厕

用卫生纸由2020年的53%降低到了52%，面巾纸占比增

加了1个百分点，手帕纸增加了0.49个百分点。消费者对

生活用纸品质要求逐渐提升，生活用纸行业消费结构将

不断升级。见图5。

根据隆众数据的统计，2021年中国生活用纸消费

量约912万t，较上年同期降低1.30%，主要原因是2021

年生活用纸价格较不稳定，下游观望情绪增加，多按单

图7  未来中国生活用纸消费结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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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在心 担当前行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的履责足迹
⊙ 贺锡田  特邀撰稿人

2021年11月29日，山东省循环

经济协会评选出10个资源循环利

用基地，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

限公司成功入选。这一评选旨在推

动区域内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资源循环利用

典型示范。今年1月21日，亚太森博

“BoardOne博旺”旗下的2款产品

进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设计产品

公示名单，这是公司继2020年被评

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之后，在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项重

要突破。

作为中国造纸行业单一工厂环

保投资最大的企业、中国造纸行业

第一家城市中水回用企业，亚太森

博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浆纸行业可

持续发展的一颗明珠。

早在2020年11月，亚太森博就

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该

目标围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包容

性发展和协同发展四大方向展开，

致力于为造纸行业面临的挑战提供

可持续解决方案。

与城市共生共荣，一条“履责

路径”在亚太森博的不懈行进下日

渐明晰。

在创新理念引领下，不断革新成长

深耕山东16年，亚太森博的总

投资已超过200亿元，拥有年产220

万吨高强度、高白度、低尘埃的优质

化学木浆、60万吨高档包装纸板、

2.5万吨莱赛尔纤维的能力，是国内

最大的商品化学木浆及莱赛尔纤维

生产供应企业，木浆产量占全国的

五分之一，占山东省的近半壁江山。

公司已经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先后

引进博士5人、硕士123人、外籍专家

10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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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中心等科技研发平台。

目前，该公司产品品种更趋多

元化，产业跨度从浆纸产业到环保

纤维产业，总投资、年产值、税收都

实现了数倍的增长，带动了造纸、印

刷、包装、化工、物流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有400多家企业通过亚太森博

的产业链延伸从中受益。

其中，该公司的新产品——莱

赛尔纤维，从原料到生产工艺，再到

产品都是绿色的，被誉为“21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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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纤维”。

莱赛尔纤维项目2019年由亚太

森博投资9.3亿元启动建设，是日照

市当年利用外资重点项目、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

在项目中，人工种植的桉树木

片、莱赛尔纤维、服装，这三个看起

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个体，被串起了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亚太森博是新

加坡金鹰集团成员单位，全集团在

世界各地的企业每天在全球种植近

100万棵树木，每年种植树木超过2

亿棵，这些树木通过加工变成了木

浆溶解浆，然后被进一步加工，生产

出莱赛尔纤维。莱赛尔纤维可代替

棉花，被加工成高档的服装面料。

2020年5月，莱赛尔生产线投

产，全球研发中心同期成立。项目的

顺利投产，标志着亚太森博从“浆纸

一体化”向“浆纸+浆纤一体化”的

成功转型升级，为企业带来新的增

长点。

2021年12月6日，亚太森博莱

赛尔纤维工厂获得由瑞士国际环

保纺织协会（OEKO-T E X）颁发

的可持续纺织生产STeP认证，并取

得该认证中所有评估模块综合最高

评级（三级）。这是中国首家获得

OEKO-TEX®STeP认证的莱赛尔

生产企业，这为莱赛尔品牌建设迈

出了坚实一步。此项目必将带动周边

地区纤维素纤维、无纺布、高档纺织

面料及特种纤维等产业集群发展，

助力日照成为国家级生物基新材料

产业基地，推动全市新兴产业高端

制造的发展。

亚太森博，对改变我国造纸产

业原料结构、提高环保水平、推动产

业升级、改变木浆大量依赖进口的

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作为浆纸行

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

标杆，企业还参与制订、修订了多项

行业标准、国家产品标准。

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亚太森

博正承载着日照这座城市以及生长

在这片土地上人民“强”与“富”的

梦想，不断革新成长。

做行业标杆，引领行业环保标准

由于行业特性，造纸企业不可

避免地面临森林保护、温室气体排

放、能源消耗、废水排放等环境问

题，而亚太森博又靠近100万人口密

集市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并

绿色发展？

对此，亚太森博董事长、总经

理陈小荣表示：“我们要争当行业的

标杆，引领行业的环保标准，而不是

被动地被标准的鞭子打着前行。”

浆纸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主要

体现在原料的合法性、生产的可持

续性和社会的包容性三个方面。针

对这些问题，亚太森博逐渐探索出

适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原料合法性方面，从一棵小

苗开始培育，用自然中的阳光、二氧

化碳和水来造林。亚太森博发布了

木片和木浆采购政策，通过了PEFC

国际森林认证和CFCC中国国际森

林认证，并请第三方机构做原料追

溯认证。

循环经济方面，数字最具说

服力：亚太森博的水资源重复利

用率达95%以上，制浆黑液提取率

99.7%，进行蒸发、燃烧、苛化，碱回

收率达99.3%，污泥干燥燃烧和批

量生产无公害有机肥，用于植树造

林和农业生产。

据悉，亚太森博的环保投资超

过50亿元，无论是环保投资总额还

是占总投资的比例，均创国际同等

规模浆纸工厂之最。企业的纸浆产

能是2002年的10倍，废水COD排放

浓度只有2002年的十分之一。

亚太森博的主要环保指标，全

部明显优于全国标准和世界标准，

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优于芬兰、日本

等发达国家标准。

“城市中水回用项目，引进的

是新加坡的技术，每天可以回用日照

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和第三污水处理

厂处理完的外排水大约4万吨。”亚

太森博污水处理车间主任刘英介绍

说。

这是全国第一个将城市中水

再处理之后回用于锅炉水补水和

冷却塔补水的工程，每年可以节约

1000万吨的水资源，可供20万个家

庭使用，有比较好的可持续发展示

范效应，为全国的城市中水回用和

推广提供了借鉴经验，被评为全国

外商投资企业最佳社会责任案例和

《WTO经济导刊》“金蜜蜂”奖，已

进入国家环保宣教基地进行展示推

广。

制浆过程中产生的黑液是典

型的生物质绿色能源，燃烧后产生

的蒸汽一部分用于制浆造纸工业用

汽，一部分用来发电供全厂自用，解

决了工厂8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

年减少300多万吨碳排放。

原料供应与循环经济只是亚太

森博绿色发展的一部分。近年来，亚

太森博陆续上马了臭气双电源备用

燃烧系统、碱炉和动力锅炉超低排

放项目、木片堆场防尘网项目、污水

处理池加盖工程、烟气深度处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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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暖民工程等环保项目，一直积

