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省 造 纸 行 业 协 会

四 川 省 造 纸 学 会
川纸协（2019）文字 04号

★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四川省造纸学会秘书处 2018年工作

总结

各会员单位、常务理事：

2018 年在供给侧改革驱动下，造纸行业去产能效果明显，供需格局进一步

改善，造纸行业由于部分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产业。在此环

境下，四川省造纸行业继续以企业转型升级，调整产品结构，节能减排，淘汰落

后产能，清洁生产，造纸行业供给侧改革为主要任务；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四

川省造纸学会在省经信厅的指导下，省民政厅的监督下，紧紧依靠各会员单位的

大力支持与配合，为我省造纸行业稳定健康发展，开展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推进“本色竹浆”、“竹浆生活用纸”标准拟订

1.2018 年 1～2月，《本色竹浆》标准起草小组收集了四川省内 8家企业

的本色竹浆样品，四川省造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 4～6月进行了 8家企业

的本色竹浆产品各项性能指标的测试，8月形成《本色竹浆》地方标准征求意见

稿，发送给相关的标准起草单位和样品提供企业征求意见，形成《本色竹浆》地

方标准编制讨论稿，9月 28日在乐山召开了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初审

会，对标准进行了审议和完善，经 10月召开的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会长

工作会上全票通过形成了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报批稿，11月省纸协向

省经信厅、省质监局报送了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报批稿，由质监局组织

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网上公示，省质监局审核批准后，由省纸协组织企业实施。

2.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会长工作会和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上同意推荐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四川省造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省造纸学会、中

国轻工业成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四川永丰



纸业集团——沐川禾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什邡

市望风青苹果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石化雅诗

纸业有限公司、成都环龙工业用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蜀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圆周实业有限公司以上单位作为《竹浆生活用纸团体标准》编制的起草单位。

二、建立“四川省造纸行业信息库”

根据省纸协 2018 年重点工作计划，为有效掌握行业运行态势，利用四川省

造纸行业网建立会员企业基本信息库，以不泄露会员企业核心商业和技术机密为

原则，收集每个年度的产能、装备、产品、人数等规模和能力指标以及每个季度

的产销运行数据。信息库于 6月底前完成了系统构建，2018 年 10月 28日省

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会长工作会和省纸协第六届 省造纸学会第九届第四次

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四川省造纸企业信息平台管理规则》，2018 年 12月上

传四川省造纸企业信息平台有关参数，在 2019 年 1月 20日前完成全省造纸企

业第四季度信息入库工作。

三、竹浆、竹浆生活用纸宣传推广及“竹浆纸”集体商标的使用管理

1.为筹备中国纸浆高层峰会并加大竹浆纸的宣传力度，2018 年 3月 1日，

由省经信厅组织在省经信厅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四川竹浆产业宣传座谈会，省经信

厅教育培训处、轻纺处、省纸协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会议。研究讨论会议前期、

会中和会后四川竹浆纸的宣传方案。

2.2018 年 3月 8日，在中国造纸协会召开的 2018 中国纸浆高层峰会上，

由省经信厅的组织协调下，省纸协召开了四川竹产业及竹浆纸推广宣传新闻采访

会，来自国内、省内电视台、报刊、网络主流新闻媒体和国内专业媒体等 30多

位记者参加了此次采访报道，吴和均会长、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明峰、周祥、

周骏副会长接受各媒体采访报道；我会在中国纸浆高层峰会上作了大量的巨幅平

面广告、易拉宝广告和熊猫真人秀广告宣传四川竹浆、竹浆生活用纸。

3.2018 年 4月 17-20 日，组织我省生活用纸行业生产、加工企业参加由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委会在南京召开的2018年南京生活用纸年会暨25届

国际生活用纸和妇婴童、老人卫生护理用品展会，在展会上我会投入了大量的巨

幅平面广告、视频广告和易拉宝广告，并采取熊猫真人秀大力宣传四川竹浆生活

用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会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受中纸协生活用纸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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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作为中国生活用纸行业 2018 年年会暨中国生活用纸国际研讨会嘉宾，于

2018 年 4月 17 日参加了“白色纸、本色纸携手共促生活用纸行业可持续发展

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四川竹浆、竹浆纸发展规划”的演讲，会上与代表们进行

深入的研讨。

4.2018 年 6月 15日至 17日，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王仕兵秘书

长参加了中

国生活用纸网在西安举办的 2018 生活用纸展览会，与会期间我会投入大型巨幅

平面广告和介绍宣传了四川竹浆生活用纸生产与加工情况，我省有生活用纸加工

5家企业参加展出，我省相关企业近百人参观了展会。

5.2018 年 6月 25日至 30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与中国纸业网大型电

视文化纪录片《纸世界》摄制组走进四川，在永丰纸业集团、宜宾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公司、夹江县手工纸博物馆及四川手工国画纸厂、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对四川竹子制浆、造纸、竹浆手工国画纸、竹浆生活

