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造纸信息》2020年总目次
中国造纸工业 10 项要闻
2019 年中国造纸工业 10 项要闻揭晓 ..................................1（06）

行业组织战“疫”总动员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专家感言 .....................................................................................1（13）

——中国造纸学会致学会会员和广大造纸科技

庆祝《造纸信息》“中国造纸工业 10 项要闻评选”

工作者的倡议书 ....................................................................2（15）

活动举办 20 周年 ..................................................................4（20）
历年参加过“中国造纸工业 10 项要闻”评选会的专家 ..4（22）

中国造纸协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倡议书 ....................................................................2（16）

10 项要闻评选活动——大事记.............................................4（24）

同舟共济 各大企业积极捐款捐物 驰援疫区抗击疫情

纪念 10 项要闻评选 20 周年——重点要闻回顾 ...............4（24）

维达集团捐赠多批杀菌湿巾等卫生用品 ............................2（17）
恒安集团多次捐资捐物 ...........................................................2（17）

迎新感言
2020 年企业家迎新感言 ..........................................................1（20）

岳阳林纸紧急生产提供防控疫情急需物资........................2（17）

盘点
盘点 2019 ....................................................................................1（42）

爹地宝贝捐赠成人纸尿裤助力一线医护人员 ...................2（18）

政策 ..............................................................................................1（43）
行业 ..............................................................................................1（44）
企业 ..............................................................................................1（49）
新建扩建 .....................................................................................1（51）
环球 ..............................................................................................1（54）
政策法规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
有关事项的通知》..................................................................4（06）
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
前两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4（07）
发改委关于《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
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4（08）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审议通过 ..........5（06）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通过 将对环境违法行为
加大处罚力度 ......................................................................12（06）
商务部发布《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
回收报告办法（试行）》.....................................................12（06）

金光集团 APP（中国）第一时间响应中国侨联倡议
捐资上亿元.............................................................................2（18）
山鹰国际捐赠 100 万元现金及物资 .....................................2（18）
方舟纸业向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捐赠物资 ............................2（18）
雅诗纸业捐赠“欧露”湿巾助力一线医护人员 ...............2（18）
比亚迪捐资 1000 万元 .............................................................2（18）
景兴纸业向社会捐资捐物 120 万元 .....................................2（19）
亚太森博浆纸捐赠防治疫情急需消毒液 ............................2（19）
东顺集团捐赠疫情防控用高品质纸巾 ................................2（19）
豪悦股份向湖北捐赠护理用品..............................................2（19）
华泰集团捐款捐物逾 700 万元 ..............................................2（19）
太阳纸业捐千万元善款和急需物资 .....................................2（19）
齐峰新材捐赠爱心善款 200 万元和防疫用品 ...................2（20）
江河纸业多次捐款捐物献爱心..............................................2（20）
中顺洁柔捐赠总计 1130 万元现金及物资 ..........................2（20）
西门子捐赠价值 1500 万元医疗设备 ...................................2（20）
世纪阳光集团与王东兴分别捐赠善款 ................................2（21）
浙江明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00 万元 ........................2（21）
山东晨钟机械捐赠善款 20 万元............................................2（21）
青山纸业向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捐赠自产药品 ...................2（21）
天和纸业捐赠善款支持地方疫情防控 ................................2（21）

行业特稿
中国造纸工业 2020 年生产运行情况及 2021 年展望 .....12（07）

凤生纸业等捐赠 508 万元款物 ..............................................2（22）

年度报告
中国造纸工业 2019 年度报告 ................................................6（07）

晨鸣集团捐款 500 万元 ...........................................................2（22）

环龙集团“斑布”火速支援武汉方舱医院........................2（22）
山东博汇集团捐赠 300 万元和 70 t 消毒母液....................2（22）
玖龙纸业捐赠 3200 余万元款物 ............................................2（22）
理文造纸捐款物 1304 万元 ....................................................2（23）

特别报道

抗击疫情 造纸人在行动专题
心连心 手牵手 抗击疫情造纸人在行动！ ..........................2（14）

70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八方支援 抗击疫情驰援疫区 更多企业在行动 .................2（23）
担当有为 特纸企业勇担责任 全力生产救援物资原材料
冠豪高新保障特殊订单助力疫情防控 ................................2（24）

2020 Contents ■

2020年总 目 次

仙鹤股份放弃春节休假保障口罩原材料供应 ...................2（25） 《中国造纸》2019 年度“博世科杯”优秀论文
华邦古楼加班加点为抗疫物资保驾护航 ............................2（25）

获奖名单 .................................................................................6（08）

宝鸡科达紧急复工保障防控物资生产 ................................2（25）

中国造纸学会开展系列走访调研活动 ................................6（10）

凯丰新材保障透析纸供应解下游企业燃眉之急 ...............2（25）

克服疫情影响 推进高质量发展.............................................7（06）

恒达新材、恒川新材全力保障防控物资供给 ...................2（25）

创国际品牌 做百年企业——访东顺集团董事长陈树明 ...7（07）

勇往直前 勇担使命 全力以赴奋战抗“疫”一线

开拓创新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博世科全力抢建广西版“小汤山医院”污水处理系统.......2（26）
武锅能源支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2（26）

——访太阳纸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洪信 ........................7（09）
前瞻布局 勇于创新 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心连心 手牵手 抗击疫情造纸人在行动！（Ⅱ）...............3（36）

——访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八方支援 抗击疫情驰援疫区 造纸企业在行动 .................3（38）

陈小荣 .....................................................................................7（12）

全力抗“疫”！ APP（中国）大纸事业部亮出
抗疫创新之举 ........................................................................3（39）
樱花将灿，春日可期——福伊特造纸抗“疫”在行动..3（41）
亚太森博：抗击疫情 责无旁贷 ..............................................3（42）
江河纸业：防疫生产两手抓 稳健发展做贡献....................3（44）
博世科：用“科技正能量”阻击新冠病毒疫情 ................3（45）

以优质高效的技术设备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访汶瑞机械（山东）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马焕星 .....................................................................................7（15）
锐意创新 开创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访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建华 .................................7（18）
专注成就专业 专业创造价值
——访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吉祥 ..7（21）

疫情影响与对策专题
转危为机 迎接挑战——疫情引发的造纸行业的思考与
应对对策 .................................................................................3（06）
后疫情时代造纸行业技术创新展望 .....................................3（21）
新型冠状病毒对中国经济和造纸行业的影响
以及应对建议 ........................................................................3（23）
新冠病毒疫情下造纸行业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3（26）
疫情之下包装纸供应链的挑战与应对 ................................3（28）
疫情下的思考——如何应对造纸行业突如其来的挑战 ....3（30）
浅谈企业的危机管理和前瞻性发展战略
——分享疫情带给企业管理者的思考 ............................3（32）
疫情影响和对策
——浅谈造纸设备的精准及预防性维护 ........................3（34）
提高危机管理意识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3（35）

走进郑州磊展专题
走进郑州磊展 ............................................................................5（18）
郑州磊展 ：精工制造 一路前行
向制浆设备领军企业迈进 ..................................................5（19）
深耕废纸制浆设备 助推绿色造纸 ........................................5（23）
独特设计 精工制造 助力纸企节能 .......................................5（27）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一带一路”沿线成绩斐然 ................5（28）
奋力前行 争做纸浆设备领军企业 ........................................5（31）