极致力于打造无异味工厂和世界级

绿色工厂。

亚太森博的工艺、节水、节能和

污染物排放达到了清洁生产一级水

平，成为行业标杆，引领着行业的环

保标准。

亚太森博全体员工有着这样的

共识：绿色发展才是最可持续的、

最长久的发展。绿色发展能促进创

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取新

的资金渠道，创造产品绿色竞争优

势，增加企业商誉。

行业标杆并不是终点。为实现

“零固废填埋”的目标，公司正在探

索研究绿泥资源化利用项目，以期

推动行业解决这一全球技术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

源的比例，降低碳排放，亚太森博还

计划开发分布式光伏发电、烟气深

度处理及余热回收等项目。

心手相连，与城市共建共生共赢

共享

2021年12月10日，日照经开区桂

林路幼儿园“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

展活动中心的授课室内，孩子和家

长们围坐一圈儿，在养育师和音乐

的引导下进行亲子互动。室外，在养

育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或在

亲子阅读区阅览图书，或在游乐区

开心地玩耍。

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提供

技术支持，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

限公司在日照经开区捐建的首批3个

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于2020年9

月正式投入运营。自2019年开始，北

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在日照市五莲

县9个乡镇街道已先后建成20个慧

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

这个项目被称为“慧育希望儿

童早期发展创新试点项目”，旨在免

费为当地家庭提供按照周龄定制的

科学育儿专业指导服务，帮助更多

婴幼儿开发潜能。目前，全市已有近

2000个家庭从中受益。

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坚

信，只有做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企

业才能持续发展。他与夫人创建的陈

江和基金会，累计为中国的教育、救

灾、扶贫等公益事业捐资近4亿元。

在金鹰集团“保护环境，为客

户创造价值，实现利民、利国、利

业”理念的指导下，亚太森博一开始

就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经营与管理

当中，采取负责任的环境和社会管

理措施。

通过公开赢得公信———

受传统思维的影响，社会上对

浆纸行业的负面看法还未完全改观。

亚太森博坚持开放参观，通过公开赢

得公信，通过透明促进管理，把为行

业树形象、正名声作为自己的使命。

2020年该公司高科技展厅盛装

重启，用高科技手段生动形象地展

示植树造林、生态循环与制浆造纸、

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公司开放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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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工厂，组织、邀请包括市民、

媒体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常

态化参观，消除误解。

该公司还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

宣教活动，定期与周边社区居民、社

会代表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或座谈，

聘请环保社会监督员，听取社会各界

建议，完善社会公示、公告制度。

疫情面前挺身而出———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日照市消毒用品、口罩

等医疗防护用品告急，亚太森博第

一时间无偿捐赠1300多吨次氯酸钠

消毒液（可稀释成13万吨消毒液），

惠及全市众多医院、社区、村居、学

校；在“一罩难求”的2月下旬，又多

方筹措6万只口罩，支援身处抗疫一

线的医护人员、新闻采编人员。

2021年11月2日，亚太森博又向

日照市五莲县捐赠600万元。此前，

公司已捐赠5吨次氯酸钠溶液（可稀

释成500吨消毒液），用于当地疫情

防控。

积极传承造纸文明———

2021年12月11日，在日照市档案

馆，新营小学的同学们正在参加“我

是小小造纸家”活动。来自亚太森

博的志愿者们，带去了一些废纸和

简易的模拟造纸设备等，现场教同

学们怎样造纸。同学们见证了一张

废纸变成一张新纸的过程。“我是

小小造纸家”是亚太森博志愿者协

会结合自身浆纸企业的专业优势，自

2013年起专门为小学生设计打造的

科学实践课。

“我是小小造纸家”志愿服务

活动已经走进30多所学校，开展了

上百次活动，使7000多名学生受益。

该项目2020年被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评为最佳公众参与案例，成为日照

市课后延时为群众办实事惠民项目

和教育“双减”配套志愿活动之一。

鼎力支持文教事业———

为丰富日照市民的文化生活，

助力全社会形成浓厚的读书氛围，

亚太森博捐资360 0万元参与捐建

日照江和图书馆，已累计接待读者

1800多万人次，每个开馆日客流量

1万人次以上。公司持续在世界读书

日、世界环境日向市民捐各类文化书

籍和生态环保书籍，助力书香社会

和生态文明建设。

除“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创

新试点项目”外，亚太森博还连续10

年与高校合作开展“圆梦行动”，已

经投资1400多万元，为441名贫困学

子圆了大学梦和就业梦；捐资建两

所学校，连续10多年奖学奖教，助力

绿色校园建设。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主动和

经济社会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的过

程。曾经，亚太森博在日照对现代工

业的期盼中诞生。如今，亚太森博始

终与责任同行，夯实了公司可持续发

展的根基，实现了企业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统一，书写出生产、生态、生活

“三生融合”的生动篇章。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中国造纸

工业环境友好企业、全国优秀外商

投资企业、全国百强明星侨资企业

……随着履责工作的持续深入，不

断提升的“责任力”，正在转化为亚

太森博的品牌竞争力和企业价值。

2月25日下午，山东省2022年春

季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日照市分

会场在亚太森博年产100万吨高档

文化纸及生活纸项目现场举行。山

东省委书记李干杰，省委副书记、省

长周乃翔通过视频连线见证了这一

项目的开工仪式。

这是拉长产业链、聚力高质量

发展的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101亿

元，新建年产50万吨的高档生活用

纸、年产50万吨的高档文化用纸及

配套建设环保、节能项目。这一项目

由“浆”向“纸”延链，在不增加浆

产能基础上，产品附加值提高1倍。

这一项目必将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更好地让企业履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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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五种力” 安全管理不吃力
——新时期国有企业安全管理实践与思考
⊙ 张志勇1  魏畅2  赵承伟1  魏继国1  吕社方1 

（1.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2.河南汇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重如泰山。进入新时代，安全生产的重

要性、必要性日益增强，安全生产的新理念、新技术不

断涌现，尤其是《安全生产法》的再次修订实施，并对

接刑法修正案，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

理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企业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供

了新动能。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丰纸业）作

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企业，主动肩负国有企业

责任担当，积极践行安全发展理念，顺应新形势、落实

新要求，以“五力”为抓手，多源聚力，全面发力，持续

推进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成为“国家二

安全生产，重如泰山。濮阳龙丰

纸业有限公司作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企业，主动肩负国有企业责

任担当，积极践行安全发展理念，顺

应新形势、落实新要求，以“五力”为

抓手，多源聚力，全面发力，持续推进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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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河南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

企业”“河南省职业健康示范企业”“濮阳市安全生产

先进单位”，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特色和有益经

验。

1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增强保安全的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人民

为中心”的基本方略，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对于企业来说，安全生产为了

全体员工、依靠全体员工，不仅是切实可行的安全观，

也是行而有效的方法论。新《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正是为了督

导企业建立覆盖全体员工的责任体系，通过明确责任

传导压力和变压力为动力，推动形成人人了解、人人参

与、人人监督、人人自律的安全生产浓厚氛围，做到“安

全生产人人都是主角，没有旁观者”,真正实现全员担

责、全员尽责、全员安全。

为破解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的责任划分和体系

构建难题，龙丰纸业结合公司实际，按照“可以交叉重

叠、不能断层空缺”原则，着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责任

网，健全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一是以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三管三必须”为抓手，

