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2013年造纸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 河北 藁城市宏嘉板纸厂

制浆：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
Φ700纤分机1台，2m2跳筛2台，Φ450双盘磨浆机2台，Φ
380双盘磨浆机1台，1.2m2内流式压力筛2台，园网浓缩机
1台。第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
2m2跳筛1台，Φ450双盘磨浆机3台，1.2m2内流式压力筛2
台，园网浓缩机1台。
纸机：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400mm；4网15缸纸
机，450精浆机3台，复卷机1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
宽：1575mm；4网20缸纸机，450精浆机3台，复卷机1台。

3.6

2 河北 鹿泉市远大工业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
3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3套，纤维分离机2台，浓缩机2
台，旋翼筛3台，浆泵25台，除砂器1台，轻质除砂器
1台，450盘磨6台，离心筛1台，跳筛2台。第2条废纸非脱
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浆泵15台，旋翼筛2
台，纤维分离机1台，跳筛2台，除渣器2套，浓缩机1台，
除砂器1台，380盘磨3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范围
160-350g/m2，幅宽2400mm，圆网6网23缸（缸直径1.5m）
高浓除渣器1台，脱墨机1台，浮选机1台，压力成型器
1台，5m2水力碎浆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2100mm，长网32缸（1.2m直径）纸机、减速机2台，流浆
箱1台。

3.3

3 河北
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
10平方米浓缩机1台、Ф450mm磨浆机2台
第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
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20平方米浓缩机3台
、浆泵10台、推进器8台。
第3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
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米浓缩机1台
、浆泵6台、推进器8台、Ф450mm磨浆机2台。
第4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浆泵4
台、推进器3台、大锥度精浆机2台、Ф450mm磨浆机3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 mm，圆网6网1多缸
（1.5米直径烘缸19个、3米直径大缸1个、2.5米直径大缸
1个）纸机，推进器4台、德国西门子303真空泵2台、罗茨
真空泵1台、涂布机3台、干燥道3台、四辊压光机1台、调
态缸3只、双辊光泽缸1台、冷缸2只、卷曲缸1台、切纸机
3台、天车2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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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4 河北
秦皇岛市抚宁县丰满
板纸有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2.5 
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 2 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
、纤维分离机2台、8平方米浓缩机1台、15平方米浓缩机1
台、浆泵10台、450钢磨5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 mm、圆网、5网10缸
（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8
个）纸机，设计车速 120米/分，罗茨真空泵3 台、卷纸
缸1个、五辊压光机1台、压榨2套、圆网龙直径1.8米5个
。

1.8

5 河北
秦皇岛市前韩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碎浆机1台
、15立方米碎浆机1台、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3台
、离心筛3台、除渣器5台、纤维分离机3台、110千瓦真空
泵2台、20平方米浓缩机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圆网（1.5米直径
烘缸28个缸）纸机。

3.5

6 河北 抚宁县恒宇造纸厂

制浆：第1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22
千瓦真空泵2台、无平方米洗浆机、10平方米浓缩机2台、
无平方米漂洗机。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多网多缸
（3米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圆网、多网多缸（3米直
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

2

7 河北
秦皇岛市兆丰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5台
、脱墨机5台、压力筛6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2套、纤维
分离机2台、10平方米洗浆机6台、8平方米浓缩机2台、震
动筛4台。
第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高能碎浆机4台、
脱墨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套、纤维分
离机1台、10平方米洗浆机2台、8平方米浓缩机1台、2 m2
震动筛2台。
纸机：第1条板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6网16缸
（1.5米直径烘缸16个）纸机，设计车速90米/分，1.2 m2
精浆机1台、1575复卷机1套。
第2条造纸白板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6网16缸（2.5
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14个）纸机，1.2 m2精浆机2
台、1575复卷机1套。
第3条造纸文化纸生产线：幅宽1575mm，长网12.5米、1网
8缸（大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直径1.5米6个），1.2 
m2精浆机2台、1575复卷机1套。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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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8 河北
秦皇岛市凡南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2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606型除渣器5套、高
能除渣器2套、520型纤维分离机1台、8平方米浓缩机1台
、2 平方米震动筛2台、450型双盘磨浆机2台。
    第2条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2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606型除渣器5套、高
能除渣器2套、520型纤维分离机1台、8平方米浓缩机1台
、2 平方米震动筛2台、450型双盘磨浆机2台。
    第3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2.5立方米碎浆机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2平方米压
力筛1台、606型除渣器20套、高能除渣器2套、520型复式
纤维分离机1台、720型复式纤维分离机1台、20平方米浓
缩机1台、14平方米浓缩机1台、2 平方米震动筛3台、轻
杂质分离机1台、450型双盘磨浆机3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5网15缸（直
径2.5米烘缸1台、直径1.5米烘缸14台）纸机，13型真空
泵2台、1760型复卷机1套、热风机5套、压光机3台、制涂
布料设备2套、1760型双刀切纸机1台、涂布机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5网7缸（直径
2.5米烘缸1台、直径1.5米烘缸6台）纸机、13型真空泵2
台、1760型复卷机1套、热风机5套、压光机3台、制涂布
料设备2套、1760型双刀切纸机1台、涂布机2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圆网5网39缸（直径
1.5米6只、直径3米烘缸1台、直径1.5米烘缸32台）纸
机，2400型复卷机1套、制涂布料设备2套、2400型双刀切
纸机3台、涂布机2台。

4.4

9 河北
抚宁县宝丰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新闻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
机3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10平方米洗
浆机4台、14平方米浓缩机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 mm长网1网2缸（3米
直径烘缸2个）纸机。

1

10 河北
河北省抚宁县慧峰纸
业有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15立方米碎浆机3
台、X压力筛3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3台、14平方米
洗浆机2台、14平方米浓缩机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 mm圆网5网15缸（3米
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4个）纸机，3200复卷机1
套。

2.8

11 河北
抚宁县慧通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3200型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
浆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
机2台、10平方米洗浆机2台、10平方米浓缩机2台、幅宽3 
mm浆板机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mm圆网3网15缸（3米
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4个）纸机，精浆机1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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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2 河北
乐亭县张氏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碎浆机4台、
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3
平方米漂洗机2台、20平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2平米跳筛1
台、双盘磨浆机4台、SLLC3-37离解机1台、直径600mm推
进器14台。 
纸机：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2400mm圆网7网18缸（2米直
径烘缸18个）纸机、幅宽2400mm复卷机1台、幅宽2400mm
切纸机一台、2立方米水碎机2台。                                                                                                            

3

13 河北
玉田县代家屯第四纸
厂

制浆：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10m³碎纸机3台，升流式压力
筛5台，离心筛2台，高浓除渣器2台，单式纤维分离机
1台，重力式圆网浓缩机1台，450双盘磨浆机9台。
纸机：造纸生产线1条：1条3600型造纸生产线，圆网
4台；1大缸4小缸（大缸直径3000mm,小缸直径1500mm），
复卷机1台。

1.5

14 河北
玉田县金鑫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8m³碎纸机2台，内流式压力筛2台，
高浓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磨浆机3台
造纸生产线1条：1条264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2640mm；圆
网3台；8个烘缸（直径1500mm,）。

2.5

15 河北
玉田县大众恒信纸业
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10m³碎浆机1台，8m³碎浆机3台，2
㎡压力筛1台，1.2㎡压力筛3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
1台，2㎡浓缩机2台，450型磨浆机5台，污水回用沉淀罐6
个。
 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2640mm，5道直径1.5米圆网网笼，
直径1.5米组缸10个，直径3米大缸1个。

2.5

16 河北
玉田县宏达昌盛造纸
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碎纸机2台，双椎体高浓除渣
器2台，QWN-S-110单效纤维分离机2台，2平方内流式压力
筛3台，高频振框筛3台，450#双盘磨浆机6台。大功率提
浆泵250型2台。
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2800mm，4套直径1500mm圆网多管喷
浆压力成型器，烘缸7只，（其中直径3m、工作面3.15m烘
缸1只，直径1.5m、工作面3.15m烘缸6只），复卷机1套。

2.1

17 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双益纸
板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第1条灰板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
立方水碎1台，5立方水碎1台，1.6平方米压力筛2台，1.6
平方米离心筛2台，620mm除渣器4台、F3型纤维分离机2台
、16型真空泵2台、15平方米洗浆机1台，8平方米网浓缩
机1台等。
第2条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水碎1台，1.6平方米压
力筛2台，1.6平方米离心筛1台，620mm除渣器4台、F3型
纤维分离机1台、16型真空泵2台、15平方米洗浆机1台，8
平方米网浓缩机1台等。
造纸生产线2条：幅宽1760mm,5园网17缸（2.5直径烘缸一
个）（1.5米直径烘缸16个）；幅宽1760mm,5园网17缸
（2.5直径烘缸一个）（1.5米直径烘缸16个）。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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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8 河北 满城县华新造纸厂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 10立方米水
利碎浆机4台、压力筛6台、除渣机4台、纤维分离机4台、
真空泵6台、浓缩机4台、储浆池16个、振框筛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圆网10缸（2.5米直径
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9个）纸机1台；幅宽2400mm圆网
12缸（3米直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10个）纸机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缸（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
2个）纸机1台。