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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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造纸类项目获奖者专访 ..........2（06）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房桂干专访.............................................................................2（07）
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得者王双飞专访 .....2（10）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造纸类项目获奖者专访 ..........4（10）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陈克复专访.............................................................................4（11）
做乳液领域的变革者 专注于技术与服务
——访亮晶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伟杰 ...............4（15）
《中国造纸》2019 年度“博世科杯”优秀论文
部分获奖作者专访 ...............................................................8（06）
行业热点 焦点论坛
新时代下对河北省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思考 ......1（62）
危机下的行业逆境生存和企业突围之道 ............................4（32）
2018 年世界造纸工业概况......................................................4（35）
生活用纸产品差异化发展及高效管理 ................................4（41）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造纸业的启示 ...............5（32）
行业观察 ：新冠疫情对再生纤维供应的影响 ...................5（34）
疫情下的中国造纸行业生产及运行形势 ............................5（37）

融合创新发展·感知智造力量
2019 中国国际造纸创新发展论坛内容精编（III）........2（27）
高端对话 大变局下的战略与机遇 ........................................2（28）
《中国造纸》2019 年度“博世科杯”优秀论文评选
结果揭晓 .................................................................................6（06）

2018 年全球包装纸及纸板生产及消费概况 .......................5（40）
2019 年我国废纸回收利用及废纸、废纸浆进出口概况 ... 9（16）

桉树与造纸专题
科学种植桉树 践行绿色发展 ............................. 6（20）、11（06）

2 0 2 0 年 第 1 2 期 《造 纸 信 息 》

71

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桉树种植政策背景回顾 ...........................................................6（21）

纸浆：短期难有持续性反弹 震荡偏弱为主 ........................8（27）

桉树小知识.................................................................................6（23）

主力合约换月移仓 期价重回供需逻辑 ...............................8（27）

走近我国桉树人工林

进口增量库存下降 浆市基本面向好 ....................................9（24）

——访国家林草局桉树中心主任谢耀坚 ......................11（07）

纸浆：价格重心上移 谨慎乐观 ..............................................9（24）

APP（中国）谈桉树造纸优势与实践 ...............................11（11）

需求旺季预期支撑浆价上行 ..................................................9（24）
人民币走强 稀释外盘涨幅 ...................................................11（15）

减塑代塑专题

纸浆：供应压力不减 盘面弱势盘整 ...................................11（15）

减塑代塑 我们准备好了吗？ ............................... 7（24）、9（06）

基差走强 浆价探底回升 ........................................................11（15）

限塑 我们一直在行动 ..............................................................7（25）

成品纸成本不断上移 进口增量终端消费恢复 ................12（26）

一文读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7（27）

纸浆 ：供需短期健康 进口成本提高推升浆价 ................12（26）

代塑：新趋势 新机遇 ...............................................................7（29）

包装纸需求强劲 浆价偏强运行...........................................12（26）

聚焦绿色生态 建设美丽中国“新限塑令下纸质包装的
机遇和挑战沙龙”精彩内容回顾 .....................................9（07）

卫生纸新旧标准差异解读 ......................................................2（36）

减塑代塑 我们在行动 ............................................................12（12）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 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47）

把握限塑机遇 助推纸包装产业发展——访中国

关于“互联网 + 工业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

包装联合会包装印刷委员会秘书长曹国荣..................12（13）

问与答 .....................................................................................4（46）

新形势下纸质包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2（17）

基于区块链的零售供应链信息共享方案 ............................4（52）

纸浆模塑创新技术与发展趋势展望 ...................................12（20）

基于数据价值链的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 ............................4（56）
行业观察：从欧美包装一体化看中国包装产业
互联网化新机遇 ....................................................................5（44）

森林认证专题
开展森林认证 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8（23）

2019 年我国包装纸板发展概况 .............................................6（25）

森林认证体系的区别与互认的意义 .....................................8（24）

纸尿裤的性能特点及使用建议..............................................6（38）
探析 ERP 成本管理在制浆造纸企业中的应用 ..................6（40）

专题论坛

对非典型涨价周期的纸价走向分析 .....................................7（30）
被遗忘的“非遗”：中国传统手工纸非遗项目存在的

纸浆期货分析与点评
外废市场活跃 库存指数释放利多信号 ...............................1（64）

问题 ..........................................................................................7（32）

纸浆国内格局略有好转 但供应压力依旧 ...........................1（64）

从跨国公司的变迁看我国造纸化学品的未来 .................11（16）

交割压力制约价格 宏观带动略有反弹 ...............................1（64）

2019 年造纸上市公司概况....................................................12（27）

基本面渐有改善 浆价走势可期.............................................1（64）
纸浆期货分析与点评 ...............................................................2（39）
疫情防控企稳 消费有望复苏 .................................................3（50）
纸浆：短期偏强 后续趋稳.......................................................3（50）
“内忧外患”纷扰 纸浆期货底部价值凸显 ........................3（50）
需求低迷交投清淡 关注非标正套机会 ...............................4（45）
纸浆：供需双弱 没有明显驱动 ..............................................4（45）
各纸品需求分化 制约价格上行.............................................4（45）
成品纸存在走弱空间 社会库存累库同比增长 ..................5（43）
纸浆：需求疲软 市场承压.......................................................5（43）
下游成品库存高企 木浆需求承压 ........................................5（43）
阔叶木浆仍有走强空间 出口恢复预期向好.......................6（37）
纸浆：供需格局未变 依旧偏弱运行 .....................................6（37）

技术报告
温湿度对卫生用品柔软度检测的影响 ................................7（36）
分析 / 预测
2019 年纸浆市场大事记 ..........................................................1（65）
2018 年我国浆纸市场分析——（Ⅰ）纸张市场 ..............1（69）
中国文化纸市场回顾与展望 ..................................................2（40）
2019 年溶解浆市场回顾与展望 .............................................2（43）
2018 年我国浆纸市场分析——（II）纸浆市场 ...............2（48）
中国浆纸市场 2019 年价格行情 ............................................3（51）
湿巾发展概况和个人护理用湿巾新趋势 ............................5（47）
后疫情时期纸浆期货的走向 ..................................................6（42）
新冠疫情期间溶解浆市场简评..............................................6（47）

木浆维持供需宽松格局 ...........................................................6（37）

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文化纸市场变化 ................................6（50）

成品纸强于木浆 加工利润扩大.............................................7（29）

中国浆纸市场 2020 上半年价格行情 ...................................9（25）

纸浆：做市商增加流动性 盘面震荡为主 ............................7（29）

2019 年我国纸张市场分析......................................................9（31）

市场氛围好转 关注需求变动 .................................................7（29）

2019 年我国纸浆市场分析....................................................11（22）

现货跟涨乏力 期货走弱回归 .................................................8（27）

全球漂白针叶木浆短期市场形势与长期发展趋势 ........12（32）

72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2020 Contents ■

管理与营销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9（37）

2020年总 目 次

2020 年底前一次性塑料吸管将永久退出我国餐饮业 .....7（35）
山东省造纸行业 2019 年发展现状和运营特点 .................7（38）
福建省造纸行业 2019 年产销运行概况...............................7（43）

新建扩建
2019 年中国投产的部分卫生纸机项目..............................11（28）

河南省造纸工业 2019 年总结和 2020 年展望 ....................7（47）

太阳纸业老挝 80 万 t/a 高档包装纸项目 PM1 投产 ......12（37）

2019 年我国特种纸产业发展现状 ........................................8（28）

理文造纸 PM23 包装纸生产线在马来西亚顺利投产 ....12（38）
太阳纸业 45 万 t/a 特色文化纸项目投产 ..........................12（38）
山鹰华中纸业公安县新百亿元投资项目动工 .................12（46）
行业纵横
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电商征收包装处理费 ...................1（48）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其中造纸商品 53 项 .............................................................1（48）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1（68）
多家造纸行业相关企业上榜 2019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1（77）
4 项造纸类项目荣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78）
纸箱、标签被工信部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医疗应急）清单..................................................................2（26）
中国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
其中涉及废纸 ........................................................................2（55）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第一次排除清单 ....................................................................2（55）
2019 年广东省省级清洁生产企业名单正式公布