压实公司级、车间（部门）级、工段级、班组级管理人员

的领导责任、分管责任，形成以管理人员为主体，逐级

负责、纵向到底的责任链。二是以厘清属地管理、协同

管理工作职责，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为抓手，形成

以业务流程为主线，环环相扣、横向到边的责任链，如

在外协施工时，生产部负责对施工方入场前的安全培训

和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施工所在单位协同负责现场

施工的安全管理，安环部负责对施工全程进行安全监

管。三是通过全员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建立各

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消除“安全是安全管理部门和

安全管理人员的事”等惯性思维和错误认识，把全体员

工纳入以前述两条责任链为骨架的安全生产责任网中。

四是通过目标引领、责任驱动，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

况与薪酬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聘挂钩，增强全员保

安全的主动意识和内生动力。

2  坚持党的领导和党建嵌融，增强促安全的合力

新《安全生产法》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治国理政理念转化为全社会必须遵

守的法律规定，其中“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安全生产领域

的具体体现，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群众优势，更好凝聚安全生产齐抓共管的强大

合力。

为防止出现安全生产中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

化现象，龙丰纸业党委紧紧围绕发挥“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作用，把安全生产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嵌入

党建工作。一是建立党管安全生产的领导机制，党委委

员全部身兼安委会领导小组成员，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

问题、重要事项全部纳入党委会前置研究范围。二是完

善党管安全的工作机制，公司党委不定期对各车间（部

门）履行安全生产责任进行检查，公司纪委对安全生产

管理及存在问题进行“再监督”，每周党建经营例会定

期通报、研究、安排安全生产工作。三是将党建工作与

安全生产双向嵌融，创新开展“党建+安全”主题活动，

通过安全生产主题党课、专题座谈、专项活动等形式，促

进支部、党员在安全生产中更好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增强全员促

安全的同心合力。四是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把以治

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重要指示，加强劳

动保护，促进职工健康，2020年首次邀请医院专家到公

司免费为全体员工“一对一”解读年度体检报告，2021年

结合“我为职工办实事”活动，实行月度专家轮换、年度

全科覆盖的健康咨询服务，打造维护职工健康、预防疾

病的“暖心工程”，得到全体职工广泛赞誉。

3  聚焦教育培训的实质效果，增强管安全的能力

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来说，履职能力不足、识

别不出风险及隐患是最大的危机。加强从业人员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不仅是增强全社会安全生产认知和素

养的法律要求，也是企业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

能力的现实需求。

面对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能力参差不齐的

状况，龙丰纸业以能力建设为抓手，创新教育培训形

式，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取得较好效果。一是围绕解决

学习动力不足问题，公司领导带头举办专题安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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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党委书记讲安全”“总经理讲安全”等特色课

程，中层干部接力开展“安全大讲堂”，并对参训人员学

习情况进行考核，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使主要管理人

员主动学习、准确掌握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定期举行安

全生产知识技能大比武，用赛马方式激励员工比、学、

赶、超。二是围绕解决专业性不强问题，导入美国西点

军校200多年的特色教学经验，常态化举办安全生产

“三个班”（“中层干部、安全员考试不合格脱产培训

班”、“违章纠偏培训班”、“安全案例分析研讨班”），

提高员工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管理和安全操作技术水

平。三是围绕解决实战经验不足问题，推行“隐患当事

故分析”、“生产事故当安全事故处理”模式，组织安环

部及相关车间（部门）对检查发现的典型隐患、典型案

例进行专项分析，按照安全“四不放过”原则，举一反

三，制定有效改进措施，消除不安全因素；不定期组织

公司级、部门级、班组级消防安全、化学品事故等专项

应急演练，用实战演练进行备战检验，增强应急处突能

力；学习化工企业“手指口述”检查管理经验，通过模拟

现场、教学式的“手指口述”检查，使员工对岗位安全

知识活学活用。

4  围绕双重预防和筑牢基础，增强抓安全的效力

双重预防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安全生产管

理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通过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抓

重点、抓关键，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抓全面、抓系

统。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是根本，解决的是事故可预防的

问题；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载体，解决的是安全管理

的基础性规范问题。

面对浆纸企业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设备繁多、岗

位风险高、管理难度大的特点，龙丰纸业以贯彻落实新

《安全生产法》为重要抓手，深入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和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断增强抓安全生产的力度和

效能。一是主动邀请应急管理部门、安评公司及行业专

家到公司检查指导，借助外部专业力量提升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能力。二是广泛动员，全员参与，形成厂区内有

推进宣传牌、车间里有风险告知栏、岗位上有安全二维

码、员工手中有应急处置及应知应会卡的四级宣传动员

体系，探索出三级组织、三轮培训、三轮辨识、三级评

审、每个风险思考三个问题的“五个三”推进模式。三是

定标定表，全面辨识，逐个辨识生产流程、生产岗位风

险，细分类、定标准，制订了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范围

清晰的分级管控清单，划分辨识单元404个，辨识风险

5033个，制定隐患清单3509个，实现隐患排查和风险管

控的全面覆盖。四是提质扩面，线上突破，以信息化为

手段，根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五有

标准”，上线智慧安全管理系统，推动风险管控、隐患

治理线上线下融合管控。公司成为河南省、濮阳市双重

预防建设示范单位，近两年有3个百人以上的观摩团到

公司现场实地学习交流。

5  突出科技赋能和升级改造，增强助安全的实力

信息化、智能化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融

合应用，为企业升级改造安全生产防护设施、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创造了必要条件。从长远来看，企业需要

加大必要投入，着眼本质安全、着力科技赋能、着手升

级改造，以“器防”“技防”代“人防”，筑牢安全“防火

墙”，才能不断增强科技助安全的实力。

近年来，龙丰纸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上线了智能

烟感报警系统、卷筒纸全自动包装出入库系统、设备零

故障管理系统等一系列与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软件系

统，显著提升了安全智能化水平。坚持问题导向，成立

专项课题攻关小组，以技改防隐患、以创新保安全，取

得了较好效果。运输车辆登高作业防护装置，有效降低

了登高作业人员坠落风险；湿浆装车压浆装置，在解决

安全防护和提高装运效率的同时，大幅节省了装运费用

和用工人数；化机浆线筛框高压自动冲洗装置、木片安

全拆垛装置，从根本上实现了作业人员的有效安全防护

和一定程度上的“自动化换人、机械化减人”。当前公司

正按照“智慧安全赋能智慧企业”理念，积极研究物联

网安全、A I分析预警等数智化技术在企业安全管理中

的融合应用，探索更多新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在长期的安全管理实践中，龙丰纸业深刻认识到：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生产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付出一万才能防范万一。每一个企业都应该聚

焦实现零违章、零事故、零隐患的安全目标，深入思考、

积极探索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的新实

践，用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龙丰纸业将继

续知重负重、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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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白卡纸行情“开门红”
⊙ 赵泽慧  隆众资讯白卡纸资深分析师   

