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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集团APP（中国）：
造纸文明的传承与弘扬者 绿色低碳的践行与推动者
——访金光集团AP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
本刊记者

郭彩云

常  青

光集团 APP 在中国的事业始于 20 世纪 90 年

金

代初，近 30 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其在中国现已拥有 20 多家全资或控股浆纸企
业并拥有近 20 家林业公司，总资产约 1726 亿元人
民币。作为全球领先的侨资造纸企业，APP 始终致
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造纸文明，在“林浆纸一体化”
实践方面，在推动中国纸业绿色制造、带动整体产
业链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2019
年 11 月 7 日，在由人民网主办、金光集团 APP（中
国）承办的 2019 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召开之
际，金光集团 AP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接受了行
业媒体中国造纸杂志社、中华纸业杂志社、中国纸
业网记者的采访，分享了金光集团 APP（中国）在
传承和弘扬造纸文明、实践和推动中国纸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记 者 ：作为跻身世界纸业十强的侨资企业，APP
（中国）始终致力于造纸工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一直
是造纸行业绿色环保的领路人、践行者，请您谈一谈
翟京丽
金光集团 APP（中国）副总裁

APP 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
翟京丽 ：APP 进入中国比较早，标准设定比较高，
当时还没有超低排放的概念，但我们已经提倡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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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配电厂、自配锅炉，是行业内第一批投资
脱硫脱硝处理的企业，现在又开始实施超低排
放。可以说 APP 一直在主动进行这些标准的提
升。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
要做一流的企业，肯定是制定标准，所以在这
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没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用处理后的造纸废水建成的养鱼池塘

有落后的行业，只有落伍的企业。我认为只要
努力，企业是可以做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

产。无论是废水 / 废气，包括 COD 等指标，所有的排
放标准，我们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执行的，远高于中国国

记 者 ：APP 注重社会责任，始终秉持可持续发

内的环保标准。时代在进步，目前中国的环保标准已经

展战略，一直致力于引领并推动造纸行业的绿色、低碳、

显著提高。

可持续发展。APP 已连续第八届举办中国纸业可持续

本次召开的 2019 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坛，从几
个方面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其中一个是绿色 + 低碳。其

发展论坛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请您
分享一下 APP 在这方面的心得理念。

实我们一直在追求低碳发展，而本届论坛把绿色和低碳
整合到一起来谈行业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超

翟京丽 ：APP 刚进入中国时的愿景是通过林浆纸

低排放、清洁生产、绿色循环，这些都是 APP 提倡的，

一体化建成世界一流的制浆造纸企业。但当企业规模达

而且一直也在这么做。因为我在 APP 一直从事的是与

到一定程度时，一个企业要想做长久，不能独善其身，

资金、投资相关的工作，所以我知道 APP 其实每年在

要考虑到这个行业，以及要考虑到行业的上下游，唯有

环保相关技术提升、环保标准提升以及技术改造等方面

联合所有造纸企业同行及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共同致力

的投资是非常高的。例如在环保方面，APP 至今投入资

于负责任的经营行为和长期的清洁生产实践，才能推动

金累计超过 100 亿元。在建厂的时候，环保的投资就占

自身与行业的良性成长，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

整个投资的 40%。所以多年来我们对环保方面的要求是

发展，不仅让人们了解 APP 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携

相当严格的。比如在清洁生产方面，APP 所有工厂都要

手政府相关机构、行业协会、媒体、研究机构等群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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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京丽接受记者采访
力，让人们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创办中国纸

翟京丽 ：针对这一发展趋势，我们 APP 在产品开

业可持续发展论坛的初衷是由于金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发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目前，我们的食品级白卡纸

黄志源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作为爱国华侨，他认为，造

已经能替代各种食品包装用塑料产品，而且我们早就生

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改变了世界文

产出了能够替代各种塑料袋的白牛皮纸、黑牛皮纸等产

明的进程，一定要在我们手中做大，做强，做久。很多

品。因此对于以纸代塑，我们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环

年来，造纸工业一直在误解中成长，没有还原它绿色可

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大家主动使用可降解产品，以减

持续发展的真正面目。的确，早期的中国造纸行业确实

少有害垃圾的产生，有利于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现在

存在规模小、污染比较严重的问题，也没有相应的环保

我们也准备做一些宣讲，计划未来会参与一些公益性活

措施。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现代化的造纸业已经彻底

动，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造纸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