广西造纸工业 2019 年发展形势 ............................................7（50）
2019 年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概况和展望 ...........................8（34）
6 家造纸企业入围 2020 年《财富》中国 500 强...............8（48）
11 家造纸企业入选 2019 年度轻工业 200 强名单 ............8（48）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建 3 ～ 5 个大型废纸分拣中心 ......8（49）
5 家造纸企业入选工信部 2020 年重点用水企业
水效领跑者公示企业名单 ..................................................8（49）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
通知》........................................................................................8（50）
上期所指定三家企业为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厂库 ..........9（23）
2020 中国实体经济排行榜 TOP300 造纸板块占据五席 .....9（30）
东北首家造纸主题博物馆——中国造纸博物馆
（黑龙江）.................................................................................9（36）
《2020 中国造纸产业竞争力报告》发布 ...........................11（31）
中国造纸院积极助力造纸行业绿色发展 ..........................11（33）
5 家纸企入选《2020 年四川省名优产品目录》...............11（33）
《中国造纸》2020 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正在进行......12（25）
2020 年中国造纸工业 10 项要闻评选活动火热进行中 ..12（36）
多部门联合发文 固体废物进口将全面停止.....................12（36）

5 家纸企入选 .........................................................................3（49）
《中国造纸》2019 年度“博世科杯”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正在进行 .................................................................................3（56）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将在江苏苏州

企业报道
凯登公司为安徽林平纸业提供的 PM5 制浆线设备
成功开机 .................................................................................1（79）

举办 ..........................................................................................4（40） 博汇纸业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1（79）
生态环境部发布工业炉窑排污许可技术规范 ...................4（55） “树造世界 树造未来”可再生材料之旅
——斯道拉恩索举办媒体见面活动 .................................1（80）
河北省禁塑名录出台 快递塑料包装在列 ...........................4（55）
纸和纸制品绿色产品认证即将全面开展 ............................4（61）

中国纸院开展绿色制造体系评价 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4（62）

海南省发布首批禁塑名录 购物袋、吸管等在列 ..............4（61）

白云纸业获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4（63）

全国首个口罩熔喷布标准发布 4 月 26 日正式实施.........5（51）

凯登公司为安徽林平纸业提供的制浆线设备稳定运行...5（67）

2019 年广东省造纸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5（52）

造纸院与维达集团签订品牌企业年度“UP 服务”计划

浙江省造纸工业 2019 年运行情况及 2020 年展望 ...........5（56）
2019 年湖北省造纸工业运行概况 ........................................5（62）
上期所纸浆期货交割品牌扩容至 12 个 ..............................5（66）
纸质外卖包装推荐名录及创新产品孵化项目正在
征集中 .....................................................................................5（67）
天津市 2020 年将依法依规推动造纸等行业落后产能

合作协议 .................................................................................6（60）
奔马 Bellmer 靴式压榨 TurboPress 在五星纸业长期
稳定运行 .................................................................................6（61）
晨鸣纸业在寿光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获多项表彰...6（61）
造纸院组织召开“纸质外卖包装推荐名录及
创新产品孵化项目”评审会 ..............................................7（52）

退出 ..........................................................................................5（75） 晨鸣纸业最新动态 ...................................................................7（53）
四川省造纸工业 2019 年生产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6（53） “深耕中国，强化中国”2020 维美德媒体招待会
召开 ..................................................................................... 10（121）
《卫生巾（护垫）》等 2 项国家标准英文版审查会
顺利召开 .................................................................................6（55）
江苏省造纸工业 2019 年运营概况及 2020 年展望 ...........6（56）

上海轻良与斯凯孚（中国）成功签约 REP 服务
协议 ..................................................................................... 10（123）

2 0 2 0 年 第 1 2 期 《造 纸 信 息 》

73

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金光集团 APP 发力“以纸代塑”与数字化转型
以智慧生态展台亮相第三届进博会 ...............................11（34）
高质量发展“纸”为明天 APP（中国）发布年度

安吉美伦 未来可期 ................................................................10（38）
山东天利机械 ：致力于净化分离技术 ..............................10（39）
丰信科技 致信未来 ................................................................10（40）

可持续发展报告 ..................................................................11（36）

洛阳太学：专注创新 超越领先 ............................................10（41）

老挝总理通伦莅临太阳纸业老挝公司 ..............................11（37）

海南芒果：市场在变 诚信永远不变 ...................................10（42）

国产全自动造纸表面施胶淀粉连续制备系统通过

升祥辊业：质量铸就品牌......................................................10（43）

专家鉴定 ...............................................................................11（37）

深耕造纸业 浓墨绘华章 ........................................................10（44）

斯道拉恩索在中国积极布局新一代纸浆模塑项目 ........11（61）

福建轻机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和解决方案 .................10（45）
鸭绿江磨片：纳百川成就海业 筑百年赢得未来 .............10（46）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

河南中亚：诚信 创新 品质 共赢 ..........................................10（47）
国信轻机：中国造纸制浆集成设备标杆企业...................10（48）

将在苏州举办 ..................................... 6（62）、7（54）、8（51）

四川高达：服务现在 引领未来 ............................................10（49）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展前预览（一）................6（63）

欧佩德昌华：打造全新形象 提供优质服务 ......................10（50）

2020 中国国际造纸创新发展论坛将于 9 月底

郑州运达：精诚专业 服务造纸 ............................................10（51）

在苏州召开........................................................... 7（55）
、8（52）

大指装备：勇创新 集大成.....................................................10（52）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展前预览（二）................7（56）

造纸毛毯老品牌 环龙展位见证品牌实力 .........................10（53）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展前预览（三）................8（53）

郑州磊展 精工制造 ................................................................10（54）

部分参展商名录 ........................................................................8（61）

顺通机械：顺道而为 通行天下 ............................................10（55）

造纸行业品牌盛会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 ...10（06）

西安力源：品质铸就品牌 合作共创未来 ..........................10（56）

乘风破浪 创领未来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

株洲新时代参加 2020 国际纸展收获满满 ........................10（57）

会议在苏州隆重举行 .........................................................10（07）

大连宏亚泵业高端纸浆泵再度亮相国际纸展 .................10（58）
金贝壳：在碳纤维领域深耕不辍 ........................................10（59）

创新谋机遇 逆势求发展
2020 中国国际造纸创新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10（14）

昌平机械：收获满满 点赞纸展 ............................................10（60）
无锡鸿良美：创新提高品质 诚信服务客户 ......................10（61）

展商采访

雷诺尔：5G 赋能工业物联网控制系统 ..............................10（62）

采烯智能装备 为造纸企业提供高性能节能设备 ............10（17）

西安维亚：用工匠精神 创维亚品质 ...................................10（63）

苏州迈瑞凯 ：用工匠精神打造纸机网部陶瓷脱

江南烘缸：国产钢制烘缸的崛起 ........................................10（64）

水元件 ...................................................................................10（18）

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究成果亮相

昆山亚欧梭耶机械：专业的备品备件供应商...................10（19）

国际纸展 ...............................................................................10（65）