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白卡纸行情“开门红”。1～2月份，纸厂相继上调白

卡纸接单价格200元/t，至2月份，250～400g/m2主流品牌白卡纸接单价格上调至6,310～6,510

元/t，环比上涨约3.2%；市场均价约6,199元/t，环比上涨3.6%。如图1。

1  成本面

1月份木浆期货盘面高位运行，海外纸浆报盘上调60～70美元/t，国内浆价随之上行，针叶

浆环比上涨6.8%。智利Ar au c o浆厂年产29万t漂白桉木浆生产线永久关停，芬兰纸业工会再次

发出罢工延长通知；国内亚太森博一期浆线计划1～2月份转产本色阔叶浆与漂白针叶浆，在供应

收紧的刺激下，1月份阔叶浆价格环比上涨5.5%。受疫情及春节物流减少影响，1月份局部纸浆

供应紧缺，1月份化机浆环比上涨7.4%。在所有木浆价格出现增加的影响下，1月份白卡纸主要原

料木浆价格环比上涨6.9%。除主要生产原料价格上涨外，其它辅料价格同样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涨，1月份胶乳在原料丁二烯上涨带动下上涨400～600元/t，环比上涨约11%；淀粉价格小幅上

图1  2021～2022年白卡纸价格走势 图2  2021～2022年原料木浆价格走势

据隆众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白卡纸行情“开门红”。1～2月份，成本面的上

涨，对于白卡纸价格上涨起到利好带动。预计2022年1～2月份白卡纸需求量将继续增加

30%，需求面对于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据隆众资讯预测，在上半年无新增产能的压力

下，隆众预计3～4月份白卡纸价格在成本面利好下延续涨势，下半年随着新增产能不断投

产，预计白卡纸价格将承压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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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2月份木浆价格延续涨势，中上旬环比上涨6.9%。整体来看，成本面的上涨，对于1～2月份白

卡纸价格上涨起到利好带动。如图2。

2  供应面

2021年底，广西新投产180万t白卡纸新产能，2022年初白卡纸产能环比增加16.4%，但因新

产能刚开始释放，因此1月份白卡纸产量环比增加仅1.5%，同比增加25.7%；2月份春节假期，个

别纸厂或停机、或减产，白卡纸产量环比减少。2021年12月白卡纸进口环比减少44.99%，同比增

加27.62%，随着国内新纸机投产，并且临近春节假期，预计1～2月份白卡纸进口将减少。整体来

看，预计2022年1～2月份白卡纸供应面较2021年11～12月份变化不大，供应面对于价格上涨压力

不大。如图3。

3  需求面

据隆众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白卡纸消费

量同比增加18.5%，在消费升级及环境保护等政

策面及消费水平提高、经济稳定向好等宏观利

好仍存的情况下，预计2022年1～2月份白卡纸消

费量同比继续增加。据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11

月白卡纸出口数量环比增加70.07%，同比增加

图3  2021～2022年白卡纸产量对比

图4  2021～2022年白卡纸消费量对比

图5  2022年2月中旬白卡纸市场心态调研对比

图6  近十年白卡纸涨跌走势

图7  白卡纸价格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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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1%；12月白卡纸出口数量环比增加8.04%，同比增加52.79%；1～12月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增

加9.48%。据了解，2022年1～2月份白卡纸出口依旧向好。整体来看，预计2022年1～2月份白卡纸

需求量将继续增加30%，需求面对于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如图4。

4  心态面

据隆众2022年2月中旬对200位市场业者调研发现，35%业者看涨后市，认为3月份白卡纸价

格在供应格局稳定、成本上涨带动及需求增加支撑下将继续上涨，预计环比上涨100～200元/t，

对于更大幅度上涨接受度不高；65%业者看稳后市，认为目前白卡纸盈利较高，并且春节后白卡

纸供应将增多，下游需求目前并没有明显增多，加之二季度将进入淡季，预计白卡纸涨价压力增

加，以挺价、促成交为主。基本没有业者看跌后市，3月份利空因素不多。如图5。

5  后市展望

隆众回顾近十年白卡纸涨跌情况发现，1～5月份白卡纸上涨概率较大，并且在3月份涨幅达

到最大值，4月份开始下跌概率增大，在6月份达到最大降幅，8～9月份开始大概率价格走势由跌

转涨，主因传统节日订单增多及外贸订单增多（如图6）。综上所述，在上半年无新增产能的压力

下，隆众预计3～4月份白卡纸价格在成本面利好下延续涨势，下半年随着新增产能不断投产，预

计白卡纸价格将承压下行（如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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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南宁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像太阳纸业

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希望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

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推动项目早日取得实实在在

成效。南宁市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

服务，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让企

业家安心放心创业干事，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企业

获得感满意度，努力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李洪信表示，南宁毗邻东盟，区位、交通优势明

显，当前正全面落实强首府战略，加快建设特大城

市，构建南宁大都市圈，尤其是加快东部产业新城建

设、开通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等战略举

措，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投资的信心、创业的劲头，吸引

了大量企业前来寻求商机、共谋发展。太阳纸业将积

极抢抓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把在南宁的投资项目建

设成为环保标准一流、安全可靠性一流、技术水准一

流、产品质量一流的世界性一流造纸产业园，争取早

日达产见效，为南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投资建设南宁项目是公司推进转型升级、迈向千

亿级企业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根据《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太阳纸业在南宁市投资建设“年产525万吨

林浆纸一体化及配套产业园项目”，该项目主要生产

高档包装纸、代塑纸、铜版纸、双胶纸、特种纸基新

材料、纸浆等产品，以及上下游包装、印刷、纸张深加

工、智能仓储、码头、物流等配套项目。

玖龙纸业全面推进中国湖北、北海及
马来西亚三大新基地建设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日，玖龙纸业发布2022

年中国湖北、北海及马来西亚项目人才招募公告，公

告透露了三大项目基地进展情况。

玖龙纸业（湖北）预计2022年6月底开机

目前，玖龙纸业湖北项目整体建设进度正常，预

计2022年6月底开机生产出第一张纸。

该基地成立于2020年7月1日，是玖龙纸业集团在

国内投资建设的第九个造纸基地，项目地处荆州市监

利经济开发区白螺工业园，计划建设“年产170万吨浆

太阳纸业与南宁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本刊讯（宋伟华 报道) 2月8日，山东太阳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横州六景工业园区全资设立一家注册资本为10亿

元人民币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南宁太阳

纸业有限公司。2022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南宁太阳纸业有限

公司的议案》。

公告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森林面积2.23亿

亩，森林覆盖率高达62.5%，居全国第三位；林草产

业总产值达到7,662亿元，居全国第二位；木材产量

3,600万立方米，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位，是全国

最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人工

林、速丰林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广西丰富的木材资

源为造纸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月26日，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市

委副书记、市长廖立勇会见太阳纸业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洪信，并共同见证签约。

徐海荣对李洪信一行到南宁投资兴业表示欢迎。

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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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40万吨高档包装纸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项目