用纸加工企业进行采访拍摄。与此同时，协会联手四川新闻网、四川经济日报、

今日头条三大主流媒体对本次参与企业进行了采访报道。

6.2018 年 6月 30日，协会积极参与 2018 国际(眉山)竹产业交易博览会相

关活动，并在主馆重要位置安置巨幅平面广告，组织熊猫真人秀展示大力宣传四

川竹浆生活用纸，同时联手四川电视台、四川新闻网、四川经济日报、今日头条

等主流媒体在会期间对四川竹浆纸进行大量宣传报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7.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上一致通过了《四川省造纸行业协

会“竹浆纸”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第一批竹浆纸商标使用证交由省纸协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和副会长单位使用，后面将陆续对符合规定的会员单位发放竹浆

纸商标使用证。

四、积极参加国家、兄弟省、市、区行业盛会及省内相关会议

2018 年 3月 8日中国造纸协会竹浆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吴和均理事

长、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部分会员企业参加了中国中国造纸协会主办的

“2018 中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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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高层峰会”，同时在四川省经信厅的组织协调下，省纸协召开了四川竹产业及

竹浆纸推广

宣传新闻采访会。

2018 年 4月至 12月分别参加了由中国造纸协会、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河南省造纸工业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福建省纸业协会、广西造纸行业协

会召开的造纸协会年会、

技术交流会、研讨会、制浆造纸装备技术、纸张、生活用纸展览会等会议。

2018 年 5月 30日至 31日，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参加了中国造纸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理事（扩大）会议，同时受中国造纸协

会邀请参加了在辽宁省鞍山市举办的“2018 中国纸业高层峰会”。

2018 年 8月 29-30 日，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受邀参加 2018 中国国际

造纸科技展览会并作为开幕式嘉宾参加开幕式，参观了展览会，并参加了 2018

中国国际造纸创新发展论坛。

2018 年 8月至 9月省纸协秘书处分别参加了省民政、省经信厅组织召开的

与造纸行业相关的会议。

五、对我省制浆造纸企业、生活用纸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调研

通过多次调研了解到我省生产特殊用纸、民俗用纸、果袋纸等产品的企业在

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存在疑虑，2018 年 7月 26-27 日，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与广安浩强实业公司负责人到中国造纸协会咨询企业生产特殊用纸、民俗用纸、

果袋纸等产品的产业政策符合性，中国造纸协会回复了咨询函，为进一步淘汰我

省造纸行业落后产能提供相关依据。

2018 年 6月 25日至 30日先后到永丰纸业集团、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犍为凤生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调研，了解

四川省造纸行业 2018 年生产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六、组织召开会议

2018 年 1月 18日在四川永丰纸业集团成都总部召开了省纸协第六届理事

会第四次会

长工作会，总结协会 2017 年工作讨论 2018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计划安排，会议

由吴和均会长主持。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汇报了省纸协秘书处 2017 年的工作



并作省纸协 2018 年重点工作计划报告；到会人员经过研讨决定建立四川省造纸

行业信息平台并把四川竹浆纸的宣

传推广列为 2018 年工作重点。

2018 年 2月 1日召开了省纸协 2018 年重点工作座谈会，会上就四川省造

纸行业信息平台的建立、竹浆纸的宣传推广、协会的咨询服务和收费标准三大方

面进行了讨论研究，研究决定会员单位必须全面、准确、及时地在信息平台上对

企业基本信息以及生产销售经营情

况进行申报，同时要求制定一个竹浆产业宣传推广方法。

2018 年 3月 7日，组织召开了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会长工作会，对第

四次会长工作会部分内容和 2月 1日的会议内容进行讨论落实。

2018 年 3月 7日下午，在成都组织召开了“全省造纸行业工作会暨省纸协、

学会 2017 年年会、省纸协包装纸板分会成立大会”，同时召开了省纸协第六届、

学会第九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第三次理事会，中国造纸协会赵伟理事长、省经

信厅轻纺处黄鹏处长、邓治永调研员以及广东、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浙江、

广西、江西等省份的协会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中国造纸、中华纸业、纸和造纸、

中纸网等专业媒体的相关领导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吴和均会长主持。会上，

吴和均会长作省纸协 2017 年理事会工作报告，崔玉琦监事长作省纸协监事会

2017 年工作报告，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作省纸协 2017 年财务收支情

况报告，同时召开了省纸协包装纸板分会成立大会。

2018 年 3月 30日在成都市组织召开了生活用纸 2017 年年会暨 2018 年

一季度生产经营总结二季度生产销售形势分析会，会议由省纸协副会长兼秘书长

罗福刚主持，省纸协副会长、生活用纸分会会长明峰对四川省生活用纸行业2017

年及 2018 年一季度生产经营进行了总结，同时对 2018 年二季度的生产销售形

势进行了分析，到会企业代表分别发言、积极探讨。

2018 年 5月 10日，在新津县组织召开了全省包装纸板行业行业工作会暨

四川省造纸

行业协会包装纸板分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省经信厅轻纺处邓治永调

研员，省造纸学会理事长、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包装纸板分会名誉会长范谋

斌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由省纸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罗福刚主持。