2.5

19 河北
保定华康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
机一台、压力筛7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4台、排渣
分离机1台、35-50T/D热分散1台、盘磨4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600mm三叠网纸机34缸（直
径1.5米烘缸34个）纸机，压力筛1台，真空泵4台，压榨
辊6个，斜列式施胶机1台，压光机1台，复卷机1台，扫描
架1台。

2.5

20 河北
保定市西而曼能威纸
业有限公司

纸机：第1条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4台，磨浆机8台。

0.8

21 河北
保定市新市区福利综
合厂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 8立方米碎浆
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平米4台，离心筛1.6
平米2台，除渣器2台，30平方米漂洗机6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650mm圆网双网双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个）1575型纸机2台。

1.6

22 河北
河北顺达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7立方米碎浆
机2台、3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
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50立方米洗浆机2台，10平米
浓缩机2台。
造纸：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圆网3网3缸（2.5米直
径烘缸3个）纸机3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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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23 河北
顺平县旭奎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800大锥度精浆机2
台，直径450型双盘磨10台、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
2台、单效分离机1台、排渣分离机2台、中浓除渣器5台、
振框筛2台。
第2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450型双盘磨6台、
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单效分离机1台、排渣
分离机2台、中浓除渣器5台、浆泵7台、水泵3台、储浆池
7个、振框筛2台。
第3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450型双盘磨6台、
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单效分离机1台、排渣
分离机2台、中浓除渣器5台、振框筛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800 mm双叠网24缸（直径
1.5米烘缸24个）2640纸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50 mm圆网3网（直径1.5米）15
缸(直径2.5米烘缸15个) 1575纸机一台，；幅宽1750 mm
圆网3网（直径1.5米）3缸（直径2.5米烘缸3个）1575纸
机1台，复卷机2套。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50 mm圆网3网（直径1.5米）15
缸(直径2.5米烘缸15个) 1575纸机一台；幅宽1750 mm圆
网3网（直径1.5米）3缸（直径2.5米烘缸3个）1575纸机1
台，复卷机2套。

3.9

24 河北
蠡县永兴庄第二造纸
厂

制浆：第1条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
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20平方米浓缩机2台、5平方
米漂洗机2台。
第2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2台、400脱
墨机2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3台、2平方米洗浆机1台、
40平方米浓缩机2台、5平方米漂洗机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8缸（3米直径
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
机 ， 400 精 浆 机 1 台 。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22缸（1.5米直径烘缸
22个）纸机        

2.2

25 河北
保定天泽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
浆机2台、压力筛6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
机2台、磨浆机4台、疏解机2台、振框筛2台、除砂器2台
、500双盘磨4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640长网16缸（1.5米直径
烘缸16个）纸机1台，幅宽2400长网16缸（1.5米直径烘缸
16个）纸机1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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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26 河北
河北渤海造纸集团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油毡原纸（废纸、废布）制浆生产线，刀辊
式5吨切布机1台，10立方米的打浆机6台，3立方米碎浆机
1台，振动筛4台。
第2条油毡原纸（废纸、废布）制浆生产线，刀辊式5吨切
布机1台，10立方米打浆机6台，3立方米碎浆机1台，振动
筛4台。
第3条油毡原纸（废纸、废布）制浆生产线，刀辊式5吨切
布机1台，10立方米打浆机6台，3立方米的碎浆机1台，振
动筛4台。
第4条半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ZCQ刀辊式5吨切草机1台，
ZCC系列辊式除尘机4-15吨1台，25立方米蒸球1个，14立
方米蒸球1个，100立方米喷放锅1台，35平方米洗桨机
1台，3立方米浓缩机1台，35平方米漂洗机1台，35平方米
黑液提取设备1套，2立方米碎浆机2台。
第5条油毡原纸、高强瓦楞纸、箱板纸（废纸、废布）制
浆生产线，刀辊式5吨切布机2台，10立方米打浆机12台，
10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振动筛4台，
SLUV升流式压力筛1台，高浓度除渣器2台，单式纤维分离
机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3网10缸
（2.5米直径4个、1.5米直径5个、1米直径1个）的纸机，
设计车速65米/分，ZDP系列双圆盘磨磨浆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3网8缸（2.5米
直径3个、1.5米直径4个、1米直径1个）的纸机，ZDP系列
双圆盘磨磨浆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3网10缸（2.5米直
径4个、1.5米直径5个、1米直径1个）的纸机，设计车速
65米/分，ZDP系列双圆盘磨磨浆机1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2网3缸（2.5米
直径2个、1.5米直径1个）的纸机，ZDP系列双圆盘磨磨浆
机2台，离心筛2台，1092mm复卷机1台，1092mm甩纸机1台
。

4.9

27 河北 任丘市京东造纸厂

制浆：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9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
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20平方米浓缩机3台，
浆磨3台。
纸机：1575型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2米直径烘
缸2个。                

0.5

28 河北
河间市伟业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制浆生产线，10立方碎浆机1台，
5立方卧式碎浆机1台，1.2平方压力筛1台，0.8平方压力
筛1台，除沙器8台，75千瓦纤维分离机1台，8平方园网浓
缩机2台。
第2条制浆生产线（旧瓦楞纸箱），5立方立式碎浆机两
台，0.9平方离心筛两台，除砂器两台。
纸机：第1条210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2100mm，直径1.2
米的圆网龙4只，直径2.5米的烘缸1个，直径1.5米的烘缸
6个。
第2条2400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直径1.5米，圆网龙
两支，1.5米直径烘缸16支。
第3条240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2600mm，直径1.5米圆瓦楞
两支，直径3米烘缸两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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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29 河北
河北省吴桥县宏光纸
业有限公司

制浆：非木浆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1条，连续蒸煮4个、70
立方米喷放锅1台、18平方米带式洗浆机2台、16平方米浓
缩机2台、2平方米漂洗机3台、40平方米黑液提取机2台、
100吨黑液燃烧炉1台、12吨切草机4台、15吨原盘碎草机2
台、400m³蒸发器5台、70m³斜脱机2台、90m³回料螺旋机1
台、100m³预蒸螺旋机1台、200KW喂料器1套、250KW洗草
机1套、75KW草片泵1套、1500m³黑液储存罐4套、100吨
DCS控制系统3套、300m³板式冷凝器1套。

4.5
制浆
能力

30 河北
任县瑞德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6m³碎浆机4台、10m³
碎浆机1台、16m³曝气脱墨机5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
、除渣器40支、24㎡水平带式洗浆机4台、15㎡浓缩机4台
、60m³漂洗机10台、450型磨浆机3台、400型磨浆机3台、
15㎡侧压机4台。
第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6m³碎浆机6台、450型磨
浆机8台、400型磨浆机4台、除渣器20支、纤维分离机4台
、15㎡洗浆机6台、15㎡浓缩机5台、大锥度精浆机4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640㎜、长网8缸（直径
2.5米烘缸2个、直径1.5米烘缸6个）纸机，大锥度精浆机
6台。
第2条瓦楞纸生产线，幅宽3200㎜、圆网5网12缸（直径
2.5米烘缸2个、直径1.5米烘缸10个）纸机。

3.7

31 河北 任县喜梅纸制品厂

制浆：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6m³水力碎浆机4台、
1.6㎡压力筛2台、1.6㎡离心筛2台、除渣器20支、纤维分
离机2台、12㎡侧压洗浆机5台、15㎡重力圆网浓缩机3台
、380型磨浆机6台、400型磨浆机2台
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6m³水力碎浆机5台、1.6㎡
压力筛3台、1.6㎡离心筛3台、除渣器30支、纤维分离机3
台、12㎡侧压洗浆机6台、15㎡重力圆网浓缩机4台、380
型磨浆机5台、400型磨浆机4台。
纸机：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圆网4网8缸（直径2.5
米烘缸2个、直径1.5米烘缸6个）纸机2台。
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圆网4网8缸（直径2.5米烘缸
2个、直径1.5米烘缸6个）纸机2台。

4.8

32 河北 沙河市众鑫涂布纸厂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1台
、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
台、纤维分离机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200mm圆网5网8缸（3米直
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
机。

1

33 河北 沙河市冀瀛涂布纸厂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2台
、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
台、纤维分离机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圆网4网8缸（2米直
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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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34 河北
沙河市金通涂布纸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D型水力碎
浆机1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100mm圆网4网11缸（3米
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0个）纸机。