总占地面积3538亩（厂区3224亩、生活区86亩、配套

码头168亩、综合能源站60亩），项目建成后年总产值

预计将达230亿元，年利润约36亿元，年缴税达18亿

元，新增就业3500人左右。本项目是湖北监利市历史

上，也是荆州市近年来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

玖龙纸业（北海）土建工程启动，预计2025年

全部建成

2月14日，玖龙纸业（北海）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造纸区P M48土建工程正式开工，预计2025年全部建

成。

该项目落户于广西北海市铁山港，于2020年12月

21日正式签约，总投资350亿元，计划分两期建成年产

795万吨林浆纸一体化及智能化包装全产业链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浆纸生产基地。

玖龙纸业马来西亚（雪兰莪）一期配套2022年

年底投产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基地土建已于2021年9月开工，

一期项目预计2022年年底投产；二期项目预计2025年

底投产。

该项目于2019年成立，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是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占地面

积110.023英亩，总投资额42亿马币。项目将分两期建

设，第一期配套建设一条干浆线和两条包装纸生产

线，第二期配套建设一条包装纸生产线。两期总年产

能将达到206万吨，分别是146万吨的包装纸和60万

吨的干浆。基地还将配套建设总发电装机容量达240

兆瓦的自备热电站，以及与生产配套的污水处理厂。雪

兰莪基地的建设将为玖龙纸业在马来西亚的进一步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玖龙智能包装纸板、纸箱项目在泉州
签约

据泉州融媒报道 2月11日，福建省泉州市惠安

县张坂镇举行了招商项目签约仪式，共计签约项目14

个，其中企业增资扩建项目5个，新引进项目9个，总投

资76亿元。其中，有2个纸箱项目，分别是玖龙智能包

装纸板、纸箱项目和文松智能数码科技包装产业园项

目。

玖龙智能包装纸板、纸箱项目计划投资1.8亿

元，主要建设瓦线车间、纸箱车间、纸板仓库，主要

建设一条2.8米双刀双堆码五层瓦线、印刷机、全自动

物流系统及配套设备等，年产纸板2亿平方米、纸箱

7000万平方米。

东莞玖龙将提高木纤维产能至60万
吨/年，每年需木片140万吨

本刊讯（钟华 报道) 近日，玖龙纸业(东莞)有

限公司对外公告了原料变更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将2条木纤维生产线的生产能力由原审批40万

吨/年提高至60万吨/年。

报告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实施)，国家逐步实现固

体废物零进口，阻断了进口废纸的来源，而国内废纸

的产生量有限，为了解决国内日益短缺的造纸原料问

题，玖龙纸业在国内购买了大量加工后的木纤维代

替废纸作为造纸原料。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国内现

有木纤维厂家原料来源无法管控，成分混杂(建筑模

板、夹芯板等)，设备水平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

购买到的木纤维纤维短，总氮含量高，造成木纤维留

着率低，影响纸机运行效率，大幅增加造纸运行成本

和污水处理难度。

本次技改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总占地面积

43250平方米，将已批2条木纤维生产线的生产能力由

原审批40万吨/年提高至60万吨/年,同时增加环保回

收炉等配套设施处理规模，增加石灰窑等固废处置

设施。

技改项目技改2条30万吨/年热磨木纤维生产线

代替废纸生产线，主要是通过热磨提取植物纤维，将

替代现有牛皮卡纸、瓦楞原纸生产项目的部分废纸原

料，项目建成后能优化调整现有原料结构。技改项目

主要工艺为热磨及筛选工序,汽蒸及预浸过程相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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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无蒸煮及氧脱木素工段,1条生产线使用过氧化

氢漂白。因此，本次技改项目不属于化学制浆，不属于

限制、淘汰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年

本)》要求。

报告书显示，技改后的项目全年需要木片140万

吨。

亚太森博山东公司：投资101亿的100
万吨高档纸项目开工建设

本刊讯（贺锡田 报道) 2月25日，山东省2022年

春季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日照市分会场在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高档文化纸及生

活纸项目现场举行。

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宣布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省

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翔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

书坚主持济南主会场开工仪式。日照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惠，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在武，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陈小荣等100余人出席了日照分会场开

工仪式。

这是拉长产业链、聚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项目，

计划总投资101亿元，新建年产50万吨的高档生活用

纸、年产50万吨的高档文化用纸及配套建设环保、节

能项目。

张惠在现场视频汇报中表示，“新加坡金鹰集团

旗下亚太森博年产100万吨高档文化纸及生活纸项目

由“浆”向“纸”延链，在不增加浆产能基础上，产品

附加值提高1倍。”

张惠在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小荣交谈时对集

团加大在日照投资表示赞赏。她指出，亚太森博要继

续在技术研发、创新创造、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下

功夫，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金田纸业河南年产400万吨浆纸项目
预计4月份开工

本刊讯（金田纸业 消息) 2月24日，金田纸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忠一行赴商对接项目落地具体事

宜，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周口市副市长梁建松、商

水县委书记孔阳陪同考察。

据了解，商水金田纸业项目是以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为主的清洁、环保项目，由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

3000亩，包括年产350万吨高档包装纸和50万吨化机

浆、半化学浆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提供逾6000个就业

岗位，预计年产值可达150亿元，增加税收约8亿元。

欧阳忠一行先后到项目规划地现场、污水处理

厂、隆达电厂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就项目下一步

实施细则召开座谈会，金田纸业与市直相关部门及商

水县委县政府对项目建厂初期条件进行了深度沟通，

针对建厂所需的水网电路、污水处理、高压蒸汽等设

施的配套接入商定了实施方案，并就项目二期、三期

用地达成明确共识。梁建松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

倾力打造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及关键要素，成立专

班，高效无缝对接，助力项目刷新“周口速度”、“商

水速度”。同时鼓励金田纸业抓紧做好项目落地各项

准备工作，力争4月份开工建设，让商水县成为金田纸

业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节点，实现互利共赢、多赢

的预期目标。

河南雅都纸业二期特种纸及牛皮包装
纸项目建设正酣

本刊讯（仟松 报道) 记者日前从河南雅都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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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投资3亿元的雅都纸业二期项目，自2021年年

底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预计今年10月中旬建成投

产。

雅都纸业二期项目春节前已完成厂房6.5米标高

以下浇注，同时签订设备采购合同11份，采购金额近

8000万元。下一步，项目将进行厂房二层安装及设备

基础制作，4月初开始设备安装。

河南雅都纸业副总经理靳建设介绍，雅都二期项

目2021年12月动工，计划2022年10月19日投产，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产值12亿元，实现就业400余人，实

现税收1亿元。

据之前公示，河南雅都纸业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

再生包装纸项目，建设地点为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北

产业园区。该项目以国废A级废纸、边角料、超市纸等

废纸及部分成品木浆为原料，一期建设1条年产15万

吨高强度瓦楞原纸生产线，二期建设1条15万吨特种

纸及牛皮包装纸生产线。

替代进口废纸，江西理文总投资25亿
元的新原料项目开始动工

本刊讯（仟松 报道) 江西“省市县三级项目协

同联动开工”暨2022年“项目大会战”动员大会2月16

日在南昌举行。当天，九江分会场开工项目是“江西理

文造纸有限公司部分原料变更及配套工程项目”。该

项目位于瑞昌市码头工业城，由江西理文造纸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5亿元。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15亿元，建设一条年