科尔康：专业恶臭气体检测 .................................................10（20）

杭化哈利玛携新品闪亮登场 ................................................10（66）

深圳默斯测控：专注在线水分测量 ....................................10（21）

纸友科技：专业从事变性淀粉研发和成果转化 ..............10（67）

欧瑞康美科风采依旧 .............................................................10（22）

浙江锐步：工业自动化流体过程控制阀专业制造商 .....10（68）

苏州谱若塔控：专注造纸 赢得信任 ...................................10（23）

裕力机械 追求卓越 ................................................................10（69）

上海申伦：造纸染料的创新者 .............................................10（24）

无锡合申 客户至上 ................................................................10（70）

湖南正达：大胆创新 努力精进 ............................................10（25）

弗洛伊德：提供专业的服务 .................................................10（71）

旭田环保机械：质量至上 品质铸就品牌 ..........................10（26）

恒捷科技：专业 专注 敬业 ...................................................10（72）

明答克：造纸干部脏污问题解决专家 ................................10（27）

济南济传：创新 优质 价廉 快速 信誉 ................................10（73）

华星胶辊：科技创造财富 品质铸就未来 ..........................10（28）

科麦德：创新“智”造动力 .................................................10（74）

福佳大正专业制造钢制扬克烘缸 .......................................10（29）

斐卓 Feizhuo：为工业喷雾传递进步动力 .........................10（75）

EECPP：以专业立足行业 以服务赢得先机 ......................10（30）

巨星暖通：专注品质 诚信服务 ............................................10（76）

维多亚：不断超越 追求卓越 ................................................10（31）

盛太锆业：精益求精 携手未来 ............................................10（77）

江苏凯恩斯：创新赢得未来 .................................................10（32）

荣威电子：推动创新 提质增效 ............................................10（78）

海盾阀门：含颗粒流体控制解决方案 ................................10（33）

章丘大星：构筑纸机新平台 提升综合竞争力..................10（79）

华隆机械：专注于废纸制浆 .................................................10（34）

三宝科学株式会社：WEPS 助力制造高质量纸张...........10（80）

顺隆胶辊：敬业 创业 勤业 精业 ..........................................10（35）

沁阳市平安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

创“盛兴”品牌 做行业先锋 ...............................................10（36）

服务 ........................................................................................10（81）

章鼓力魄锐：让中国民用叶轮机械更高效、更可靠 .....10（37）

凯莱德：用“心”做产品 用“诚”服务客户..................10（82）

74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2020 Contents ■

雷茨悬浮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打造完美客户

2020年总 目 次

关于开展第四届“中国造纸学会蔡伦奖”

体验 ........................................................................................10（83）

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3（58）

浙江冠力阀门有限公司：打造高质量阀门产品 ..............10（84）

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延期通知........................6（36）

浙江元龙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先进技术生产

关于召开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的通知 ........11（38）

高质量复合材料 ..................................................................10（85）
西尔伍德机械有限公司：历经艰难 重新出发..................10（86）
郑州非尔特：注重技术创新 提升客户价值 ......................10（87）
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持续创新 节能环保 .............10（88）
润升辊业：贴心服务 匠心制造 ............................................10（89）
陆联力华：专注于造纸工业辊子包胶 ................................10（90）
辽宁仁达：深化服务 助力浆纸 ...........................................10（91）
尚宝罗：聚焦行业前沿 共话创新未来 ..............................10（92）
溧阳市兴达机械有限公司：以诚为本、质量为先
以信为荣、信誉为先 .........................................................10（93）
杭州蓝海永辰科技有限公司：抓住时机 开拓市场 .........10（94）
江苏腾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密封与摩擦技术领军者 ...10（95）
青岛欣欣向荣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注工业运输包装

2020 中国纸浆市场形势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12（39）
2020 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
交易会召开...........................................................................12（40）
第八届中国造纸学会蔡伦奖评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
第四届中国造纸学会蔡伦奖评审会在北京召开 .........12（42）
中国造纸学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12（43）
中国造纸学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党员大会
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12（44）
中国造纸学会废纸回收利用专业委员会换届调整会议
在郑州召开...........................................................................12（45）
中国造纸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12（47）

智能化 ...................................................................................10（96）

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在郑州成功召开 ........12（49）

丹东博威：专业磨片生产商 .................................................10（97）

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曹振雷一行到郑州磊展参观考察 ..12（52）

德源美斯特：以德精铸 为造纸更节能 ...............................10（98）
山东北方造纸机械：诚信立责任 和谐筑未来..................10（99）
晨晖映日照神州 钟声清扬遍环球
——山东晨钟机械有限公司 ......................................... 10（100）
沁阳一机：优质纸机诞生地 ............................................. 10（101）
斯凯浮：坚守高端 创造价值 ............................................ 10（102）

会展传真
四川夹江复原大千古法书画纸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81）
亮晶晶新材（福建）研发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举行 ..........1（82）
坚定信心 锐意创新 实现全省造纸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嘉研制辊科技：提供纸张除皱的不二之选 .................... 10（103）

全省造纸行业年会在济宁成功召开 .................................7（62）

品享科技：高品质 世界共享 ............................................. 10（104）

2020 华南国际瓦楞展等系列六展圆满落幕 .......................8（64）

丹东新兴造纸机械有限公司：专业造纸设备供应商..... 10（105）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纸管原纸》团体标准研讨会

双元科技：创新产品服务造纸行业 ................................. 10（106）
山东杰峰：创新产品与服务 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10（107）
安美科技：为工业制造提质增效 ..................................... 10（109）
四鑫泵业：拓创市场 助力纸业节能降耗 ...................... 10（110）
硅元新材陶瓷脱水部件 创领造纸未来 ......................... 10（111）
汉森软压：乘风破浪 未来可期 ........................................ 10（112）
杭州潮龙泵业：客户第一 质量至上 ................................ 10（113）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轻工重点设计

在济南召开.............................................................................8（65）
2020 山东造纸行业“四新”技术交流及推广会议
在济南成功召开 ....................................................................9（40）
2020《中国造纸》期刊理事会工作会议
在苏州顺利召开 ............................................................... 10（124）
2020 全国特种纸技术交流会暨特种纸委员会
第十五届年会圆满召开 .................................................. 10（125）
第 27 届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会圆满落幕................. 10（127）

研究单位 ............................................................................ 10（114）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理事会

浙江嘉科流体机械：专业机械密封生产商 .................... 10（115）

第一次会议（扩大）暨 2020 年年度工作会议

青州三得不锈钢机械有限公司......................................... 10（116）

顺利召开 ............................................................................ 10（130）

邦尼德织物携全系列重磅产品亮相苏州国际纸展 ..... 10（117）
华利环保：关注客户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10（118）
多博色彩科技：立足造纸 服务纸业 ................................ 10（119）
青岛博信参加 2020 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收获颇丰 .... 10（120）

2020 上海纸浆周年会暨第 13 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
在上海召开........................................................................ 10（132）
广西造纸年会暨广西造纸工业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
论坛在南宁隆重召开 ...................................................... 10（134）
江苏省造纸行业职工技能（钳工）大赛决赛

协会、学会动态
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论文征集通知
（第二轮通知）........................................................................3（57）

在镇江成功举办 ............................................................... 10（137）
江苏省造纸行业工会工作研究会第一届一次理事会
在镇江召开........................................................................ 10（139）
2 0 2 0 年 第 1 2 期 《造 纸 信 息 》

75

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第二届木质素和胶原基材料青年国际会议暨
第一届辽宁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研究生创新学术论坛
在大连工业大学召开 .........................................................11（39）
探索造纸化学品行业新机遇 展望生物质基全降解材料
新方向 '2020（第十三届）中国造纸化学新技术
交流会在杭州召开 .............................................................11（42）
四川省造纸行业工作会暨“2020·四新技术”交流推广会
协会、学会年会成功召开 ................................................11（43）
福建省纸业协会第六届第四次理事（扩大）会议暨
2020 年年度工作会议在漳州召开 ..................................11（45）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黄山富田精工高速防护口罩生产线投产 ............................3（59）
华邦古楼被浙江省列入第一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3（59）
正隆台湾后里纸厂 7# 纸机压榨部改造后成功开机 .........3（59）
2019 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公布
造纸行业 2 人入选................................................................3（59）
仙鹤股份纳入浙江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3（59）
2020 年第四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3（59）
湖北金红叶采购 3 台亚赛利卫生纸复卷机 ........................3（59）
保定市维拓造纸机械新月型卫生纸机开机........................4（64）
浙江家家发纸业高速卫生纸机成功开机 ............................4（64）