2018 年 6月 30日，在眉山市青神县 2018 国际（眉山）竹产业交易博览

会期间组织

召开了四川省生活用纸行业 2018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总结下半年生产销售形势

分析会，会议由省纸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罗福刚主持，会上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四川竹浆生活用纸集群发展与展望”的报告，省纸协副会长、生活用纸分会

会长明峰总结了2018年上半年生活用纸行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并分析了2018年

下半年生活用纸行业的生产销售形势，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和探讨。

2018 年 7月 18日，在四川永丰纸业集团成都总部召开了省纸协第六届理

事会第六次会长工作会，会议由吴和均会长主持，会上吴和均会长提议并通过了

范谋斌副会长聘任为常务副会长的议案；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汇报了秘书处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范谋斌常务副会长介绍了四川省造纸行业竹浆产业发

展规划情况；审议通过了《“竹浆纸”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四川省造纸

行业信息平台管理规划》、《四川省造纸行业 2018 年度“十强企业”评选办法》、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2018 年 9月 28日，在乐山市召开了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初审会，

5家标准起草单位的起草人和 8家样品取样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相关

单位负责人共计 21人参与了此次会议。会上，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介绍了四

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的申报实施情况；王华军副主任对《本色竹浆》标准

的编制情况进行了阐述。参会的各位代表针对《本色竹浆》标准的各项内容进行

讨论，结合生产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使本标准更加完善，会后

对本次讨论结果进行了汇总，并将修改后的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送审稿》

发到与会代表邮箱，再次收集意见。定稿后交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会长工

作会审议，交省纸协、省造纸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报省质量监督局审查。

2018 年 10月 18日，在成都绅泰大酒店召开了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七

次会长工作

会，会议由吴和均会长主持，会上对省纸协秘书处 2018 年第三季度工作情况、

《本色竹浆》四川省地方标准送审稿、《竹浆生活用纸团体标准》编制起草单位

推荐名单、《关于对未收缴的会费作呆账处理并对连续两年及以上未缴纳会费的

会员单位作自动退会处理的议案》、《四川省生活用纸行业 2018 年“十强”企

业评选办法》以上 5项报告议案进行了审议，其中提议并一致通过将成都轻工



设计院加入到《竹浆生活用纸团体标准》编制起草单位，其余四项议案全体参会

人员一致通过，会上吴和均会长着重强调要高度重视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在今年

第四季度内建立起来。

2018 年 10月 18日，在成都绅泰大酒店召开了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学

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共计 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分别对

《关于聘请范谋斌为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的议案》、《“竹浆纸”集体

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四川省造纸企业信息平台管理规则》、《四川省造纸行

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四川省地方标准《本色竹浆》送审稿、《关于对连

续 2年及以上未交会费的会员单位作自动退会处理的议案》以上 6项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全体参会代表一致通过。在会上范谋斌常务副会长介绍四川省造

纸行业竹浆产业发展规划情况、省经信厅轻纺处邓治永调研员对四川省造纸行业

发展作出了指示，吴和均会长作了会议总结。

七、秘书处日常事务工作

开创了“今日纸讯”，提升了四川竹浆纸和协会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努力办

好《四川造纸信息》内部刊物，积极组织《四川造纸信息》协办单位，每月二十

日定期编辑、排版印刷、免费寄发给会员单位；及时更新四川省造纸行业网及微

信公众号内容，充分利用《四川造纸信息》，四川省造纸行业网，四川省造纸行

业协会微信公众号转载，刊登党和国家，省级有关部门的政策措施、行业动态、

新技术新设备、会员介绍、节能减排、综合信息等信息内容，利用互联网微信和

微信公众号信息平台，大力宣传四川特色“低碳、生态、绿色、环保、可再生”

竹浆、竹浆生活用纸，增大了信息发布量，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

省造纸行业协会、省造纸学会、省造纸行业协会生活用纸分会、省造纸行业

协会包装纸板分会秘书处努力完成了理事会交办的 2018 年工作任务和团体会

员单位会费的收缴工作，日常事务工作。

八、省造纸学会咨询服务和评审评估

2018 年 7月 19日，范谋斌常务副会长、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受邀参加

遂宁市船山

区政府造纸产业发展座谈会，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介绍了全国及四川省造纸行

业生产经营情况，对遂宁市造纸产业的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划，会上对遂宁市

的水都纸业、明都纸业、远明纸业的产业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将三家



纸厂进行搬迁整合技改扩能达到年产 10万吨半化学竹浆和 10万吨民俗用纸，

保留传统民俗用纸产业。

2018 年 8月 16日，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受邀参加眉山市东坡区及遂宁

市大英县关闭小造纸厂资金补助座谈会，对东坡区关闭的 10家造纸厂的情况以

及关闭企业资金补助情况就行了了解。

2018 年 12月 3日，受四川华侨凤凰纸业公司的邀请，省造纸学会范谋斌

理事长、省

纸协罗福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加了四川华侨凤凰纸业公司技改扩建座谈会，在会

上对其公司

技改扩建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以上总结经省纸协第六届理事会第八次会长工作会审议通过。

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 四川省造纸学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抄报：省经信厅、省民政厅

抄送：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