2

35 河北
临漳县吉祥纸制品有
限公司

制浆：第一条废纸箱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离
心筛、除渣器、380磨盘各一台。第二条废纸箱制浆生产
线，2立方米碎浆机、离心筛、除渣器、13型真空泵、380
磨盘各一台。第三条废纸箱制浆生产线，4立方米碎浆机
、离心筛、压力筛、50立方漂洗机各一台，400磨盘2台等
。
纸机：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宽幅1092型，直径1.5米的单
网单缸纸机等。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宽幅1092型，直径
1.5米的单网单缸纸机，切纸机一台、刷纸机4台等。第三
条造纸生产线，宽幅1092型，直径2.5米的多网多缸纸
机，切纸机一台、压光机、切纸机各一台等。

1.7

36 河北
邯郸市东风造纸有限
公司

制浆：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碎浆机6台，压力筛6
台，离心筛6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2台，25立方米
洗浆机12台，40平方米浓缩机4台。
纸机：1条1575型造纸生产线，宽幅1760mm圆网双网双缸
（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0.6

37 山西
太原市龙盛伟纸业有
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一条，25立方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离
心筛1台，除渣器5台，纤维分离机1台，30平方米斜网浓
缩器2台，幅宽3.2米。                  
造纸生产线一条，幅宽2930mm，长网20烘缸（1.8米直径
烘缸20个）纸机。

3.6

38 山西
芮城县中宝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5立方米碎浆机7台、封闭式脱墨机1台、压力筛2台
、离心筛5台、除渣器8台、10平方米洗浆机2台、10平方
米浓缩机2台。 
纸机：幅宽1880 mm浆板机1台、宽幅2100mm纸机2台

2

39
内蒙
古

内蒙古金星浆纸业有
限公司

非木制浆生产纸一条:25m
3
蒸球12只，40m

3
蒸球8只，三段

洗漂系统一套,2640mm长网多缸纸机2台,1760mm长网多缸
纸机2台。

5
制浆
能力

40
内蒙
古

察右中旗利民造纸厂

1092型造纸机生产线2条，宽幅1450MM单缸单网纸机2台。
高能碎浆机2台，4吨蒸汽锅炉1台，洗浆1台，380型双盘
磨2台，400千瓦变台1台，WQT—7200型高耗水制浆除砂器
6组。

0.5

41 辽宁
凤城市海伦纸业有限
公司

5立方碎浆机1台，5立方软网浓缩机1台，1575型号造纸机
3台，分切机1台，1575型号复卷机2台，盘磨机1台，压力
筛4台，6吨蒸汽锅炉1台。

1.2
制浆
能力

42 吉林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1条废纸脱墨浆生产线，3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LB160
链板输送机1台、ADLZ400脱墨机2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
3台、除砂器120只、S350循环泵29台、高浓脱水机5台、
150真空洗浆机5台

13
制浆
能力

43 吉林
延边晨鸣纸业有限公
司

1条樟子松化学制浆生产线，200立方米蒸煮锅2个、27平
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14平方米浓缩机4台、10平方米浓缩
机13台、2平方米浓缩机1台、氯化塔一座和碱塔一座，幅
宽1760 mm浆板机1台。

4.62
制浆
能力

9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44 吉林
通化利源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
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6台，除渣器6台，纤维分离机1
台，8平方米浓缩机1台，盘磨1台，1575mm造纸机1台。

1.2
制浆
能力

45
黑龙
江

鹤岗市宏泰纸制品厂

①第一条脱墨制浆生产线，200米立式水力碎浆机一台，
10立方米立式水力碎浆机一台，1.5平方米振动筛一台，
12平方米圆网浓缩机一台，450双盘磨浆机二台，380双盘
磨浆机二台，ZSL72型1.5平方米压力筛一台（100-
230l/s） ,单效纤维分离机一台，型号（ sfdx6240-
70t/h）,1.8T自动装载运输机一台,FDJ350精浆机一台 
(20-35t/d),1.6平方米离心筛两台,高能除渣器一台，沉
砂盘30米，3×4米自制斜筛两套
②第一条造纸生产线，201800mm，圆网、3网7缸（1.5m直
径烘缸6个、2.5m直径烘缸1个）纸机。
③第二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立式水力碎浆
机一台，10立方米立式水力碎浆机一台，1.5平方米振动
筛一台，450双盘磨浆机二台，380双盘磨浆机二台，
SFCS1.6型1.6平方离心筛2台（4d-sdt/日）。sfdx62型单
效纤维分离机1台（40-70t/h），1.8T自动装载运输机一
台，FDJ350型精浆机一台 (20-35t/d)，ZNC4型12平方圆
网浓缩机一台（6.3-8.0t/h)，1.5平方米压力筛一台，高
能除渣器一台，沉砂盘20米，3×4米自制斜筛两套。
④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00mm，圆网、3网6缸（1.5m
直径烘缸4个、2.5m直径烘缸2个）纸机。

1.8

46
黑龙
江

佳木斯亿达纸业有限
公司

①第1条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米碎浆机2台,高浓除渣
器1台,自制10平方米斜筛2台,2.4平方米振筛1台,浆泵15
台,ljcs40精浆机2台,450双盘磨2台,制胶设备1套,大储②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1575mm圆网白缸8个（2.5米直径
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7个）纸机1台,平均设计车速120
米/分,浆泵3台、1.0平方米升流式压力筛1台、低浓除渣
器1套、圆网笼3套、压
③第2条旧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0立方米1台,高浓除渣
器1台,xrdf-11-6单效分离机1台,自制10平方米斜筛2台,
排渣机1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jcs60精浆机3台,制胶
设备1套,
④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880mm圆网白缸4个（3米直径
烘缸4个）纸机1台，平均设计车速160米/分、浆泵5台、
1.5平方米升流式压力筛1台、低浓除渣器1套、圆网笼3套
、复卷机1台。

3.5

47
黑龙
江

哈尔滨宏达福利造纸
厂

①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2台、
除渣器13台、纤维分离机1台、16型真空泵2台、10平方米
浓缩机1台、450型盘磨8台、12平米自制斜筛1个。
②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 mm（圆网）4网7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1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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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48
黑龙
江

富裕晨鸣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①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5立方
米水力碎浆机2台、2平方压力筛1台、TSC-2-14高浓除渣
器1台、ZDF纤维分离机1台、450双盘磨浆机2台、14平方
米 圆 网 浓 缩 机 1 台 。                                                          
②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20缸（1.25米直径烘
缸20个）纸机。

1.8

49
黑龙
江

讷河市顺盛纸业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

①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
2台， 950纤维分离机1台，高浓除渣器1台，3平方米压力
筛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2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
4*8平方米自制斜筛 2套， D450 双盘磨浆机 2台。                                         
②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7缸（直径3米烘缸7
个）纸机。

2

50 浙江
杭州萧山三马造纸纸
品有限公司

幅宽3200MM2缸2网纸机，精浆机2台。 0.8

51 浙江
杭州凤强纸业有限公
司

幅宽2400MM2缸3网纸机，精浆机1台。 0.7

52 浙江
杭州萧山南阳造纸有
限公司

幅宽1880MM大缸4只小缸14只长网纸机，精浆机1台 1

53 浙江 杭州萧山所前造纸厂 幅宽1575MM2缸2网纸机，精浆机1台。 0.3

54 浙江
杭州萧山蔡伦纸业有
限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多缸多网纸机，精浆机
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多缸多网纸机，精浆
机1台。

2

55 浙江
富阳万事达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3200mm3圆网3缸纸机，磨浆机3台、压力筛3台、碎浆
机2台、纤维分离机1台。

1.1

56 浙江
富阳市高峰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1760mm圆网12缸纸机，压力筛4台、纤维分离机2台、
碎浆机3台、浓缩机2台。

1.5

57 浙江
富阳市董氏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1760mm6圆网18缸纸机，压力筛5台、纤维分离机4台
、碎浆机5台。

2.1

58 浙江 临安里桃造纸厂
幅宽1880mm长网单缸纸机，压力筛1台、浓速机2台、碎浆
机2台。

0.4

59 浙江
温州市龙湾沙城版纸
厂

1760型圆网烘缸（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 0.8

60 浙江 温州市远丰造纸厂

第1条造纸生产线，1880型幅宽2050mm圆网烘缸（2.5米直
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6个）纸机；第2条造纸生产
线，1575型幅宽1800mm圆网烘缸（2.5米直径烘缸1个，
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503碎浆机2台。

1.5

61 浙江
温州市瓯海纸业包装
有限公司

幅宽1880mm圆网烘缸（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503精
浆机3台。

1

62 浙江
苍南县林峰纸业有限
公司

三条造纸生产线，1092型造纸机3台。 0.6

63 浙江 苍南县林亦谓造纸厂 一条造纸生产线，1500型造纸机1台。 0.5

64 浙江
苍南县耀丰纸业有限
公司

三条造纸生产线，1092型造纸机3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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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65 浙江
浙江省长兴纸业有限
公司