——山东省轻工行业（造纸工）技能竞赛暨

云南金晨纸业 2# 高速生活用纸纸机开机 ...........................4（64）

山东省造纸行业第二届职工技能竞赛成功举办 .........11（47）

联盛纸业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签约 .........................................4（64）

王菊华先生贺寿会暨中国科技史学会造纸史与
纸质文物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度学术年会在京召开...11（50）
纸史研究座谈会暨王菊华先生九十寿辰联谊会
在京举办 ...............................................................................11（52）
2020 中国浆纸技术论坛暨

泰盛集团福建南平项目正式开工 .........................................4（64）
华迈纸业 80 万 t/a 瓦楞原纸项目开机 ................................4（64）
山鹰总投资 120 亿元 打造全球绿色造纸标杆企业 ..........4（64）
2020 年第五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4（64）
2020 年第六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5（68）

第十一届中华纸业浆纸技术论坛在南昌成功举办 ....12（53）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届三次会议
在浙江衢州召开 ..................................................................12（56）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第七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
2020 广东省造纸行业创新发展大会在佛山召开 ........12（58）
第九届 Fastmarkets RISI 亚洲回收纸及箱板瓦楞纸大会
在海口召开...........................................................................12（61）
第五届中国回收纸行业大会在海口召开 ..........................12（63）

广西来宾 8.25 亿元造纸项目开工.........................................5（68）
国内多台卫生纸机顺利投产 ..................................................5（68）
华章科技首台自主设计成套箱纸板机项目顺利开机 ......5（68）
国产大幅宽卫生纸机签约仪式在秦皇岛凡南纸业举行..5（68）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200 亿元林浆纸
一体化项目签约 ....................................................................5（69）
广西金桂年产 180 万 t 高档纸板扩建项目获 46.2 亿元
贷款支持 .................................................................................5（69）
多家纸企与宝索企业集团续签宝拓纸机 ............................5（69）

纸业快报

晨钟机械成功签约鞍山永安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450 t/d T 纸制浆项目............................................................5（69）

国内纸业速览
泰盛集团湖北基地 50 万 t 生活用纸扩建项目开工 .........1（84）

瑞丰纸业实现日产和连续高产最好纪录 ............................5（69）

保定市满城利达纸业 2# 纸机投产 ........................................1（84）

2020 年第七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6（66）

保定市辰宇纸业 2# 纸机开机投产 ........................................1（84）

博汇纸业 6# 纸机再次转产包装纸 ........................................6（66）

2020 年第一批、第二批废纸进口许可发布 .......................1（84）

山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第二条包装纸机生产线

2019 广东企业竞争力 500 强发布

成功投产 .................................................................................6（66）

11 家造纸印刷企业上榜 ......................................................1（84）

河南新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技改项目成功投产 ...............6（66）

维拓新月型卫生纸机在雄飞纸业成功开机........................1（84）

江西五星纸业一期 35 万 t 造纸项目全面投产 ..................6（66）

#

港兴纸业 8 纸机开机投产 .....................................................1（84）
山东庆云胜港纸业新生活用纸生产线投产........................1（84）
#

国内多台生活用纸纸机投产 ..................................................
.............................................6（66）、7（66）、8（66）、11（53）

来宾华胜纸业 2 高速卫生纸机投产 ...................................1（84）

玖龙纸业投 125 亿元的浆纸基地项目落户荆州 ...............6（67）

晨鸣纸业拟在香港、新加坡设立子公司 ............................1（84）

金桂二期 30 万 t/a 双氧水项目最大反应器运抵进厂 ......6（67）

江西五星纸业新纸机开机投产..............................................2（56）

贵糖集团设立生活用纸项目公司 .........................................7（66）

安徽宏泰纸业首台高速生活用纸机开机投产 ...................2（56）

2020 年第八批、第九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7（66）

2020 年第三批限制类进口固废量公示................................2（56）

云投林纸生活用纸后加工前移昆明第一条抽纸生产线

中顺洁柔 ：子公司已获得医用口罩生产和销售资质 ......2（56）

成功投产 .................................................................................7（66）

山东晨钟机械成功签约 2 条生产线改造项目 ...................2（56）

金鹰集团 400 万 t 浆纸项目将落户南通 .............................7（67）

恒安集团新引进的医用口罩生产线正式投产 ...................2（56）

华泰集团拟建年产 16 万 t 环保型生物质基纤维项目 .....7（67）

山鹰纸业拟出资 25 亿元参设浆纸产业并购基金 .............2（56）

玖龙、山鹰最新项目签约重庆江津 .....................................7（67）

76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2020 Contents ■

2020年总 目 次

齐峰新材全资子公司投建 1.8 万 t/a 非织造新材料项目....7（67）

理文造纸投资 320 亿元项目签约........................................12（67）

耒阳蔡伦抄纸 50 万 t/a 生活用纸项目开工建设 ...............7（67）

多家纸厂与宝索企业集团签订宝拓纸机 ..........................12（67）

江门市与新加坡金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7（67）

江西五星纸业二期 30 万 t/a 项目开机 ..............................12（67）

仙鹤股份拟 12 亿元投建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8（47）

霸州市华通纸业 15 万 t/a 瓦楞原纸项目投产 .................12（67）

东莞玖龙和福建联盛箱纸板机投产 合计增加产能

贵州鹏昇纸业 60 万 t/a 包装纸项目 PM1 投产 ...............12（67）

120 万 t/a .................................................................................8（50）

国内多台卫生纸机投产 .........................................................12（67）

2020 年第十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 .......................8（66）
德州胜港纸业与宝索企业集团签订年产 10 万 t

环球纸业速览

高档生活用纸后加工项目 ..................................................8（66）

ACE 宣布 2018 年欧盟饮料纸盒回收率升至 49%.............1（85）

江门桥裕纸业 100 万 t/a 包装纸项目签约广西 .................8（66）

芬欧汇川永久关闭芬兰 Rauma 造纸厂 2# 纸机 ................1（85）

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签约 总投资 128 亿元 ...........................8（66）

Smurfit Kappa 与 Mitsubishi HiTec Paper 合作开发

瓶装饮用水迎来国产纸瓶包装..............................................9（43）

新型食品包装 ........................................................................1（85）

