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春雨/摄 本版制图：彭春霞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

A3

主编：李雪峰 编辑：唐国亮 2018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五

Tel:

(0755)83514069

太阳纸业

从村办小厂到中国500强 太阳纸业产能实现万倍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崔晓丽

中国造纸行业的领军企业太阳纸

业（

002078

），位于孔孟之乡山东省济

宁市，公司以生产高档纸著称，年浆纸

产能

600

万吨，

2006

年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连续

7

年入围中国企

业

500

强， 并入围世界造纸前

40

强。

世界权威调研机构

RISI

的调研数据

显示，太阳纸业是全球增速第三，中国

增速最快的造纸企业。

太阳纸业是资本市场公认的好公

司。“大家对它的评价是一致的，是一个

靠谱的公司。 公司产品结构比较合理，

在原料方面提前布局，对冲了当下的风

险，管理团队也非常务实，是中国造纸

行业里最有潜力的公司。 ”申万宏源证

券轻工行业分析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造纸行业协会方面对太阳纸业的

评价也非常高。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

秘书长张慎金介绍，“这个公司虽然规

模不是国内第一，但包括发展战略、技

术创新、产品结构、盈利能力、人才引

进与培养、 企业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水

平在行业内是第一。 ”

偏居鲁西南一隅， 太阳纸业是如

何从一个没有技术的村办小厂， 成长

为世界造纸前

40

强的？又是如何成为

业内综合水平最强的公司的？近日，证

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系列报道采访团走进太阳纸业， 与公

司董事长李洪信进行深入交流， 找寻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我们没有什么大欲望，只是不停

地补短板，哪里有短板哪里就补上去，

持续不断地改善、提升。 ”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李洪信给出的答案， 听上去

非常简单， 但却透着中国古代哲学的

智慧，“我们太阳不能是那种打摆子似

的发展，我们要用太极拳，连绵不断地

发力，永不懈怠。 ”

诚实守信

打造持续发展平台

1982

年，太阳纸业从一个村办小

作坊起步，“当时哪有什么资本， 我们

就是凭借当地的资源和我们的一腔热

情。山东杨树多啊，靠

3

万块钱贷款起

家，从废铁堆里捡来废铁焊上架子，再

买来配件， 自己造出一个纸机开始生

产。 ”李洪信介绍，当时公司只有不到

20

个人，年产量只有

500

吨。 而今，公

司浆纸年产能接近

600

万吨， 实现了

1

万倍的增长。

2017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8.94

亿元，同比增长

30.71%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24

亿

元，同比增长

91.55%

；公司的资产总

额为

260.56

亿元， 比期初增加

58.62

亿元，增长

29.03%

。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连续多年位居

同行业前列。

成立

36

年来，公司还通过创新取

得了多个第一，如：全球首创溶解浆连

续蒸煮技术， 目前公司是全国最大的

溶解浆生产商； 成功从水解液中提取

出木糖、木糖醇，填补了世界空白，被

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成

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张可以吃的 “无

添加”生活用纸；白泥资源化利用项目

被列为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等等。

其实， 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公司的

成绩，有些流于表面。成立

36

年来，太

阳纸业最大的成绩是用“诚”与“信”打

造了一个与员工、股东、客户共同发展

的平台。正是有了这个平台，才有了太

阳纸业今天的成绩， 同时也拥有了持

续发展的原动力。

“在二级市场上，不管是买太阳纸

业股票的，还是买他家债券的，都赚到

了钱。 ”上述行业分析师说，太阳纸业

的管理团队非常务实， 给市场的预期

都能兑现，有时候还能超额完成，是一

个真正干事儿的团队。

员工在这个平台之上， 也获得了

极大的发展。 张慎金介绍，“太阳纸业

在人才使用方面采取的是外聘和自己

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管理团队的整体

水平非常高，专业技术、管理团队中，

职业经理人的比例比较高， 职业化程

度也非常高， 这是造纸行业里其他企

业所达不到的， 因为造纸行业很多都

是家族化的企业。 它已经由家族企业

管理模式转变为规范化的职业经理人

管理模式。 ”