一、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5立方米碎浆机1台、5
立方米碎浆机1台、脱墨机1套、除渣器1套、压力筛1台、
纤维分离机1台、浓缩机1台；第2条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
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1台、抓草机1台、铲纸机1
台、除渣器1套、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1台、纤
维分离机1台、排渣器1套、浆池30只
二、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00mm圆网19缸纸机（2.5米
直径大缸1个，1.5米直径小缸18个），复卷机1台，幅宽
3000mm长网36缸纸机（1.8米直径烘缸36个）。

5.5

66 浙江 衢江区金枫造纸厂
幅宽1575mm纸机1台、3立方卧式打浆机3台、450双盘磨磨
浆机2台、压力筛1台、1760复卷机1台。

0.2

67 浙江
浙江省龙游云丰纸业
有限公司

一、一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高浓度碎浆机2台
、5立方米脱墨机1台、0.6平方米压力筛3台、除渣器5台
。
二、第2号、第6号造纸生产线，幅宽1200mm双缸双网（圆
网）（3米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高浓
度碎浆机2台；第7号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多缸
（3米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高浓度碎
浆机1台；第8号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多缸（3米
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高浓度碎浆机1
台。

2.2

68 浙江
台州金鹏纸业有限公
司

三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和2140mm（2400mm为单网双
缸、2140mm为双网12缸）纸机，5立方精浆机2台、3立方
精浆机3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浓
缩机1台、32立方漂洗机2台。

1.8

69 山东
武城县吉强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碎浆机3台、40吨脱墨机
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8台、15型真空泵2
台、10平方米洗浆机2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

2.5
制浆
能力

70 山东
德州华中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纸机。
第2、3、4、5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纸机

1.1

71 山东
山东冠军纸业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 mm圆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
纸机，380精浆机2台。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
机1台、抽吸式脱墨机3台、封闭式脱墨机2台，粗选筛1台
、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
12平方米洗浆机1台、25平方米浓缩机1台、20平方米漂洗
机2台、90热分散2台，加热斜螺旋2台，400双螺旋挤浆机
2套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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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72 山东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
司

第五条造纸生产线（1760八缸），幅宽1760 mm，长网八
缸（3米直径烘缸 2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450圆
盘磨精浆机4台。
第六条造纸生产线（2700八缸），幅宽2700 mm，长网八
缸（3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450圆
盘磨精浆机6台。
第七条造纸生产线（1575单缸纸机），幅宽1575mm、圆网
双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450圆盘磨精浆机2
台。
第九条造纸生产线（1650铜版纸机），幅宽1650mm，热风
干燥涂布机（ 2.2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3.59

73 山东
枣庄金坛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1、第1、2、3、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 mm，1092mm双
网 单 缸 造 纸 机 4 台 ( 园 网 直 径 1250mm8 台 ； 烘 缸
1500mm4台）；打浆机5台；水立碎浆机3台；双盘磨4台。
2、第5条造纸机生产线，幅宽1600mm，1575mm多网多缸造
纸机1台（网笼直径1250mm4台；烘缸直径1500mm16台；
2500mm1台）；5立方碎浆机1台；450双盘磨2台；15平方
重力圆网1台；离心筛1台；纤维分离机1台。
3、第6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1760mm多缸多网造纸
机1台（网笼直径1250mm4台；烘缸直径1250mm12台）；8
立方碎浆机1台；双盘磨2台；疏解机1台；重力圆网1台；
离解除砂机1台。
4、第7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1760mm双大缸双圆
网 纸 机 1 台 （ 网 笼 直 径 1250mm2 台 ； 烘 缸 直 径
3000mm2台）；8立方、1立方碎浆机各1台；双盘磨2台。

3.2

74 山东
山东光华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

1、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长网8缸纸机，纸机配
套DD450磨浆机4台；
2、第4条生产线，幅宽1760 mm长网32缸纸机，纸机配套
DD600磨浆机7台。

3

75 山东
临沭县华星纸业有限
公司

1、制浆：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D型碎浆机一台
、压力筛3台、除渣器5台、纤维分离机2台、罗茨真空泵4
台、14平方浓缩机2台、流浆泵18台、盘磨4台。
2、纸机：1760型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760mm，圆网(3米烘
缸1个、1.5米群缸10个)纸机

1.5

76 山东
临沂昌华纸品有限公
司

第1-5条生产线，幅宽1092 mm圆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
5个）纸机。第6-12条生产线，幅宽1575 mm圆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7个）纸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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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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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山东
临沂市东大纸业有限
公司

1、废纸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3台，脱墨机6台，
1.5平方压力筛3台，2平方离心筛2台，600除渣器6台，
1.8平方跳筛2台，20平方米洗浆机2台。14平方米浓缩机4
台，40平方米漂洗机8台。
2、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
单网单缸，烘缸直径2米；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毫
米，圆网、单网单缸，烘缸直径2米纸机。第3条生产线幅
宽1575毫米，圆网，多网多缸，烘缸直径2.5米；第4条生
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多网多缸，烘缸直径2.5米；
第5条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多网多缸，烘缸直径
2.5米；第6条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多网多缸，烘
缸直径2.5米；第7条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多网多
缸，烘缸直径2.5米；第8条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圆网，
多网多缸，烘缸直径2.5米。

3

78 山东
山东青苑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第1条胶版印刷纸生产线，幅宽：1575mm；长网六缸纸
机，380双盘磨浆机4台、圆网浓缩机1台、复卷机1台、压
光机1套。

0.5

79 山东
高青青苑蓝天板纸有
限责任公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m³水力碎浆机3台、
5m³水力碎浆机1台、转鼓式碎浆机1台、12㎡圆网浓缩机4
台、斜螺旋浓缩机1台、压力筛11台、除渣器38台、550锥
形磨浆机3台、热分散1套、复式纤维分离机2台等。

6
制浆
能力

80 山东
山东贵和显星纸业有
限公司

1300纸机2条,1600纸机1条,圆网笼Φ1500×1950=4支，预
压部3套，烘缸Φ1500×1950=4支，烘缸Φ2000×1950=4
支，五辊压光机1套，卷纸机Φ1000×950=1套，5m³水力
碎浆机，5m³圆网浓缩机1套，Φ450双盘磨2套，F3单效分
离机1套，CX筛1套，低浓除砂器 1套，高浓除砂器1套，
1300纸机2条，圆网笼Φ1250×1450=2支，压榨Φ400   1
套，烘缸Φ2000×2000=2支，卷纸机Φ1000×1450=1套，
2m³水力碎浆机1套，Φ450双盘磨=2套，F2单效分离机
1套，CX筛1套，高浓除砂器1套

3

81 山东
龙口玉龙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生产线3#机幅宽：1575㎜；哈巴网五缸纸机；450精
浆机2台，单刀切纸机1台.上引纸复卷机1台，2m³碎浆机1
台，浅层气浮白水回收系统1套。
第2条生产线4#机幅宽：1575㎜；哈巴网六缸纸机；450精
浆机3台，半湿压光机1台，三辊压光机 1台，外流式压力
筛 1台，双刀切纸机1台，2m³碎浆机1台。

1.5

82 山东
烟台隆祥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麦草制浆漂白生产线，12㎡侧压浓缩机4台，20㎡
漂白洗鼓8台。
纸机：1760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长网）1
网6缸（3.0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
烘缸4个）纸机，DD450精浆机1台、DD450双盘磨3台，水
力碎浆机2台，双刀切纸机1台，复卷机1台。

0.6

14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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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山东
诸城市新星纸业有限
公司

1条废纸（脱墨 ）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6台、5立
方米碎浆机3台、8立方米碎浆机4台、浮选脱墨机2台、
1.2平方米压力筛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6平方米CX
筛2台、振框筛4台、2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4台、12平方米
测压浓缩机3台、螺旋挤浆机2台、斜螺旋挤浆机1台、直
径450双盘磨8台、水环式真空泵4台、浆泵58台、直径
600mm热分散1台、3.5立方米漂白机

2
制浆
能力

84 山东
济宁德晟纸业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一条，幅宽1760 mm，长网多缸（1.5米直径18
个）纸机，精浆机2台

0.7

85 山东
曲阜德信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杨木化学制浆生产线，40立方蒸球8个、55平方真空
洗浆机4台、黑液罐8个、6p压力筛1台、5p粗筛2台、8平
米漂白洗浆机6台、40吨压力洗浆机1台、15平米圆网浓缩
机3台、板式蒸发器6台、25立方苛化器3台、喷放仓175立
方、35平方预挂式白泥洗涤机2台、150t固形物碱炉1套、
静电除尘设备1套、圆盘蒸发器1台

4
制浆
能力

86 山东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
司

棉杆半化学浆生产线，连续蒸煮管3台，150m3喷放锅
1台，15m2圆网浓缩机1台，10m2黑液过滤机1台，12t/h切
草机3台，TD1100高浓热磨机2台，SJA935双辊挤浆机1台
。