新限塑令出台 山鹰纸业备好两款代塑产品.......................9（43）

伊利姆集团布拉茨克挂面纸板产能扩建项目完成 ..........1（85）

2020 年第十一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9（43）
重庆理文 30 万 t/a 包装纸项目将转产生活用纸 ...............9（43）
山鹰国际绿色标杆纸业百亿循环产业基地项目开工 ......9（43）
西安维亚和广西柳林纸业高速生活用纸纸机签约成功..9（43）
晨钟机械成功签约江苏富盛纸业制浆系统........................9（43）
浙江龙游太平纸业 5 万 t/a 特种纸生产线开机出纸 ......11（53）
山西大维纸业年产 20 万 t 瓦楞原纸项目开工 ................11（53）
华泰股份拟建设 70 万 t/a 化学木浆项目 ..........................11（54）
景兴纸业投资 6.87 亿元建设 12 万 t/a 天然抗菌高品质
生活用纸项目 ......................................................................11（54）
仙鹤股份 250 万 t/a 浆纸项目落户广西来宾 ...................11（54）
2020 年第十二批、第十三批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公布...11（54）
抚州市富盛纸业首台包装纸机开机出纸 ..........................11（54）
新亚集团液包纸及 APMP 杨木化机浆两大项目投产 ...11（54）
玖龙纸业 5 条 OCC 浆线顺利开机投产 ............................11（55）
总投资 130 亿元的建晖纸业（广西）林浆纸一体化
项目签约 ...............................................................................11（55）
恒丰纸业年产 2 万 t 食品包装纸二期项目正式投产 .....11（55）
博世科获得多项荣誉 .............................................................11（55）
山鹰纸业吉林“双百万吨”项目开工建设......................11（55）
太阳纸业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 ............................................11（55）
德州胜港纸业与宝索企业集团合作签约 2 台
宝拓卫生纸机 ......................................................................11（55）
保定市维拓造纸机械 3500 型高速拷贝喷浆纸机
成功开机 ...............................................................................11（55）
玖龙纸业（湖北）项目开工 ................................................11（55）
广西嘉盛纸业与福佳大正成功签约 2 台新月型
卫生纸机 ...............................................................................11（55）
金光集团盐城纤维素纤维一体化产业基地奠基 .............11（56）
江西省芦林纸业年产 30 万 t 原纸扩建项目顺利投产 ...11（56）
国内多台白纸板机投产 .........................................................11（56）
恒安集团投资 5 亿元建设湖南生活用纸六期项目.........11（56）

日本王子控股宣布成立合资企业采购进口木片 ...............1（85）
Sappi 完成溶解木浆设施的 Higg 可持续性评估 ...............1（85）
斯道拉恩索联合 CEPI 成员推出 4evergreen
促进纤维包装循环利用 .......................................................1（85）
索诺科将收购医疗包装和医疗器械热成型业务 ...............1（86）
福伊特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Innity 织机揭幕 ...................1（86）
可口可乐将在欧洲多罐包装中使用 KeelClipTM 纸板
包装 ..........................................................................................1（86）
斯道拉恩索公司为纤维成型产品合作开发阻隔涂层 ......1（86）
Ahlstrom-Munksjö 将收购中国装饰纸生产商明联公司 ..1（86）
福伊特集团计划收购 Toscotec S.p.A. ..................................1（86）
福伊特集团计划收购 ELIN Motoren 公司 ..........................1（86）
芬兰制浆造纸工业结束大罢工 两周损失近 6.4 亿欧元 ..2（54）
福伊特以 3.19 亿欧元完成对 BTG 的收购 .........................2（57）
斯道拉恩索创建新的包装材料部 .........................................2（57）
2020 年欧洲对中东和北非的纸包装出口将激增 ..............2（57）
德国 BfR 警告竹制杯子和餐具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2（57）
Södra 公司通过控制授粉提高森林产量 ..............................2（57）
PMP 将为 APP 印度尼西亚工厂提供 4 台新卫生纸机....2（57）
Kamine 公司计划投资 3 亿美元在美国新建
再生纸 /OCC 设施 ................................................................2（57）
2025 年纸张将占据印度一次性塑料市场的 25% ..............2（57）
巴西金鱼浆纸宣布 2020 年投资计划 ...................................2（58）
MetsäTissue 将永久关闭波兰 Krapkowice 工厂的 6# 纸机 ..2（58）
美国一家造纸公司推出含 10% 麦草纤维的系列纸产品 ...2（58）
凯米拉扩大其在美国的漂白化学品生产能力 ...................2（58）
Ahlstrom-Munksjö 收购餐饮行业过滤器加工业务 ..........2（58）
安德里茨将为 Bracell 巴西工厂扩建项目提供制浆设备....2（58）
MetsäBoard 投资 2000 万欧元改造芬兰 Kyro 纸厂
纸机完成部.............................................................................2（58）
MetsäTissue 同意将餐巾纸业务转让给 Mutares 集团 ......2（58）

华章科技与西门子签订 FA 战略合作协议 .......................12（66） 《Paper 360°》2018 年全球造纸排名前 75 位公司中
纸及纸板产量 200 万 t 以上的公司名单 .........................3（29）
浙江金励环保纸业 30 万 t/a 灰纸板项目投产 .................12（67）
2 0 2 0 年 第 1 2 期 《造 纸 信 息 》

77

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Paper 360°》2018 年全球造纸排名前 75 位公司的

国际纸业将其位于巴西的瓦楞包装业务出售给 Klabin ..5（70）

地域分布情况 ........................................................................3（31）

浆纸产品理事会决定取消举办 2020 国际纸浆周 .............5（70）

《Paper 360°》2018 年全球造纸排名前 75 位的公司名单 ...3（60）

Sonoco 公司推出 100% 甘蔗纤维纸碗 .................................5（70）

Cascades 公司新型 100% 可回收纸盘荣获 DUX 大奖 .....4（65）

太阳纸业正式停止美国阿肯色州 18 亿美元的造纸厂

Georgia Pacific 公司投资 1.45 亿美元扩大纸盘纸碗产能 ...4（65）

投资项目 .................................................................................5（70）

Lecta 公司决定热敏纸提价 8% ～ 10% ................................4（65）

新冠病毒疫情给英国废纸回收行业造成巨大困难 ..........5（70）

Graphic Packaging 收购国际纸业在合伙公司中的

Metsä Board 公司揭晓包装设计竞赛获胜作品 ..................5（70）

部分股权 .................................................................................4（65）

Verso 公司宣布高层领导调整 ................................................5（70）

Graphic Packaging 收购 Quad/Graphics 的折叠纸盒厂 ....4（65）

新泽西州立法者推动一次性塑料袋和一次性纸袋禁令..5（70）

SCA 宣布欧洲 NBSK 浆每吨提价 40 美元 ..........................4（65）

安德里茨将为土耳其 MOPAK 纸厂改造纸机 ...................5（71）

UPM 位于法国 Chapelle 的新闻纸厂因未找到买家

Neenah 公司同意以 1.55 亿美元收购 Vectorply 公司 .......5（71）

而即将关闭.............................................................................4（65）

Georgia-Pacific 公司向华盛顿 Camas 纸厂投资

DS Smith 在印第安纳州的新纸盒厂投产............................4（65）

1500 万美元 ............................................................................5（71）

Resolute 在魁北克新建纤维素纤丝生产厂 .........................4（66）

Ahlstrom-Munksjö 出售其美术纸业务 ................................5（71）

王子集团将为日本雀巢 KitKatagn 巧克力提供

福伊特集团成功收购 Toscotec S.p.A. ..................................5（71）

替代塑料的纸包装 ...............................................................4（66）

维美德向土耳其 Hayat Kimya 提供第七条生活用纸

Metsä Tissue 位于德国的卫生纸厂发生火灾 ......................4（66）

生产线 .....................................................................................5（71）

斯道拉恩索将出售其德国的建筑用锯材厂........................4（66）

Ox Industries 宣布提高再生纸板等产品价格 ....................6（68）

Sappi 北美 Somerset 纸厂通过 FSMS 认证 ..........................4（66）

Greif 决定其各种再生纸板产品每吨涨价 50 美元 ...........6（68）

Willamette Falls 公司采用麦草生产本色牛皮纸 ................4（66）

Sonoco 宣布未涂布再生纸板每吨价格上涨 50 美元 .......6（68）

UPM 乌拉圭纸浆厂项目正“全速推进”............................4（66）

Sonoco 拟投资 8300 万美元改进未涂布再生纸板

日本四大纸企前三财季业绩飘红 .........................................4（66）

生产系统 .................................................................................6（68）