太阳纸业的员工离职率非常低，

“安居，才能乐业。 公司已经基本解决

了员工住房问题。 他们把父母从农村

老家接过来， 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

调，一家人其乐融融，工作起来就很安

心。”李洪信介绍，公司地处孔孟之乡，

做人做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种“做人忠厚，做事儿勤奋、踏

实”的方法，被太阳纸业上升为公司的

企业文化。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前拿

到了一本公司的企业文化手册， 叫做

《太阳之信》。 其中，企业行为准则“太

阳十二条”的第一条即为：诚实守信。

技术创新

熨平行业周期

根据近年来的公司年报，

2013

年

-2017

年， 公司分别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

亿、

4.69

亿、

6.67

亿、

10.57

亿、

20.24

亿，同比分

别增长

61.4%

、

64.71%

、

42.2%

、

58.52%

、

91.55%

，年平均增幅近

64%

。

在需求萎缩、限制“三公”消费的

背景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波动幅

度非常大， 而太阳纸业却能平稳高速

发展。

“就是靠创新。 ”李洪信说，要想熨

平行业周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打造

高性价比的、差异化的产品，以及合理

的产品结构。 太阳纸业自成立以来，始

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进行自主研发和

技术创新，用最新、最前沿的创新成果

引领企业始终走在行业前列。 多年来，

公司研发经费始终保持在销售收入的

3%

以上。

“我们的研发体系分为两层。”李洪信

介绍，除了开发具有颠覆性的世界首创技

术及产品外，公司还重点加强供给侧领域

的实用技术创新，使公司产品能够更加贴

近市场、更能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

更大价值。 “其实有些产品的功能是过剩

的，比如以前生产扑克牌纸，要求是耐折

2000

多次， 其实

1000

次就足够了，

2000

次是浪费。 我们跟客户进行多次沟通，大

家取得共识之后， 工艺和原料配比一改，

成本大幅下降，双方都有好处。 ”

李洪信说， 太阳纸业像这样的工艺

创新不胜枚举， 都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

评，如：新开发的数码印刷纸、热升华转

印纸、本白双胶纸、电子包装纸、玻璃衬

纸、环保斑纹纸、吸水衬纸，等等。 其中，

“华夏太阳”品牌轻型纸，成功被选定为

这次中共十九大会议的文件专用纸；幸

福阳光生活用纸，被“复兴号”高铁确定

为专用纸巾。

同时， 公司围绕造纸产业链进行了

多元化布局，顺应市场调整产品矩阵，太

阳纸业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产业用纸、

生物质新材料、快速消费品三大部分，主

要产品包括铜版纸、非涂文化用纸、箱板

纸、溶解浆等，公司主要产品的配置日趋

合理。

通过在产品结构调整、 原材料结构

调整及在生产工艺等方面不断改善创

新，不断向市场推出高性价比的产品，降

低生产成本， 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 从而保障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稳

步提升。

近年来， 太阳纸业重点推进了两大

差异化的项目。 一个是 “

20

万吨特种

纸”，生产克重较高的特种纸，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

13

亿元。该项目已于今年

3

月

6

日一次性试车成功；另一个是“

80

万吨

高档箱板纸项目”，生产具备克重低强度

高、防水透气、耐冻抗压等一些新功能的

箱板纸，可以完全替代进口，今年

7

月份

这个项目已经有一条纸机投产运行，另

外一条纸机也将于

8

月底前试产。 项目

投产后可新增销售收入

29

亿元，利润总

额

3

亿元。通过这些项目，公司产品结构

将更加优化，更具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通过“四三三”战略实

现产业链上产品的多元化、 差异化和价

值最大化， 即： 在企业未来的利润构成

中，造纸、生物质新材料和快消品分别占

比

40%

、

30%

和

30%

， 形成相互支撑、齐

头并进的产业新格局。

走出去 解决原料问题

“中国造纸行业最大的瓶颈就是原

料问题。”李洪信说，中国人多地少，没有

那么多闲置土地种树。 要确保公司实现

规模的扩张和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走出

去”，只有走出去才能打破环保总量限制

和原材料制约的天花板。

张慎金也表示， 原料对于企业的发

展非常重要， 造纸企业如果能够开辟国

外的原料市场， 将会拥有极大的发展空

间。“太阳纸业在老挝拥有自己的原料基

地， 目前是中国造纸行业里面第一家成

功在国外建厂生产纸浆的企业。 ”