5
制浆
能力

87 山东
冠县华丰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第一条半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连续蒸煮蒸球1个、25立
方米、宽幅1575MM浆板机1台。第二条半化学草浆制浆生
产线，连续蒸煮蒸球1个、25立方米、宽幅1575MM浆板机1
台。第三条半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连续蒸煮蒸球1个、
25立方米、宽幅1575MM浆板机1台。第四条半化学草浆制
浆生产线，2003年3月份投产，产能0.33万吨：连续蒸煮
蒸球2个、25立方米、宽幅1575MM浆板机1台。第五条半化
学草浆制浆生产线，2003年6月份投产，产能0.33万吨：
连续蒸煮蒸球3个、25立方米、宽幅1575MM浆板机1台。

1.2
制浆
能力

88 山东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制浆：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40立方蒸球16个，150立方
喷放锅4个，100平方提取洗浆机5个，75平方漂白洗浆机4
个，30平方圆网浓缩机3个，黑液过滤机1台。
纸机：淘汰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八缸
（Ø3000烘缸1台、Ø2500烘缸1台、Ø1500烘缸6台）纸

机，ZDG2-2大锥度精浆机1台，ZDP11XZ450双盘磨浆机
2台，QD-2m³水力碎浆机2台，ZNW2-5㎡圆网浓缩机1台，
ZSL13立式旋翼筛1台，纸机辊7台，压榨2台，复卷机
1台，切纸机1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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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89 山东
茌平泉林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2台、离心
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2台、6平方
米洗浆机2台、6平方米浓缩机1台、皮带输送机3台、14m3
蒸球1个、跳筛1台、精浆机2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长网多缸（2米直径烘缸1
个）纸机，精浆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长网多缸（2米直径烘缸1
个）纸机，精浆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600mm圆网纸机，五圆网多缸
（3.0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22个）纸机，压力筛
1台，除砂器1台，精浆机2台、水力碎浆机1台，跳筛
2台，圆网浓缩机1台，电机3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00mm圆网纸机，六圆网多缸
（3.0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22个）纸机，压力筛
1台，除砂器1台，精浆机2台、水力碎浆机1台，跳筛
2台，圆网浓缩机1台。

5.5

90 山东
山东金蔡伦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1760mm 长网10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
缸8个）纸机。

0.6

91 山东
菏泽鲁西南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板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
碎浆机4台、2平方米跳筛4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
除渣器30只、纤维分离机1台、450盘磨4台、真空泵3台、
40平方米洗浆机1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40立方米漂洗
机8台。
第2条文化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3
台、2平方米跳筛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6
只、60T/d浮选机1台、罗茨风机1台、疏解机1台、2米高
速洗浆机1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40立方米漂洗机8台
。
纸机：幅宽1880 mm（圆网）4网9缸（3米直径烘缸1个2米
直径烘缸8个）纸机，精浆机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同上。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圆网）双网双缸（3米
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第4条造纸生产线，同上。

2

92 山东
巨野县天丰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m3高浓水力碎浆机4
台，TMC215A-256型浮选脱墨机1台，1.5m2压力筛2台，
606除砂器14台，纤维分离机2台，14m2圆网浓缩机2台，
高速洗浆机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1760mm长网八缸纸机（Φ3米缸
2个，Φ1.5米缸6个）2台，ZDZJ—450精浆机2台

1.5

93 山东
菏泽鲁晨林纸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八缸3米直径烘缸1个、
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1760mm卷纸机一
台、1760mm表面施胶机一台、1760双刀切纸机一台、
1760mm复卷机一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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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94 山东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1、75t/d碱回收生产线：该线实际草浆年生产能力达到
4.4万吨，其主要设备由四台8t/h切草机、两台12t/h散包
机、四台除尘器、四条输送带、一个200立方料仓、一台
160立方水力碎草机、直径800脱水机两台、1台23英寸喂
料器、三根直径1.5米蒸煮管、七台50M2真空洗浆机、两
台圆网浓缩机、五效蒸发器、一台碱回收锅炉、两台预挂
过滤机及多台泵等设备组成。
2、100t/d碱回收生产线：本项目是为配套130t/d连蒸和
洗选漂生产线而增上，达到浆碱平衡。其主要设备由十台
50M2真空洗浆机、七效蒸发器、一台碱回收锅炉、两台
25M2预挂过滤机及多台泵等设备组成。
3、130t/d连蒸和洗选漂生产线：该线实际草浆年生产能
力达到5.6万吨，其主要设备由两台30t/h切苇机、两台
20t/h散包机、四台除尘器、输送带、200立方料仓、160
立方水力碎草机、直径800脱水机两台、1台23英寸喂料器
、四根直径1.5米蒸煮管、三台65M2真空洗浆机及多台泵
等设备组成。
4、四条文化纸生产线：其中两条幅宽1880mm长网多缸造
纸机（一只直径3米大缸，一只直径2.5米烘缸及八只直径
1.5米烘缸，一台直径550mm施胶机，），两条幅宽1880mm
长网多缸造纸机（24只直径1.5米烘缸，一台直径450mm施
胶机），配套ZDP11XZ450圆盘磨12台，XZZ大锥度精浆机6
台，三台5立方碎浆机和2台3立方碎浆机，7台侧压浓缩
机，2台圆网浓缩机，两条水平带式洗浆机及八台25立方
蒸球
5、一条文化纸涂布生产线：该生产线幅宽为2400mm,一台
卷纸机组成，完成部配套两台切纸机和一台复卷机。

11.6

95 河南
郑州银河纸业有限公
司

一、年产3.5万吨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原料：废旧箱板纸
、办公废纸等，2002年投产。主要设备：15m³D型碎浆机1
台，5m³D型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2台，压力筛2台，浓
缩机1台，直径450双盘磨4台，直径380双盘磨2台，真空
泵2台。2、幅宽2640mm四网十五缸（6只直径1.5m，1只直
径3m，8只直径1.5m）生产线1条，2002年投产，设计车速
150m/分，生产280g/ m²—400g/m²箱板纸，表面施胶机1
台，复卷机1台，产能3.5万吨。

2.5

96 河南
郑州康华纸业有限公
司

1条2184型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10 m³D式碎浆机
1台，压力筛3台，纤维分离机1台，磨浆机1台，高浓除渣
器1台。
1条2184型长网28缸造纸机1套：幅宽2300mm，长网上浆，
28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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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97 河南
兰考县固阳镇马目造
纸有限公司

第一条废纸非脱墨制浆造纸生产线，5m³碎浆机1台，2 m²
压力筛1台，0.9m²离心筛2台，1.8m²跳筛1台，ф450双盘
磨2台；2、造纸：1条1575mm，3园网，1大缸，（直径2.5
米）3（直径1.5米）小缸纸机生产线；1条1575mm，3园
网，2大缸（直径2.5米）纸机生产线。
第二条废纸非脱墨制浆造纸生产线，5 m³碎浆机1台、除
渣器2台，2 m²纤维分离器1台，1.8 m²跳筛1台，1.5m²压
力筛1台，0.5m2离心筛2台。1条1760mm，双园网10缸（直
径1.5米）纸机生产线，1条1092mm单网单缸（直径1米）
纸机生产线，

1.9

98 河南
兰考县固阳镇明忠再
生造纸有限公司

1条旧瓦楞废纸非脱墨制浆造纸生产线：5m³碎浆机1台，
2m³碎浆机3台,1.5m2压力筛1台，2m²纤维分离器1台，
0.9m²离心筛2台，1.8m²跳筛1台、除渣器11台，ф380双
盘磨7台，30m³洗浆机1台。
1条幅宽1880mm纸机：5园网1大缸（直径2.5米）5小缸
（直径1.5米）纸机生产线。

1.45

99 河南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
纸业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25m³D型碎浆机1台，荷兰式打浆机3
台、纤维分离机2台，离心筛3台，圆网浓缩机2台，节能
压力筛2台，网前筛1台，振东筛2台
造纸：3600纸机生产线1条：长网18缸（直径1.5米）纸
机，施胶机1台，卷纸机1台，复卷机1台

3

100 河南
河南省民通华瑞纸业
有限公司

制浆：化学草浆生产线：切草机2台，25m³蒸球4台，40立
方米蒸球2台，碱液罐4个，预浸机3台。造纸：第6条生产
线：幅宽1760长网36缸（直径1.5米）纸机。第7条生产
线：幅宽1760长网36缸（直径1.5米）纸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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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01 河南
舞阳银鸽纸产有限责
任公司