芬兰制浆造纸行业罢工结束 ..................................................4（67）

2020 年初中国木浆进口量增加 .............................................6（68）

安德里茨推出新型干法起皱卫生纸机 ................................4（67）

Mondi 在奥地利和南非的非涂布纸纸机暂停生产...........6（68）

Greif 公司将消费包装业务出售给 Graphic Packaging......4（67）

VTT 开发由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类似塑料的包装材料 .....6（68）

SCA 牛皮挂面箱纸板每吨提价 50 欧元 ..............................4（67）

Columbia 纸浆厂因新冠疫情暂停生产 ...............................6（68）

Smurfit Kappa 将投资 3600 万美元扩大在南美的

Domtar 宣布暂时减产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6（69）

纸袋生产 .................................................................................4（67）
Sappi 公司销往欧洲的化学浆涂布纸和非涂布纸涨价 ....4（67）
纤维原料断档造成 Catalyst Paper 的 Crofton 纸厂
临时停产 .................................................................................4（67）
Domtar 公司决定购买 Appvion 公司的 POS 机用纸业务 ..4（67）
Sonoco 公司推出纸质零售吸塑包装 ....................................4（67）
芬欧汇川与德国风电公司签订长期协议 ............................4（67）
Performance BioFilaments 将商业化生产纳米原纤化
纤维素 .....................................................................................4（68）
Sappi 公司就其 Stockstadt 纸厂关闭 2# 纸机事宜开启
协商程序 .................................................................................4（68）

安德里茨将为奥地利 Frohnleiten 纸厂木片磨木浆
生产线提供新型脱水技术 ..................................................6（69）
Mondi 公司改造设备用于生产口罩固定带原料 ...............6（69）
Metsä Fibre 的生物质制品厂进入第二个准备阶段...........6（69）
日本制纸收购 Orora 公司位于大洋洲的纸板和
加工业务 .................................................................................6（69）
BillerudKorsnäs 和 Syntegon Technology 推出新型
包装系统 .................................................................................6（69）
Domtar 公司位于肯塔基州的 Hawesville 造纸厂停产 .....6（69）
Greif 上调纸管、纸芯及防护性包装产品价格 ..................6（69）
Ahlstrom-Munksjö 与法国政府签署 1 亿只口罩材料

安德里茨将为 UPM 位于乌拉圭的新浆厂提供制浆设备 ....4（68）

供应合同 .................................................................................6（69）

DS Smith 预计未来 3 年纸袋纸市场将显著增长...............4（68）

Sonoco 提高其所有纸管和纸芯产品价格 ...........................6（70）

Huhtamaki 公司产品中近 70% 是纤维基产品 ...................4（68）

Graphic Packaging 计划关闭密歇根州的纸厂和

Resolute 公司收购 3 家美国锯木厂 ......................................4（68）

路易斯安那州的纸机 ...........................................................6（70）

印度造纸业面临的挑战 ...........................................................4（68）

Paper Excellence 延长 BC 省 2 家造纸厂的减产期............6（70）

福伊特为景兴纸业提供 2 条全新浆板线 助力其海外

SCA 公司的 NBSK 纸浆价格上调 40 美元 /t ......................6（70）

布局新增长.............................................................................5（46）
维美德同芬林芬宝就 Kemi 生物制品厂关键工艺与
自动化供货事宜签署初步协议..........................................5（46）

78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维美德向太阳纸业北海浆纸厂提供蒸煮及制浆线 ..........6（70）
福伊特集团 2019/20 财年上半年业绩保持稳健态势 .......6（70）
维美德向奥地利 Norske Skog 公司提供成套锅炉设备 ....6（70）

2020 Contents ■

2020年总 目 次

Sonoco-Alcore 公司上调欧洲纸板销售价格.......................7（68）

蒙迪在埃及收购两条纸袋生产线 .........................................9（44）

斯道拉恩索面向可再生包装的 B2B 市场推出新业务 .....7（68）

Arkhbum 计划在俄罗斯西部新建纸袋厂 ...........................9（44）

Sonoco 提高北美地区硬纸容器售价 ....................................7（68）

KaiCell 纤维公司新纸浆和生物质制品厂获得环保许可 ....9（44）

Monadnock 造纸厂与 Spectrum 包装公司合作生产

Sappi Europe 公司 Alfeld 纸厂 PM3 纸机全面恢复运行 ..9（44）

高端零售样品包 ....................................................................7（68）
斯道拉恩索与 Cordenka 合作开发生物质基碳纤维

预计 2026 年热敏印刷市场增长率将超 7% ........................9（44）
2019 年欧洲纸张回收率增至 72% .........................................9（45）

材料 ..........................................................................................7（68）

UPM 永久关闭其法国 Chapelle 新闻纸厂 ..........................9（45）

美国 Eagle 造纸厂推出抗菌纸 ...............................................7（68）

全球海运公司将停止对中国运送废纸 ................................9（45）

安德里茨将为巴西 Klabin 建造生物质气化厂...................7（68）

Clearwater Paper 推出含 30% 再生纤维的纸盒纸板 .........9（45）

Metsä Fibre 与 ABB 签署新生物质制品厂电气系统供货

AkzoNobel 和 Alucha 合作将纸浆厂污泥用作涂料添加剂 ....9（45）

初步协议 .................................................................................7（69）
凯米拉与 UPM 乌拉圭纸浆厂延长漂白化学品

Saica 集团在俄亥俄州新建瓦楞包装厂 .............................11（57）
Sonoco 收购纸容器生产商 Can Packaging ........................11（57）

供应合同 .................................................................................7（69）

Smurfit Kappa 将参加世界上第一个氢能储存项目 ........11（57）

Verso 通过减产来控制库存 ....................................................7（69）

芬欧汇川计划关闭和出售部分造纸厂 ..............................11（57）

ND Paper 向美国各地医疗机构捐赠个人防护用品 .........7（69）

GP Packaging 将为亚马逊制造可回收的纸质快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在 4 个月内暂停出口废纸 ...............7（69）

包装袋 ...................................................................................11（57）

Verso 扩大 OptiLabel 压感标签纸的面纸产能 ...................7（69）

斯道拉恩索将建立生物质基包装泡沫中试车间 .............11（57）

Hamburger 公司将于 2020 年 9 月启动新纸板机 ..............7（69）

Domtar 订购福伊特 BlueLine 再生纸浆制备系统 ...........11（58）

国际纸业承诺捐赠 200 万个瓦楞纸箱用于新冠病毒

Northern Pulp 在 2020 年底前被给予债权人保护 ..........11（58）

疫情救济 .................................................................................7（69）
Cascades 推出新的电子商务定制包装线 ............................7（70）

伊利姆完成新建制浆造纸厂的设备采购 ..........................11（58）
Sappi 旗下 Cloquet 工厂完成溶解浆产品 Higg FEM

Metsä Tissue 为其瑞典工厂扩产申请环境许可证 .............7（70）

自我评估 ...............................................................................11（58）

Canfor Pulp 削减浆纸产量 ......................................................7（70）

Graphic Packaging 以 2.5 亿美元收购国际纸业少数股权...11（58）

Mondi 公司将在德国生产熔喷非织造布和外科口罩 ......7（70）

Acorn Pulp 集团在美国西海岸投建纸浆模塑包装厂 .....11（58）

斯道拉恩索推出新的数字解决方案提供远程客户服务..7（70）

喜力英国推出多包装罐用“Green Grip”纸板卡环 ......11（58）

#

Sappi 德国 Alfeld 工厂 3 纸机 7 月下旬恢复生产 ............7（70）

Cascades 推出 100% 可回收热成型食品纸托盘...............11（58）

维美德近期部分销售订单 ......................................................7（70）

BillerudKorsnäs 推出可回收纸基流水包装 .......................11（58）

安德里茨将为越南雄江造纸厂提供新卫生纸机 ...............8（67）

斯道拉恩索生产不含塑料和 PFAS 的纸浆模塑产品 .....11（59）

Metsä Fibre 公司的浆板 RFID 跟踪系统将提高跟踪能力 ..8（67）

Oji Fibre Solutions 新瓦楞包装厂破土动工.......................11（59）

Mohawk 与 UPM Raflatac 合作开发可持续压敏标签 .......8（67）

OX Industries 重启 White Pigeon 纸厂 ...............................11（59）

Solenis 公司将扩大热敏纸用新一代显色剂生产 ..............8（67）

Sappi 纸板生产线通过 HP Indigo 印刷认证 .....................11（59）

Verso 旗下的 2 家美国纸厂将被闲置 ...................................8（67）

斯道拉恩索计划关闭一台新闻纸机 ...................................11（59）

Södra 计划提高位于瑞典的纸浆厂产能 ..............................8（67）

Domtar 通过改造旗下纸厂进入纸板市场 ........................11（59）

Ahlstrom-Munksjö 推出新的零食包装纸 ............................8（67）

Georgia-Pacific 旗下两家再生纸厂开始回收聚乙烯

Sonoco 北美分公司将提供纸芯管废料回收订购服务 .....8（68）

涂布纸杯 ...............................................................................11（59）

