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万元/人提高至26万元/人以上。

要实现上述目标，《规划》设置了“十三五”期间9

项主要任务、6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9项主要任务包括：一是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

是引导企业创新驱动；三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四是促进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五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六是持续深入推进产业转移；七是引导绿色低碳发展；八

是培育发展大型骨干企业；九是扶持发展小微企业。

6个保障措施包括：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和改进政府

服务；二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加大财税支持力

度；四是拓展投融资渠道；五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六是

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服务作用。

3  区域布局“一核三群”，设湛江、东莞、江门为
造纸产业三大基地

在区域布局导向方面，在现有传统产业布局的基础

上，产业区域发展导向提出构建“一核三群”的产业格

局，即以广州、佛山、中山、东莞、江门为重点，打造优势

传统产业核心区，形成“特色发展、错位发展、融合发

展”的优势传统工业空间布局架构。按照传统产业既有

的价值链分工原理，科学选择园区发展的主导产业。

广东发布“十三五”规划，促进纸业转型升级
⊙ 通讯员  于龙国

作为优势传统产业的造纸工业，在该《规划》中多

次提及。本文仅摘录与造纸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

并加以分析。

1  “十二五”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
《规划》肯定了广东省造纸工业“十二五”期间取

得的成绩。“十二五”期间，广东全省共淘汰落后造纸产

能176.14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广东省的淘汰落

后产能任务。优势传统产业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耗，

着力推广电机、注塑机节能改造，累计完成电机能效提升

1208万千瓦，约可实现年节电量60亿千瓦时。传统产业能

耗降低为全省作出积极贡献，2015年全省单位G D P能耗

下降5.71%，“十二五”累计下降20.98%，超额完成国家

“十二五”下达的GDP能耗下降18%的目标，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下降10.47%。

2  “十三五”目标明确 

《规划》提出2020年轻工造纸产业的具体目标：

总产值年均增长8%；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1.6%，省级以上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

实验室等）达到30家；全员劳动生产率由“十二五”期末的

谋划“十三五” 之七纸业“十三五”规划研究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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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广东省工业优势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夯实优势传统产业

发展基础，提升产业竞争力，塑造广东传统产业增长新优势，广东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6年12月制定发布了《广东省工业优势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

了“十三五”时期广东省优势传统产业发展的指导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

务、区域和产业布局、保障措施和实施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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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展废水处理系统的最优控制技术、造纸废水厌

氧产沼气发电及集成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废纸清洁制浆造

纸技术、废纸制浆造纸废水和污泥高效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技术。推广应用高效黑液提取、碱回收和废液资源化利

用等非木材植物纤维清洁制浆技术。

另外，《规划》多次强调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强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优势传统产业的两化融合和

低碳发展。推进“互联网+”行动，培育发展新空间，促

进优势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构

建新型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模式，促进技术产品创

新和经营管理优化，提升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推

动优势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全

面对接，积极发展面向制造环节的分享经济，打破企业

界限，共享技术、设备和服务，提升中小企业快速响应

和柔性高效的供给能力。深入推进粤港清洁生产伙伴

计划、启动“百园”循环化改造行动，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有关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格环保准入制度，严格控

制新上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项目。鼓励优势传统产

业应用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环保

与资源再利用等共性技术，积极开展废水、废气、固体

废弃物等资源综合利用。

图１　构建“一核三群”的产业格局

对于轻工造纸产业的布局：重点建设湛江制浆造纸

基地、东莞纸品基地、江门银洲湖纸业基地三大基地以

及六类重点产品区，即包装纸板区、新闻纸区、生活用纸

区、文化用纸区、纸浆区和纸制品区。

4  造纸产业重点发展领域
《规划》明确了造纸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

(1）发展高档办公用纸、文化用纸、生活用纸、包装纸

和纸板以及特种用纸等纸品。

(2）推广应用废纸清洁制浆造纸、废纸制浆造纸废水

和污泥高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推广应用高效黑液

提取、碱回收和废液资源化利用等非木材植物纤维清洁

制浆技术。

(3）推广应用造纸过程能量评估技术，发展高效节能

打浆、压榨和干燥技术与装备；发展和推广基于造纸产业

的生物质精炼技术；升级改造印刷包装行业中材料、产品

检测设备。

(4）应用激光全息、条码、电子标签（电子监管码）等

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数字印刷技术和柔性版印刷技术；

推广应用设计、装潢和彩色印刷一体化的生产技术、印前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印后新技术。

特稿FEATURE

17
Jan ., 2017  Vol.38, No.1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第38卷第1期(总第401期) 2017年1月·上半月刊  Jan.,2017 Vol.38,No.1

英文摘要

China Pulp & Paper Industry 

1979年创刊  半月刊

Start Publication:1979  Semimonthly   

P16  Guangdong province has issued the 13th five years plan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and upgrade of paper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and upgrade of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aper indust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recently, Economic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issued the “Guangdong Province’s traditional dominating industries transition and upgrade 
plan”. The Plan has made clear of the guiding thinking, development goal, primary missions, and the related 
measures, and so on. 
Paper industry, as the traditional dominating industry, was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the Plan. In this article, 
the related rules mentioned in the plan was analyzed. 

P44 Nano cellulose industry steps forward —An exclusively interview 
with Dr. Zha Ruitao fro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h China Pulp and Paper Technology Forum held by CPPI, Dr. Zha Ruitao was exclusively 
interviewed by CPPI. Dr. Zha Ruitao, as the One of the earliest scholar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nano 
cellulose in China, has studied in the nano cellulose for a while. In the interview, Dr. Zha Ruitao talked ab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ano cellulose industry and his view on the prospect of nano cellulose industry.

P48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safety production in winter of paper mi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ages, China 
paper industry has got great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safety production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troublesome 
problems that must be coped with . 
Especially in winter, the unfavourable 
weather, like cold, brings lots of challenges 
to the safety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lated methods and rules of safety 
product ion in winter of paper mil ls 
were introduced, which will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 inj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