产35万吨原料生产线；二期投资10亿元，建设一条年

产30万吨原料生产线。项目采用欧洲进口高效清洁生

产设备，以竹、木片为原料生产，替代包装纸生产线

部分进口废纸原料。

目前，项目一期前期手续完备，计划2023年2月竣工投

产。整个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约28亿元，年利

润总额约4亿元，税收3.5亿元，新增就业岗位400人。

五洲特纸投资173亿元建设湖北祉星

纸业 449万吨浆纸项目

本刊讯（五洲特纸 消息) 1月26日正式签约、

2月26日正式开工，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县与“纸业巨

头”五洲特纸“牵手”后，总投资173亿元的制造业单

体项目的开工建设将成为汉川新的经济增长点，也

为汉川迈入GDP“千亿俱乐部”夯实基础。

湖北祉星纸业449万吨浆纸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173亿元，由国内食品包装纸和格拉辛纸(标签纸)

生产领军企业一一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项目征地约4483亩，分期建设155万吨化机浆

/化学浆生产线、294万吨机制纸生产线，以及集中

供热、污水处理设施、固废综合利用、公用物流码头

等配套公用设施。  

江苏博汇纸业化机浆配套废液综合
利用项目正式开工

本刊讯（江苏博汇 消息) 2月16日，江苏博汇

纸业化机浆配套废液综合利用项目开工仪式在博汇

纸业厂内举行。该项目作为江苏大丰区重点项目，总

投资近11亿元，规划占地90余亩，建筑面积约1.8万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能有效解决化机浆废液处理难

题，在保证化机浆废液趋零排放的基础上实现节能

减排、增产减污。投产后，预计年回收碱约3.2万吨，

发电量约4400万千瓦时。

在开工仪式中，江苏博汇纸业总经理刘继春

表示，废液利用项目是一个绿色的、环境友好的

项目，它不仅仅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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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总投资1.8亿元，纸浆现期货交易基
地项目在龙游建设

据《浙江新闻》报道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帮

助企业解决纸浆原料的仓储问题，还可以开展纸浆

交易，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及风险。”2月21日，龙游港

区智慧物流园一期（纸浆现期货交易基地）项目开

工，这对龙游乃至浙西山区县的工业发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龙游经济开发区负责人缪建立介绍，龙游交

通区位优势独特，加上衢江航道“黄金水道”复兴，

更为山区26县发展生态型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

动能。

据介绍，龙游港区智慧物流园一期（纸浆现期货

交易基地）项目一期用地77.7亩，总投资1.8亿元，

其中新建纸浆智慧仓储3幢，钢材智慧仓库2幢，同步

配套安装行车及屋顶光伏配电设施。项目建成后，不

仅为龙游经济开发区提供纸浆交易、仓储等服务，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协同发展，还有利于

降低山区县及其腹地物流成本，提升企业发展后劲

和开放水平。

恒安集团常德基地将增一台国产3万
吨新月型卫生纸机

本刊讯（宝拓 消息) 近日，恒安集团旗下湖南

恒安生活用纸有限公司与宝索企业集团再度合作，

就其PM30卫生纸机签订一台宝拓新月型卫生纸机。

本次签约的纸机是宝拓公司新引入工业设计后

开发的一款高速高性能造纸设备，其将落户于恒安

集团湖南常德基地，型号为B C1800-3650，设计车速

1800m/min，幅宽为3650mm。待纸机开机投产后，将

为恒安集团增加3万吨高质量的生活用纸。

广西来宾华胜纸业1号卫生纸纸机顺
利开机出纸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月13日，广西来宾华胜纸

业有限公司1号生活用纸机顺利开机出纸。该条生产

线是由沁阳市顺富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月型

卫生纸机，净纸幅宽2850m m，设计车速1200m/min，

设计年产能1.5万吨。

近年来，公司逐步淘汰了老旧设备，新上设备扩

充产能。公司的2号新月型纸机于2020年1月份投产。

这两台纸机的成功投产，使得公司的原纸年产能超过

3万吨，提升了公司在该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中顺洁柔唐山分公司TM4卫生纸机投
入使用，年产能达8万吨

本刊讯（钟华 报道) 2月23日，中顺洁柔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T M4成功开机出纸并顺利投

产。该纸机生产线是由宝拓造纸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的新月型高速卫生纸机，净纸幅宽3500m m，设计车

速1800m/m i n，主要使用商品木浆原料生产高档卫生

纸，年产能超过3万吨。

中顺洁柔纸业唐山分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杨家套乡东高桥村西。新机台的

成功投产，使得该基地的生活用纸原纸产能超过8万

吨，是该地区最大的生活用纸生产基地。

湖北丽邦纸业30万吨生活用纸项目，
其二期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本刊讯（丽邦 消息) 2月20日，湖北省孝感市孝

南区举行2022年第一季度“五证齐发”暨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区乡联动开工项目61个、总投资430.5亿

元，现场“五证齐发”项目45个、供地3875亩，其中工

业项目44个、总投资242亿元，一次性发证、供地数量

均创全省之最。

丽邦纸业二期项目是这次集中开工45个“五证齐

发”项目之一，该项目由湖北丽邦纸业有限公司投资，

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174亩，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

米，包括生产车间、成品仓库、供热车间、配套办公

楼、宿舍楼等设施。湖北丽邦纸业总经理张展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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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气息。

会上，金红叶纸业集团CE O戴振吉进一步诠释了

清风开辟行业先河，以低碳环保的数字藏品，开启全

新元宇宙布局的战略。他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清风元

宇宙花园是清风品牌D N A的时代印记，是清风品牌为

满足消费者新时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在“2.14”这个

特殊日子里，为大家提供属于中国人全新的个人时尚

专属浪漫。

据悉，清风将限量发布5款各100朵清风花萃数字

藏品：包括“睡火莲”、“巧克力宇宙”、“剪秋罗”、

“芭蕾舞女”、“仙人掌花”。只要进入清风品牌官方

小程序，参与清风元宇宙花园互动，即有机会赢取这

份珍稀浪漫的情人节专属礼物。

戴振吉还强调，清风花萃系列浪漫上市，线上线

下同步开启清风元宇宙花园，标志着清风品牌率先引

领生活用纸行业进入数字化领域的探索。未来清风将

陆续推出一系列元宇宙相关的数字内容和产品，满足

新一代年轻人多彩的生活方式。

此次清风花萃系列产品上市获得了全国合作伙

伴的认可和支持。发布会同期，全国各地线上线下各

渠道有超千家门店一同启动“清风花萃 百城花开”