Paper Excellence 位于加拿大 BC 省的 NBSK 纸浆厂减产 ...8（68）

斯道拉恩索投资开发纸板阻隔解决方案 ..........................11（59）

Twin Rivers 公司推出新一代无氟包装纸 ............................8（68）

Kruger 将永久关闭 Brompton 纸厂浆纸生产...................11（59）

Veritiv 公司推出用瓦楞材料制成的隔板 ............................8（68）

安德里茨将向广东恒安提供 4 台卫生纸机 ......................11（59）

Ahlstrom-Munksjö 推出储能用纤维基解决方案新平台 ..8（68）

Domsjö Fabriker AB 溶解浆价格上调 50 美元/t .............11（60）

Norske Skog 拟将新闻纸机改造成纸板机 ...........................8（68）

SCA 公司的部分纸浆价格上调 40 美元/t ........................11（60）

安德里茨将为太阳纸业北海新工厂提供制浆工艺设备..8（68）

Mayr-Melnhof Karton 将停止 Hirschwang 纸厂的

Fortum 和 Metsä Group 联合开发新产品 ............................8（68）
Metsä 集团的 Kemi 生物质制品厂项目将于 2020 年 8 月

纸板生产 ...............................................................................11（60）
Metsä Board 在芬兰设立“卓越中心”...............................11（60）

开始设计 .................................................................................8（69）

Sappi 旗下浆纸厂锅炉改用可再生燃料 ............................11（60）

Sappi 公司将重组缅因州 Westbrook 工厂 ...........................9（44）

Södra Cell 上调欧洲 NBSK 纸浆售价 .................................11（60）

Ilim 集团在布拉茨克浆纸厂新建的木材加工车间投产 ..9（44）

金佰利将收购 Softex Indonesia ...........................................11（60）

Cascades 计划关闭安大略省纸板包装厂 ............................9（44）

Oji 将在马来西亚新建瓦楞纸箱厂 .....................................11（60）
2 0 2 0 年 第 1 2 期 《造 纸 信 息 》

79

2020年总目次

■ 2020 Contents

Mondi 完成瓦楞纸箱厂新设备的安装...............................11（60）

2019 年 8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1（88）

维美德向广东山鹰纸业提供箱纸板生产线......................11（60）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19 年 12 月）...........................1（89）

Kymi 纸厂启动新印刷纸分切生产线 .................................12（68）

2019 年 10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2（61）

ND Paper 将在 Rumford 纸厂生产包装纸.........................12（68）

2019 年 11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2（62）

福伊特为 Domtar 转产箱纸板提供设备............................12（68）

2019 年 9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2（63）

SCA 宣布上调本色牛皮挂面纸板价格 ..............................12（68）

2019 年 10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2（64）

LignoTech South Africa 将被关闭 ........................................12（68）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1 月）
..............................2（65）

Greif 上调所有纸管、瓦楞原纸和保护性包装产品价格...12（68）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2 月）
..............................3（62）

Verso 的 BHK 纸浆价格上调 30 美元 /t .............................12（68）

2019 年 11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4（74）

Verso 暂停为 Rapids 纸厂寻找买家 ....................................12（68）

2019 年 12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4（75）
2020 年 1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4（76）

全球视角
欧洲议会批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新法律 ..........2（59）

2019 年 12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4（77）

造纸让森林永存 ........................................................................2（59）

2020 年 2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4（79）

消费者仍然认为包装的回收利用是有价值的 ...................2（60）
加拿大政府投资创新的和环保的产品及工艺来支持
林业部门 .................................................................................2（60）
斯道拉恩索分析 Oulu 纸厂 7# 纸机的改造背景及
改造后产品的应用 ...............................................................4（69）
PaperAge 公布 2019 年该网站最受欢迎的造纸业
新闻报道 .................................................................................4（70）
纸质书比电子书更受欢迎的 5 个原因 ................................4（72）
全球大趋势正在推动纸浆和纸张需求 ................................4（72）
全球超过 440 家公司取消了“走向绿色，走向无纸化”
的误导性信息 ........................................................................4（73）
2020 年全球林产工业十大预测 .............................................5（72）
变化的趋势明确了特种纸行业的未来 ................................5（74）
专家称纤维回收仍是被忽视的问题 .....................................7（71）
PTT 预测：世界经济放缓将导致芬兰纸张产量下降 .......7（72）
造纸和林产工业对循环经济的贡献 .....................................7（73）
CEPI 发布第一版欧洲最佳包装设计的可回收性指南 ....7（73）
2019 年欧洲纸和纸板产量下降 商品浆产量增加 .............8（69）
瓦楞纸板和卡纸板——两种包装材料的差异 ...................8（70）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员用床将使用纸板床架 ..........8（71）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美国生活用纸产量创纪录 ...................9（45）

2020 年 1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4（78）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3 月）
..............................4（80）
2020 年 2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5（76）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4 月）
..............................5（77）
2020 年 3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6（71）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5 月）
..............................6（72）
2020 年 4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7（74）
2020 年 5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7（75）
2020 年 3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7（76）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6 月）
..............................7（77）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7 月）
..............................8（72）
2020 年 6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9（48）
2020 年 7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9（49）
2020 年 4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9（50）
2020 年 5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9（51）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8 月）
..............................9（52）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9 月）
......................... 10（140）
2020 年 6 月全球废纸统计报告 ...........................................11（67）
2020 年 8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11（68）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10 月）.........................11（69）
近期国内市场纸张价格（2020 年 11 月）.........................12（69）

调查显示：六成欧洲人愿意为环保包装支付更多费用 ...9（46）

征订启事
中国造纸年鉴》征订启事
.........................................11（21）
《2020
年度调查报告 ........................................................................9（47）
印度致力于减少造纸能源和水消耗，市场快速增长 ......9（47） 欢迎订阅中国造纸杂志社 2021 年期刊.............................11（64）
美国林纸协会发布 2019 年纸、纸板和纸浆产能

2019—2020 年一季度全球木浆纤维成本下降 .................11（61） 《造纸信息》2021 年征订启事 .............................................11（64）
2020 年一季度全球森林产业回顾 ......................................11（62） 《中国造纸学报》2021 年征订启事 ....................................11（65）
美国 2019 年废纸回收率高达 66.2% ..................................11（63） 《Paper and Biomaterials》2021 年征订启事 ......................11（65）
《中国造纸》2021 年征订启事 .............................................11（66）
纸和包装委员会推出虚拟销售渠道工具包
为造纸行业和客户提供货源 ............................................11（63） 《纸和造纸》2021 年征订启事 .............................................11（66）

市场动态
2019 年 9 月全球化学商品浆统计报告 ................................1（87）

80

造

信息

No .1 2 2 0 2 0

Contents of English
Focus on China’s Paper Industry .............................................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