太阳纸业早在

2006

年即开始在国

内外同时布局原料生产基地。 当时木浆

价格节节攀升，为了稳定原料来源、降低

原材料成本， 公司开始投入自制木浆厂

的建设。在国内，公司积极利用国家优惠

政策，投资建设了“年产

10

万吨化学机

械浆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

APMP

浆

生产线”等项目；在国外，启动老挝“林浆

纸一体化”项目，设立全资子公司太阳纸

业控股老挝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海外原

料基地， 国内外积极布局使企业自制浆

产能扩大。据悉，老挝“

30

万吨阔叶木浆

项目”已经于

2018

年

6

月底试产成功。

随着近年来国内环保政策趋严，以

及外废进口政策收紧， 太阳纸业在原料

方面的布局步伐进一步加大。

7

月

17

日

晚间，公司发布公告，计划出资

6.37

亿

美元增加老挝太阳的投资额， 用于建设

年产

40

万吨再生纤维浆板生产线和

2

条年产

40

万吨高档包装纸生产线，并建

设热电厂、废纸回收纸棚、供水厂改建、

废水预处理、道路、堆场等配套工程。 该

项目主要以进口美国废纸和欧洲废纸为

原料，预计项目可实现年收入

6.42

亿美

元，年净利润

8420.70

万美元。

同时，公司还计划在美国实施

70

万

吨生物质精炼项目。 太阳生物材料 （美

国） 公司现已在美国特拉华州办理完成

注册手续，并取得了注册证明文件，在美

国阿肯色州获得经营许可， 并取得了经

营许可证书。

环保成为核心竞争优势

李洪信介绍，太阳纸业有“三大生命

工程”，环保即位列其一，其他两个分别

为：质量、安全，“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

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生命工程在干， 三条

哪一条不行了，我们公司就没有了。 ”

早在

2000

年初，太阳纸业就启动了

“环保工程”。

随着资金的加大投入， 公司的环保

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2007

年，公司的深度

污水处理工程实现废水封闭循环和综合

利用；

2009

年，水处理工艺完善，化机浆

废水实现了零排放，年节约运行成本

870

余万元，同时完善了固废处理模式；

2010

年， 投资建设造纸固废综合利用及余热

发电项目和废水治理节能减排及资源化

工程项目……

截至去年底，公司累计投入

56

亿元

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污水处理标准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大气超低排放改造顺利

完成，固废基本实现资源化再利用。 公司

成为首批获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之一，

排污许可证实物入选国家 “砥砺奋进的

五年” 大型成就展， 白泥资源化利用项

目， 被列为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 目

前， 公司各项指标都已达到或优于国家

标准。 “目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环保

是经得起检验的。 ”李洪信说。

公司方面计划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治理。 在大气方面，对厂区现有烟筒进行

整合治理，减少

50%

排污点，力争通过

1

至

2

年的时间，达到所有烟筒不冒白气；

在水方面，通过

3

至

5

年的时间，基本实

现全部废水“零排放”，减少地下水开采。

广发证券轻工行业分析师赵中平将

太阳纸业的环保与技术创新、 成本控制

共同列为公司的三大核心优势。 他认为

环保优势已经成为太阳纸业的核心竞争

优势之一， 公司在环保治理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长时间的投入，在废水处理、固

废处理、大气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实现

全面布局，构筑了公司环保优势壁垒，这

将助力企业的长期发展。

其实， 太阳纸业在生态环境治理方

面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他们在 《太阳之

信》中写到：我们要用最具创新性的技术

实现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 实现工业与

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未来的太阳纸业

将成为生态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和领导

者，成为绿色济宁、绿色山东、绿色中国

的一张亮丽名片。

林浆纸一体化

赋予公司成长空间

周海晨

太阳纸业秉承“企业发展，环保先

行” 的发展理念， 在环保方面持续投

入。

2017

年

6

月，公司成为首批获得

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之一。目前，公司各

类环保指标都已达到并优于国家标

准，并实现固废

90%

以上的回收再利

用。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趋严和固废进

口的管理力度加大， 将逐步实现落后

产能的淘汰， 公司作为环保治理的标

杆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将因此受益。

2012

年公司提出“四三三”发展战

略，即构造造纸产品占

40%

、生物质新

材料（溶解浆、绒毛浆、木糖等）占

30%

、

快速消费品（生活用纸、纸尿裤、卫生巾

等）占

30%

的“四三三”利润格局。

公司的“走出去”战略走在行业前

列，通过在老挝十年的深耕，打造林浆

纸一体化体系，提升了对原材料的掌控

力度。 公司预计年产

30

万吨化学浆项

目及其配套项目将在

2018

年实施完

毕，将显著提高公司在老挝的木浆的年

生产能力，提高公司的木浆自给率。

我们看好公司未来的成长， 一是

环保政策趋严倒逼中小产能退出市

场， 行业集中度将提升， 龙头企业受

益；二是公司的“走出去”战略目前已

经见到成效， 随着老挝林浆纸一体化

项目的投产，木浆自给率提高，将增强

公司对未来发展的掌控力度同时赋予

公司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是公司的

“四三三”战略将丰富公司产品和收入

来源，提高公司收入弹性。

（作者单位：申万宏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