一、第一条麦草化学制浆生产线，25m³蒸球8个、40 m³蒸
球8个、260m³喷放锅2台、提取用45m²真空洗浆机8台、漂
白用50m²真空洗浆机4台、15m²浓缩机5台、10 m²黑液过
滤机1台、130吨（固形物）/日碱回收系统1套。造纸：第
1条1575型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产能0.36万吨。漂
白草木混合浆，文化用纸，无施胶，定量50-60g/m²，幅
宽1575毫米长网双缸（直径2米）纸机。第2条1575型造纸
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长网双缸（直径2.5米）纸机。第3
条1575型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毫米，长网八缸（直径
2.5米2个，1.5米6个）纸机。第4条1760型造纸生产线，
幅宽1760毫米，长网26缸（直径1.25米）纸机，。第5条
、第6条188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毫米，长网八缸
（直径3米各2个，1.8米各6个）纸机。第7条1880型造纸
生产线，幅宽1880毫米，长网八缸（直径3米2个，1.8米6
个）纸机。二、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
产线，35m³D型碎浆机1台，3 m²压力筛3台，2m²压力筛2
台，2m²离心筛2台，3 m²离心筛3台，900升除砂器6台，
750毫米纤维分离机直径1台，1800毫米纤维分离机直径一
台，15m²浓缩机3台，30m²浓缩机1台，90m²浓缩机1台。
造纸：第8条320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毫米，长网44
缸（直径1.5米）纸机，220kw水环真空泵8台。

9.4

102 河南
睢县龙源纸业有限公
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5m³碎浆机1台，5m³碎浆机
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2
台，20m²浓缩机2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600mm圆网多缸（1.5米直径烘缸
30个，3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直径380精浆机4台

2.5

103 河南
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
限公司

一、化学木浆生产线（杨木浆）制浆生产线1条：40m³蒸
球4个，25m²(真空)洗浆机4台，15平方米漂洗机3台，225 
m³喷放锅1台等设备。
二、造纸：第1条787mm造纸生产线，幅宽787mm单网（圆
网）单缸（直径1.5米）纸机，精浆机2台。第2条1092mm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单网（圆网）单缸（直径
1.5米）纸机，精浆机2台。第3条1575mm造纸生产线，幅
宽1575mm双网（圆网）6缸（直径2.5米）纸机，精浆机2
台。第4条1575mm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双网（圆网）
双缸（直径2.5米）纸机，精浆机2台。第5条787mm造纸生
产线，幅宽1760mm长网30缸（直径1.5米）纸机，精浆机3
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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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04 安徽
合肥金钟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1、废纸制浆生产线：30立方米碎浆机1台，15立方米碎浆
机1台，10立方米碎浆机1台，0.7平方米压力筛15台，2平
方米压力筛12台，3立方米杂质分离机2台，1.5立方米杂
质分离机2台，轻渣分离机4台，高浓除渣器48台。2、造
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多缸
（圆网6只，1500mm直径烘缸22只）纸机，第2条造纸生产
线：幅宽2400mm，圆网多缸（圆网6只，1500mm直径烘缸
20只）纸机；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多缸
（圆网7只，1500mm直径烘缸22只）纸机；第4条造纸生产
线：幅宽1880mm，圆网多缸（圆网6只，1500mm直径烘缸
20只）纸机；第5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圆网多缸
（圆网10只，1500mm直径烘缸30只）纸机；第6条造纸生
产线：幅宽4400mm，长网多缸（长网1条，1800mm直径烘
缸36只）纸机；第7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圆网多
缸（圆网10只，1500mm直径烘缸36只）纸机。

22.6

105 安徽
合肥兴东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1台，皮带输送机
1台，高浓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2台，离心筛2台，双盘
磨1台，杂质分离机1台。第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0立方
米碎浆机一台，皮带输送机一台，高浓除渣器3台，纤维
分离机1台，离心筛1台，双盘磨1台，杂质分离机1台。  
第1条3000型造纸生产线，幅度3000mm圆网造纸机1台，3
只1.8米网笼，22只1.8米烘缸，精浆机1台，空压机1台，
5吨行车1台，2立方水力碎浆机1台。
第2条340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为3400mm圆网造纸机1台，
2只1.8米网笼，18只1.8米烘缸，精浆机1台。第3条1800
型造纸生产线，幅宽为1800mm圆网造纸机，7个1.5米逆流
式上浆网笼，22只1.5米烘缸，2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

6

106 安徽
安徽康鑫纸业有限公
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碎浆机1台，1.2平方压力筛
2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4吨锅炉1台。
造纸生产线：1条3400型生产线，宽幅3.4米，圆网4个，
大缸1个、直径2.5米，小缸8个、直径1.8米，4吨锅炉1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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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安徽
安徽天一纸业有限公
司

1、1条半化学草浆生产线： 25立方米蒸球6个， 40立方
米蒸球6个,80立方米喷放仓2座,1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
2台，真空泵2台，带式洗浆机1台，800高浓挤浆机2台、
600双螺旋挤浆机2台，600磨浆机1台，振动筛2台，外流
式压力筛1台，除渣器1台，
2、5条造纸生产线，第一条、第二条生产线幅宽1760mm，
3个直径3米烘缸，盘磨机3台，1立方水力碎浆机2台，压
力筛2台，复卷机2台；第三条生产线幅宽1575mm，1个直
径3米烘缸，450盘磨机1台，水力碎浆机1台，0.5cx筛
1台，荷兰式打浆机1台；第四条生产线幅宽2000mm，4个
直径2米和1个直径3米烘缸，盘磨机1台，水力碎浆机
1台，cx筛1台，复卷机1台；第五条生产线幅宽2800mm，
10个直径2米烘缸与1个直径3米烘缸，盘磨机1台，除渣器
1台，压力筛1台，cx筛1台，复卷机1台，水力碎浆机1台
。                                            

4

108 安徽
宿州市永兴纸业有限
公司（原宿州市朱仙
庄纸制品厂）

制浆生产线：1条麦草制浆生产线，采用助剂法蒸煮工
艺，90立方米蒸草池17口，5立方米打浆机4台，2立方米
打浆机5台，浆泵6台，Φ450磨浆机6台，除砂器2套。
造纸生产线：2400型纸机1台，幅宽2400毫米，圆网7缸
（Φ3.0米缸1台套、Φ1.8米缸6台套），配套2400型复卷
机。2640型纸机1台，幅宽2640毫米，圆网8缸（Φ3.0米
缸2台套，Φ1.8米缸6台套），配套2640型复卷机。

3.5

109 安徽
砀山科佳板纸纸箱有
限公司

制浆生产线：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水力碎浆机3套，纤维
分离机1套，压力筛系统3套，浓缩斜网2套及其他辅助设
备。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圆网3米直径烘缸1个，
1.5米直径烘缸6个，3立方米碎浆机3台，380盘磨4台，纤
维分离机1台，离心筛3台。

1.6

110 安徽
砀山县圣洁梨花纸业
有限公司

纸机：造纸生产线6条，幅宽1575mm纸机2台，幅宽1880mm
圆网纸机4台，2.5米直径烘缸4个，2.35米直径烘缸2个，
5立方米碎浆机2台。

2.1

111 安徽
安徽省萧县林平纸业
有限公司

制浆生产线：1条旧瓦楞纸箱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
机2台，2平方压力筛4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1
条半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40立方米蒸球12个，60立方米
喷放锅2台。
造纸生产线：宽幅4200mm，圆网26缸（1.8m直径烘缸
26个）纸机，宽幅4200mm，圆网26缸（1.8m直径烘缸
26个）纸机。

9

112 安徽
郎溪县王氏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纸浆生产线： 1条废纸非脱墨纸浆生产线，8m³碎浆
机4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
1台，10 m²浓缩机2台，磨浆机2台等。造纸生产线2条：
第1条1880生产线，幅宽1880mm,3网3缸纸机，复卷机
1台，压光机1台，切纸机2台等；第2条1575生产线，幅宽
1575mm，3网3缸（其中直径3米烘缸1台），复卷机1台，
切纸机2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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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安徽
淮南市源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废纸纸浆生产线1条：5m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
2台，除渣器2组，纤维分离机1台，10 m²浓缩机1台，磨
浆机2台等。1760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760mm，长网双
缸，3米直径烘缸2个，450精浆机4台。

1

114 江西
南昌县绿源纸品餐具
有限公司

幅宽1760mm长网多缸（3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高浓碎浆
机3台。

0.8

115 江西
湘东区广寒寨官陂造
纸厂

1575mm造纸生产线3条，幅宽1575 mm，长网多缸（1.5m直
径烘缸8个）*3纸机，高浓水力碎浆机6台，切纸机3台。

2

116 江西 萍乡市腊市福利厂

1条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8立方米碎浆机3台、50型
脱墨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
离机1台、10平方米洗浆机1台、10平方米浓缩机1台、10
平方米漂洗机1台、幅宽4200mm浆板机1台。幅宽1880 mm
长网6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1
台。

1

117 江西 萍乡市龙凤造纸厂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长网多缸（φ
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2台。