活动。以花为媒，绿色创新，清风品牌与众多合作伙

伴家乐福、华润、天猫、抖音、朴朴、山东家家悦等一

起，不断刷新消费者更优质的生活体验。

青岛港成功接卸世界最大纸浆载重量
船舶

本刊讯（青岛港 消息) 近日，山东港口青岛港

西联公司克服多重困难、积极拼抢市场成功靠泊满载

6.8万吨的世界最大纸浆载重量船舶“马库箭”轮。

为保障该轮顺利靠泊，高效接卸，青岛港西联公

司精心部署、精确组织，制定了详细的作业方案，科

学调配人力机械，提前腾倒场地，为货物接卸做好准

备。其中，中控积极协调，确保高潮水靠泊，提前检查

设备、组织人员，做好抢潮作业准备。操作部制定详

细抢潮方案，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各作业单位同心协

力，较计划提前1.5小时，胜利完成抢潮任务。

绍，开工的二期项目，将继续扩大产能至20万吨，预计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销售额18亿元，年纳税1亿元，

创造就业岗位1000人以上。

近几年，丽邦集团高度重视华中市场的发展和开

拓，与孝南区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计划分三期建设丽

邦纸业3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项目自2019年开工以

来，得到了孝南区委、区政府的鼎力支持，项目一期年产

能10万吨的4台纸机生产线已于2021年4月建成投产。

管理运营

清风花萃系列新品首发，引领行业元
宇宙风潮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2月14日，APP（中国）

旗下金红叶纸业“清风花萃系列”新品、清风元宇宙

花园首启仪式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举行。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们希望

清风不仅是行业的翘楚，而且是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

领导者。”金光集团A P 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在发布

会上表示，清风始终肩负社会责任，致力于维护大自

然的生态平衡。她强调，清风始终秉承“林浆纸一体

化”的品牌DN A，紧扣“碳中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时代

脉搏，依托智能工业化升级、领先同侪的雄厚科技实

力，不断推陈出新，用绿色创造多彩生活方式，将浪

漫与美好寄托于纸上。此次推出“清风花萃系列”新

品，让大家在绿色环保的生活中，感受更舒适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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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过程中，各机械队成立设备保障抢修小组，

挑选高技能司机参与作业。融合作业大队，挑选精兵

强将，全线包舱作业，综合部后勤服务保障专班，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马库箭”轮装卸作业创出了

单班1.7万吨、昼夜3.4万吨、单机单班6800吨等5项

高效生产纪录。

亚太森博再获一项国家发明专利

本刊讯（杨恒 报道) 2月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公告，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申请的发

明专利“一种浆厂气浮泥的资源化处理方法”获得国

家授权。

该专利系公司自主研发取得，涉及环保领域一种

浆厂污泥的处理方法，以锅炉灰渣作为主材，以干化

后的浆厂气浮泥等材料作为辅料，通过配方及工艺参

数的优化设计，最终获得具有较高力学强度的建材，

实现了浆厂气浮泥的资源化利用。该专利技术不仅实

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保效益，也为制

浆造纸行业固废利用、清洁生产探索了一条有效途

径，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公司作为国家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截至目前，已获得国家授权专

利80余项，充分体现了公司持续自主的研发能力及创

新实力，大大提升了公司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科

技含量，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山鹰国际1月国内造纸销量同比下降
10.37%

本刊讯（山鹰国际 消息) 山鹰国际发布公告，

公司2022年1月国内造纸销量47.15万吨，同比下降

10.37%;1月均价为3967.53元/吨，同比增长5.97%。

据悉，因农历新年假期较去年相对提前，2022年

1月造纸板块发货量同比略有下降。

广西太阳纸业1月份产销两旺

据《北海日报》报道 2月20日，记者在铁山港

（临海）工业区太阳纸业项目工地看到，在已经投产

的车间内，新产品正源源不断地通过集装箱货车运往

港口码头，发往海内外。据统计，1月份太阳纸业木片

吞吐量完成30.06万吨，纸、浆完成约1000T E U（25吨

/TEU）集装箱，实现了产销两旺。

据太阳纸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9月，广西太阳

纸业项目首台年产55万吨文化纸P M1开机投产后，目

前正处于边生产边建设中。公司将全力抓好广西基

地“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确保每一个项目按期

顺利投产。去年9月至今，55万吨/年文化用纸项目、12

万吨/年生活用纸项目和配套的80万吨/年化学木浆

项目、20万吨/年化机浆项目等均有序推进。公司正在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有些项目将于今年上半年陆续投

产。      

国内首家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A A A
贯标认证造纸企业——金东纸业

本刊讯（APP中国 消息) 1月27日，金东纸业以

打造“订单准时交付管理能力”新型能力流，顺利

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

（A A A级）贯标认证，A A A级（流程级）是目前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可申请的最高认证等级。

目前全国仅有55家企业获得两化融合贯标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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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金东成为国内首家且目前唯一通过该级别认证的

造纸企业。本次贯标认证的顺利通过，标志着金东信

息化与工业化、数字化深度融合再次获得权威认可，

不仅在集团内、行业内率先树立了贯标建设样板，也

为金东纸业数智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21年5月，以信息技术处为主导部门启动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专家团队给金东定性为AA级。

2021年7月新版两化融合贯标AAA标准开始实施，10月

19日路安炎处长得知第一批申报成功的全国18家企

业，其中有制造性企业，立即与专家团队沟通，并上

报金东高层，请求修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申报等级。

敢作敢为、奋勇争先的金东人决心迎难而上，挑战最

高难度。

A A A级贯标认证对金东纸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

概念，需要从独立段生产融合转化为流线型生产融

合，这意味着准备工作量数倍增加。经过数次讨论金

东纸业决定打造以五个能力单元为主体的“订单准

时交付管理能力”新型能力流。经信息技术处全体人

员、关键部门核心用户的共同努力，历时两个月最终

顺利通过内部评审、管理评审、一阶段审核、二阶段审

核、线上评审。2022年2月15日，金东纸业（江苏）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获得AAA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本次A A A级认证的获评，为公司管理创新和技术

进步开启了新篇章。金东将继续以“四轮驱动”为理

念，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引领，加速数智化转型，

赋能生产业务融合和服务全面升级，推动业务流程、

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客户体验、智能制造与智能管

理等方面的重构与创新，全面提升生产及管理效益，

进而推动金东跑出“加速度”，二次创业再出发！

维达集团捐款捐物，支援香港同心抗疫

本刊讯（维达 消息) 连日来，维达集团火速调

配防疫及护理物资，积极响应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号

召，支援香港同心抗疫。

本轮捐赠以三个方向陆续落实到港：（1）积极

响应江门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总商会）

等部门的倡议，捐赠5万及12万片湿巾，驰援药品、核

酸快速测试包等物资到港，助力香港筑牢防疫第一

线；（2）捐赠超过1000箱杀菌湿巾等清洁用品到香港

老年学会，由老年学会有序分发至两百多家老人院；

（3）向天水围等两所医院捐赠物资，合计45万港元的

消毒湿巾及物资，支援医院前线人员及在医院外等候

的人员，传递正能量。

过去两年来，维达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面对

疫情防控阻击战带来的各类物资需求，聚力优势领域

发挥行业所长，已向湖北、浙江、西安、河南等地区，

捐赠了多批杀菌湿巾、成人纸尿裤、女性护理用品等

产品，支持各地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大胜达收购四川中飞包装，布局高端
酒包市场