改变了这些状况。当你真正走进这个行业，才能对此有

任，但这也需要国家、行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真正的认知。通过举办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坛我们发
现，当更多的人走进现代化的造纸企业时，就可以对此

记 者 ：实施供给侧改革，注重提高产品质量满足

完全理解和认可了，这也是我们的论坛越办越有激情、

多元化市场需求，也是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

越办越有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也越来越有压力，

要举措。APP 一直是这方面的引领者，您能分享一下

因为随着该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人们的

APP 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吗？

关注度越高、参与意识越强，我们就要把活动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APP 连续举办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

翟京丽 ：我认为，供给侧改革给 APP 等一些做得

坛，也是倡导与同行通过经验分享、技术交流、知识普

比较好的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通过供给侧改革，不仅

及等行动共同推动造纸企业解决资源匮乏、环境污染、

去除了过剩及落后产能，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主动改造

经济挑战等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可以说，APP 践行社

提标，在产品品质、销售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会责任体现在方方面面，如造纸行业的产品认证也是由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产品创新。APP 的产品创

APP 率先来做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培育品牌，在品牌建

新有几个重要的方向。本着“替代进口、服务中国”的

设上强调绿色、低碳，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宗旨，经过多年发展，APP（中国）的优质纸品遍布各
中高档纸品领域，涵盖了生活用纸、工业用纸、文化用

记 者 ：以纸代塑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现在欧

纸、办公用纸及各类纸产品等。我们现在生产的医院用

盟也实施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为了适应这种大趋势，

卫生护垫、各种厕纸等都是新产品，还有一些防水、防

APP 有哪些应对策略？

油等特殊用纸，以及各类食品级包装用纸。此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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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在做黏胶纤维类纺织品的研发，并将按计划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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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依托的。

推向市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及新产品开发，都是为
满足市场所需，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真正满足客户需

记 者 ：目前废纸进口受限，国内废纸回收及供应

求，会使产品朝着更个性化、更多元化方向发展。将来

有限，对此，APP 的原料供应是否受到影响？ APP 又

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市场所需、

是如何实现原料林质量控制的？

客户所需。
APP 产品的销售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我们原来的

翟京丽 ：APP 的愿景之一就是透过“林浆纸一体

销售是通过我们的分公司，包括我们的销售公司来实现

化”
，打造世界最大、最强的绿色循环产业。在原料上，

的。这种销售模式能把我们的大量产品快速地铺到市

APP 的原料主要是利用由自己种植的人工速生林生产

场，但其不足之处是与市场的契合度不够，我们不了解

的木浆，不足部分从国外进口补充。但行业内还有一

客户真正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规格和

部分企业是利用废纸为原料。针对废纸进口受限，作

功能等是否为客户所需。目前，我们的销售有两个方

为以进口废纸为原料的企业，在原料方面将面临着严

向，一个是传统的销售模式，但在过程中我们更注意与

峻考验，应做好原材料规划。这方面，APP 在布局林、

客户的互动，APP（中国）近期举办的第七届金光印艺

浆、纸产业链时就有自己的定位，现在我们更多考虑的

大奖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活动立足转型升级契

是如何把国外的原料引入中国生产产品并销售到国际

机，专注客户需求，努力为印刷与相关产业打造技术与

市场。

信息的交流平台，以增强造纸业与印刷业的跨界融合及

此外，在原料管理方面，APP 已经能够做到生产

协同创新能力。另一个是现代销售模式，就是针对现在

的每张纸都来自于可持续经营的经济林，而非天然林。

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与京东、天猫等网店强强联合，

APP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APP 携旗下林、

开展线上销售。我们发现这两种销售模式的互补性非常

浆、工业用纸、文化用纸、生活用纸、办公用纸等全线

强，销售理念的借鉴性也非常好。此外，网上销售对于

高科技环保产品亮相，以多元优质的全线产品作为主要

总销售成本的节降也很有帮助。

展示材料，以及来自于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艺

当然，无论我们做的如何，也需要你们（媒体）
的认可和宣传，也才会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企业，这些都

术灵感，全面展示了 APP 在实践“林浆纸一体化”绿
色产业发展战略所做的努力。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3# 机以 1800 m/min 的车速刷新文化用纸纸机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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