2

118 江西
萍乡市四海纸业有限
公司

38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800mm，圆网多缸纸机（2.1
米直径烘缸15个），15立方米碎浆机1台，2平方米双鼓筛
1台、40立方米脱墨机2台，纤维分离机1台。

2

119 江西
上栗县启林纸品制造
有限公司

3200型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长网多缸
（Φ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1台
。

1.5

120 江西 上栗县千方造纸厂
2400mm造纸生产线3条，幅宽2400mm，长网多缸（Ф
2500mm×2850mm烘缸二只，Ф1500mm×2850mm烘缸三只）
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3台。

2.8

121 江西 上栗县银形造纸厂
3200mm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长网多缸
（φ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1台
。

1.5

122 江西
萍乡市新建纸业有限
公司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长网多缸（φ
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1台，。

1.5

123 江西
上栗县水源纸业有限
公司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长网多缸（φ
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2台。

1.5

124 江西 萍乡市永强造纸厂
38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800mm，圆网多缸纸机（2.1
米直径烘缸15个），10立方米碎浆机2台。

2

125 江西
萍乡市上栗县长青纸
业有限公司

3800mm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3800mm，圆网多缸纸机（2.5
米直径烘缸18个）,20立方米碎浆机1台，40立方米脱墨机
2台，纤维分离机2台。

2.2

126 江西
兴国佳新工贸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3网7缸（3.2米烘缸1个、
1.5米烘缸6个）纸机，0.8m2精浆机2台，复转机1台。

1

127 江西
会昌县华鑫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2100mm圆网3网4缸（3米直径烘缸4个）
纸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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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江西
吉安丰顺纸业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760mm（加宽圆网）3长网25缸
（3.6米直径烘缸1个、 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
缸20个、1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精浆机2台。

1.5

129 江西
峡江县富兴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880 mm（三叠网）3长网28缸（1.5
米直径烘缸28个）纸机。

1.25

130 江西
泰和县金丰实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1条， 幅宽1760 mm（圆网）6长网12缸（1.5
米直径烘缸10个、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
纸机。

1

131 江西
江西永新南方纸业有
限公司

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760mm（圆网）3长网15缸（3米直
径烘缸2个、 1.5米直径烘缸13个）纸机，精浆机4台。

1.5

132 江西
靖安县教育印刷包装
厂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800mm圆网10缸（1.5米直径烘缸
10个）纸机，10立方米打浆机1台、1平方米双鼓筛1台、
3#纤维分离机1台、380型双盘磨浆机1台、1.2平方米压力
筛1台、0.6平方米离心筛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mm长网20缸（1.5米直径烘缸
20个）纸机，15立方米打浆机1台、5立方米打浆机1台、
2#高浓除砂器1台、1.5平方米双鼓筛1台、75KW纤维分离
机1台、450型双盘磨浆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2台、0.9平
方米离心筛1台。

4.5

133 江西
江西华泰实业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长网多缸（1.5m直径烘
缸8个）纸机。3万立方米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3台等设
备。

1

134 江西
江西弘泰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为1760mm、圆网多缸（1.5米直径
烘缸28个）纸机，5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碎浆机
2台，脱墨机1台，压力筛4台，跳筛2台，纤维分离机1台
。

2

135 江西
宜黄县星泰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6网11缸（3米直径
缸1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8个、1.5米卷
纸缸1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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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湖北
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制 浆 ：                                                          
①第1条化学芦苇制浆生产线，75立方米蒸锅4台，110立
方米蒸锅1台，25立方米蒸球2台，40立方米蒸球6台，80
立方米喷放锅1台，150立方米喷放锅1台，330立方米喷放
锅1台，提取黑液2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两列共8台，20平方
米真空洗浆机1台，3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1台，双辊混合
机 ， 螺 旋 挤 浆 机 等 。                                              
②第2条化学芦苇制浆生产线，横管连续蒸煮器（两管串
联）1套，150立方米喷放锅1台，330立方米喷放锅1台，
进口33平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TBC），24平方米国产带式
洗浆机1台，27平方米真空洗浆机3台，8P缝筛1台等设备
250余台/套。      
③第3条化学麦草浆生产线，连续蒸煮，横管连续蒸煮器
（四管串联）1套，330立方米立式喷放锅1台，90平方米
带式洗浆机3台，75平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55 平方米洗
浆机3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150mm，夹网多缸
（42缸，直径1.5m）造纸机，设计车速550m/min，卷取
机，复卷机。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150mm，长网多缸（32缸，直径
1.5m）造纸机，卷取机，复卷机。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150mm，长网多缸（28缸，直径
1.5m）造纸机，卷取机，复卷机。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150mm，夹网多缸（46缸，直径
1.5m）造纸机，卷取机，复卷机。
第5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多缸（20缸，直径
1.25m）造纸机，卷取机，复卷机。
第6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多缸（22缸，直径
1.25m）造纸机，复卷机。 　

22

137 湖北
宜城市雪涛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2台、园网浓
缩脱墨机6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5台、纤维
分离机1台、7平方米洗浆机1台、7平方米浓缩机1台、1.5
平方米漂洗机3台、幅宽1450 mm浆板机1台。
纸机：4条废纸浆造纸生产线，幅宽1250 mmx1092mm，7平
方米精浆机1台、调频器4个、切纸机2个。其中：瓦楞原
纸生产线3条，园网1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卫生
纸生产线1条，园网1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8

138 湖北
通城县红星纸业有限
公司

制浆：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6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
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幅宽
1760 mm浆板机1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圆网8缸（3米、2.5米直径烘缸
各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切纸机1台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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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湖北
崇阳金昌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
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2平方
米洗浆机1台、8平方米浓缩机2台、6平方米漂洗机1台、
幅宽1600浆板机1台。
纸机：幅宽1600mm圆网11缸（1.5米直径烘缸10个，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

1

140 湖北
通山山打士绝缘材料
有限公司

制浆: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25立方米脱
墨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18台、纤维分
离机1台、,450mm双盘磨浆机6台、7平方米浓缩机2台、25
立方米漂洗机1台、幅宽1092mm浆板机1台。
纸机:幅宽1092mm圆网6缸（2.5米、2.0米直径烘缸各
1个,1.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

0.6

141 湖北
广水市新生活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

制浆：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8立方米碎浆机2台，
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套10组，纤维分离机
4台，8平方米洗浆机4台，6平方米浓缩机4台，8平方米漂
洗机4台。
纸机：幅宽2400mm圆网1缸（2.5米直径烘缸）生产线2条
。

1.2

142 湖北
湖北舒云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脱墨制浆生产线一条，5立方米碎浆机2台、25平方
米洗涤法脱墨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18
台、纤维分离机1台、10立方米真空泵2台、450mm双盘磨
浆机4台、7平方米浓缩机2台、25立方米漂洗机1台
纸机:四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和1760mm圆网纸
机各两台

1

143 湖北
宜昌书林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一条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压力
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幅宽
1950mm浆板机1台。
第二条制浆生产线，4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
、离心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幅宽1880mm
浆板机1台。
第三、四条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压力
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幅宽
1760mm浆板机2台。
第五条制浆生产线，4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
、离心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幅宽1400mm
浆板机1台。  
纸机：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950mm、圆网10缸（3米
直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8个）纸机。第二条造纸生
产线，幅宽1880mm、圆网8缸（3米直径烘缸4个、2米直径
烘缸4个）纸机。第三、四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
圆网8缸（3米直径烘缸4个、2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2台。
第五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400mm、圆网6缸（3米直径烘缸
2个、2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

8

25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44 湖北
秭归县大力纸品有限
公司

纸机：幅宽1575mm，6辊浸泡槽6缸（直径1米烘缸6个）色
卡 纸 机 。                                                                                                     
淘汰工业纸板造纸生产线2条，幅宽1092mm二网纸机，上
浆定量50—60g/㎡ ，蒸汽压滤烘干机1台。

1.3

145 湖北
湖北秭归心怡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

制浆：碎浆机2台、浆泵8台、漂洗机3台、压力筛1台、除
沙器8台等设备
纸机：淘汰造纸生产线二条，1575型圆网造纸机，烘缸2
个，直径2000mm,幅宽1700mm。

0.9

146 湖北
松滋市王家大湖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

制桨：第一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台
、压力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纤分机1台、8平
方洗浆机2台、9平方斜筛2台、75KW磨浆机2台、110KW磨
浆机1台、55KW疏解机1台。第二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离心筛1台、除渣器9台、8平方洗浆机3台、6平方浓
缩机2台、110KW磨浆机1台、55KW疏解机1台、11KW推进器
1台。
纸机：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380mm（异型）圆网多缸
（φ2m2个、φ1.5m4个）纸机。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1380mm（异型）圆网多缸（φ2m2个，φ1.8m1个）纸机。