本刊讯（大胜达 消息) 2月15日，浙江大胜达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对

后者子公司四川中飞包装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

双方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切入高端酒包市场。

此次对四川中飞的收购是大胜达泛包装领域业

务多元化和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也是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发展的关键一步。

通过股权收购，大胜达与四川中飞将进一步深化

双方的资源共享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大胜达研

发设计、智能生产的技术力量和品牌市场的竞争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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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供应链资源，并融合四川中飞包装自动化、设计

多样化、客户集团化等优势，搭建大胜达白酒包装新

平台，为打造智能供应新基地和包装印务智慧工厂再

度赋能。

银河纸业顺利通过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复评

本刊讯（尹继超 报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21年评价结果

的通知》，银河纸业顺利通过2021年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复评，得分83.6。

近年来，银河纸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

新能力，积极开展新产品研发、节能降碳、提质增效

等科技创新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累计获得国家

专利170余项，省级及以上科技奖项12项。尤其是成

功开发抑菌纸，已成功用于印制首批具有抑菌功能

的“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体现了公司履行央企责

任、心系读者健康的社会担当。

面向未来，银河纸业科技创新工作将继续以“紧

贴市场，优化结构，持续改善、追求极致”经营思路为

指导，通过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加大“产学研”结合力度，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不竭动力。

据了解，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由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等五部委联合认定的研发平台，是企业创新能力

和技术引领的体现。目前，造纸行业仅有四家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

华泰股份一项技术被评为“山东省轻工
行业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成果”

本刊讯（任爱丽 报道) 日前，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公布2021年全省轻工行业重点推广应用的新

技术、新成果、新模式名单，华泰股份研发的“林木

剩余物高得率清洁制浆技术”榜上有名。

为贯彻落实《全省轻工纺织行业能力提升专项

行动方案》，促进提高产业附加值，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组织开展了2021年轻工行业重点推广应用的新

技术、新成果、新模式申报遴选工作。此次获评是由

企业申报、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省级有关行业协会

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后进行确定。

据了解，林木剩余物在制浆大规模利用过程中，

因原料来源杂和材性差异大，普遍存在浸渍不均匀、

化学品消耗大、磨浆电耗高、纸浆质量不稳定无法用

于高档纸品的抄造以及生产过程废水污染负荷大难

治理等问题，总体利用率低。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联合针对材种和木片原

料的存贮周期及方式等引起的木材微观结构、材性

特征的变异与浸渍方式及软化效果和磨浆关键控制

参数与制浆性能的相关性，以及污染发生特征和规

律等制浆基础科学理论问题和技术关键难点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该技术突破了混合木片快速检测、均质

预浸、低电耗磨浆和纸浆质量控制及过程污染物高

效处理等关键技术。同时根据我国原料特点，创新研

制出适合加工剩余物特点的节能挤压疏解及磨浆关

键设备，开发出林木剩余物高得率清洁制浆技术，实

现林木剩余物的高值化利用，解决造纸纤维供应问

题。

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等科技研发工作，具有

前瞻意义和领航作用，让华泰集团走在时代前沿，有

力推动了行业发展和企业进步。多年来，华泰股份先

后荣获了国家首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

企业创建试点企业、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低碳山东

标杆单位等荣誉称号。

会议活动

青山纸业举办“2022年三明市沙县区
天然竹纤维纺织新材料产业手拉手
对接暨招商洽谈会”

本刊讯（兰国标 报道) 为做大做强天然竹

纤维纺织新材料产业，2月18日上午，青山纸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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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纺织新材料应用领域的企业，河北吉藳化

纤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中纺

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等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企

业参加会议。企业代表表示，青山纸业在天然竹纤

维行业做了很深的研究，他们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企业

的优势，共同参与，助力打造竹纤维产业从零到浆、

到纤维、到纱线、到服装一条龙的产业。

引领技术，再创优势

青山纸业自2018年起，开始尝试使用福建省本

地毛竹作为原料进行生产，通过技术研发和生产工艺

的调整，克服了竹原料蒸煮难度大、纤维短等问题，

成功应用于制浆造纸领域，《一种利用竹浆生产高

透伸性纸袋纸的方法》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

权。但是公司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眼光对准了国内

黏胶市场，2019年开始通过对生产线设备的改造以

及工艺的摸索，进行生产线的中试，通过三轮的中

试，共生产竹浆粕8600多吨，包括800多吨的天丝级

竹浆粕，投放市场以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成为全

国唯一一家生产竹纤维纺织新材料的生产厂家，也

是国内天然毛竹纤维纺织新材料唯一实现规模化生

产的厂家。

此次招商洽谈会，正是建立在公司天然竹纤维

研发技术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举办的。公司将结

合会议分享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建议和下游企业

需求，加大研发深度、完善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为天然竹纤维纺织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提供坚实

的技术和原料基础。

“2022年三明市沙县区天然竹纤维纺织新材料产业

手拉手对接暨招商洽谈会”。福建省轻纺（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黄文定、福建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消费品处副处长郭红瑜、三明市沙县区人

民政府区长陈晓翔、副区长林辉斌、三明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局长郑文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林小河以及沙县区政府、三明市工

信局、沙县区工信局、青州镇政府的相关领导出席了

会议。会议吸引了众多行业研究教授、学者及企业到

场，就天然竹纤维纺织新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生

产工艺、发展趋势、应用推广方式等问题展开交流、

讨论。

突出资源优势，铸牢产业链条

沙县区竹类资源十分丰富，是福建省竹子重点中

心产区之一，已经形成了以青山纸业为龙头的林产品

加工集聚区。目前，沙县区正突出资源优势，总投资

32亿元，在青山纸业北区规划用地1050亩，建设以

绿色纤维浆纤项目为核心的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园

区内已有福瑞思木质素（磺酸钠）提取、振鑫高端生

活用纸、三仙特种纸等后加工项目入驻，正在招募吸

纳周边地区及省内外纸品和纺织新材料企业，完善

前后端产业链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放大集聚效应，

实现招商引资与补链、强链发展的良性循环，预计年

产值破百亿元。

各界人士关注沙县、走进沙县、投资沙县。区

委、区政府也将以最真诚的态度、最实在的配套，高

效优质做好服务。

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会议邀请了福建农林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纺

织科学研究院、福建省建筑轻纺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的专家、学者。福建农林大学陈礼辉教授、东华大

学杨革生教授和原福建省建筑轻纺设计院戴国荣院

长分别以《高反应性能溶解浆制备及其功能材料研

发》、《竹纤维素材料研究进展介绍》和《再生纤维

素纤维直接纺丝法的产业应用现状》为主题，分享了

竹纤维纺织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制备方法，分析了

该产业发展趋势和应用推广，提出了研发与应用企业

协同攻关等宝贵意见。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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