1.1

147 湖北
湖北世纪雅瑞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5立方米碎纸机4台、精浆机4台、除渣器4套、纤维
分离机6台、双盘磨8台、8平方米浓缩机6台
纸机：1575mm造纸生产线2条，幅宽1575 mm圆网单缸。1
立方米压力筛4台、卷纸机4台。

0.5

148 湖北
湖北拍马纸业有限公
司

制浆：第一条废纸非脱墨废纸（废箱板纸）制浆生产线，
D型－10立式碎浆机一台、D型－5卧式碎浆机一台、压力
筛2台、除渣器3套、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米浓缩机1台
、直径360双盘磨1台、直径450双盘磨5台。第二条废纸非
脱墨废纸（废箱板纸）制浆生产线，卧式D型-10碎浆机1
台，除砂器2套，纤维分离机1台，CX筛1台，网前除砂
8台，压力筛1台，5立方米浓缩机2台，直径450 mm盘磨2
台，2平方米跳筛1台。 第三条废纸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
碎纸机1台、除渣器2套、双盘磨1台、3平方米洗鼓3台、
1.2立方米跳筛1台。 
 纸机：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长网19缸(直径
2.5米烘缸1个、直径1.5米烘缸18个)纸机。第二条1575MM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 mm，圆网6缸（2.5米直径烘缸
6个）纸机。第三条1092MM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 mm、设
计车速130米/分;圆网1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4

149 湖南
长沙湘宁造纸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1880mm圆网六网十四缸
造纸机1台（圆网直径1500mm6个；3000mm直径烘缸2个、
2000mm直径烘缸12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
米碎浆机4台、5立方米脱墨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洗浆
机2台、1平方米浓缩机3台、1平方米漂洗机3台、幅宽
1880mm浆板机1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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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50 湖南
湖南宁乡双华造纸有
限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实际生产加宽到
2100mm），1880mm 八网十一缸造纸机1台（圆网直径
1500mm8个；3680mm直径烘缸1个，3000mm直径烘缸1个，
1800mm直径烘缸9个。）纸机，15立方米碎浆机3台，3立
方米碎浆机5台、3立方米脱墨机5台、纤维分离机5台、25
平方米洗浆机8台、25平方米漂洗机2台、幅宽1880mm立式
浆板机1台。

2.5

151 湖南
湖南长沙宁乡新湘造
纸有限责任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 四网三缸造纸机
2台（圆网直径1500mm4个；3000mm直径烘缸3个），5立方
米碎浆机3台、3立方米脱墨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4
台、除渣器2台、60平方米洗浆机4台、幅宽1575mm浆板机
2台。

1

152 湖南 浏阳市经纬造纸厂

第1条1092生产线一条,纸幅宽：1.25米，缸直径：2.5米
、1.5米，规格：2.5*1.52米、1.5*1.52米，网直径：
1.25米。第2条1575双缸双网生产线,幅宽：1.4米-
1.65米，缸直径：2.5米、1.5米，规格：2.5*2.05米、
1.5*2.05米，网直径：1.25米。第3条1575四缸三网生产
线，幅宽：1.65米，缸直径：3米、1.5米、1.5米、
1.5米，规格：3*2.05米、1.5*2.05米、1.5*2.05米、
1.5*2.05米，网直径：1.25米。

1.2

153 湖南
湖南井田人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5台、高浓水
力脱墨机5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20平
方米浓缩机2台、4.5立方米漂洗机3台、筛浆机3台、XS筛
1台、浓缩机2台、Φ450磨浆机4台、Φ450疏解机1台、高
浓碎纸机5台、打浆机3台、蒸球台3个、槽式打浆机2台、
切草机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三圆网多缸（直径2.5米烘缸
1个，直径1.8米烘缸3个，直径1.5米烘缸4个）纸机2台，
450型精浆机4台、卷纸机2台、复卷机2台。

1.5

154 湖南 汨罗市红星造纸厂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3
立方米碎浆机4台、380型磨浆机4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
4台、除沙器12台、8平方米浓缩机4台。第1条造纸生产
线，幅宽1700mm（圆网）三网六缸（3米直径烘缸3个、2
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

1.2

155 湖南
汨罗市三兴再生纸业
有限公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3
立方米碎浆机4台、380型磨浆机4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
4台、除沙器12台、8平方米浓缩机4台。第1条造纸生产
线，2007年6月8日投产：原料为废纸浆，产品为瓦楞纸，
幅宽1700mm（圆网）三网六缸（3米直径烘缸3个、2米直
径烘缸3个）纸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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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湖南
汨罗市罗城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新闻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1年6月15日
投产：5立方米碎浆机1台、3立方米碎浆机5台、380型磨
浆机4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5台，除沙器22台、8平方米
浓缩机4台、浆泵19台。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1年6月15
日投产：原料为废纸浆、产品为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为190-240g/㎡、幅宽1700mm（圆网）三网
六缸（3米直径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
车速90米/分，浆泵6台、ZBK-16型真空泵2台，DZG2-
1.25A1锅炉2台。

1.2

157 湖南
临湘市羊楼司镇兴宇
纸品厂

第1、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1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
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12平方米洗浆机3台、4
平方米漂洗机2台、浆泵20台、双盘磨4台。第1、2条造纸
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三网四缸（2.5米直径烘缸8
个）纸机，立式精浆机3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1092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立
式精浆机1台。

1.8

158 湖南
临湘市桃林镇兴达再
生纸厂

第1、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10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
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12平方
米洗浆机3台、4平方米漂洗机2台、纤维分离机1台、双盘
磨3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四网八缸
（2.5米直径烘缸4个，1.5米直径烘缸12个）纸机，立式
精浆机3台。 

2.2

159 湖南 岳阳县福盛纸业

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8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
台、除渣器3台、500平方米洗浆机1台、6平方米漂洗机4
台、5㎡斜筛3台、2㎡跳筛2台、Φ380磨浆机2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4

160 湖南
岳阳华丰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
筛4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60平方米洗浆机2台
、60平方米浓缩机2台打浆机1台、磨浆机2台、升流筛2台
、纤分机1台、跳筛4台。
第2条、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圆网多网多缸（1.8
米直径烘缸28个，3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设计车速160
米/分，精浆机1台。

4.8

161 湖南
邵阳市广兴造纸有限
责任公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碎纸机4台，
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0台，纤维分离机2台，
20平方米碎浆机4台，卷纸缸2台，卷纸机1台，除渣器
6台，磨浆机4台，烘缸大缸3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四网十五缸（2.5米直
径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12个）纸机。

1.2

162 湖南
邵阳市北塔新生造纸
厂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2台、
37KW2.5立方米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5平方米洗浆机2
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四网九缸（3米直径烘
缸3个、2.5米直径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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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湖南
邵阳市昆鹏造纸有限
责任公司

4条以废纸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碎浆机2台、10立方米脱
墨机4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4台、10平方米
洗浆机4台、10平方米浓缩机8台、10平方米漂洗机8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三网八缸（3米直径烘
缸2个，2.5米直径烘缸6个）纸板机1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四网十缸（3米直径烘
缸2个,2.5米直径烘缸8个）纸板机1台；
第5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八缸（2.5米直径烘缸
8个）纸机1台；磨浆机8台、复卷机3台。

5.6

164 湖南
邵东县黑田铺乡天雄
造纸厂

第1、2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
、10立方米脱墨机1台、纤维分离机2台、10平方米浓缩机
4台、高速洗浆机2台、650精浆机6台、8T锅炉1台，6T锅
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长网三叠网多缸（1.8米直
径烘缸48个）纸板机1台。

4.4

165 湖南 邵东县黄桥造纸厂

第1、2、3条废纸制浆生产线，碎浆机3台、高浓脱墨机3
台、压力筛6台、除渣器6台、水环式真空泵6台、浓缩机3
台、漂洗机2台、2T锅炉1台、6T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长网十缸（2.5米直径烘缸
4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圆网四网十缸（3.0米直径
烘缸4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200mm圆网四网六缸（3.0米直径
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1台。

4.8

166 湖南
邵东县新华纸业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第1、2、3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脱墨碎浆机3台、
10立方米碎浆机1台、洗浆机2台、离心筛浆机3台、浓缩
机3台、双盘磨6台、除渣器4组、ZSL43升流式压力筛2台
、TCZX-2跳筛1.8平方米5台、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米
浓缩机3台、离心筛3台、漂洗池14个、6吨锅炉1台、4吨
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八缸（3米直径烘缸2
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圆网五网十二缸（3米直径
烘缸4个，1.5米直径烘缸8个）纸机1台。

4

167 湖南 邵东县宏发纸厂

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离
心筛2台、除渣器4台、压力筛2台、漂洗机2台、跳筛3台
、双盘磨2台、4T锅炉1台，2T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900mm（1760型）长网五缸（2.5
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1台；
第2、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650精浆机2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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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湖南 邵东县利源造纸厂

第1、2、3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3台、10立
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6台、双盘磨7台、除渣器8台、双
螺旋挤浆机2台、洗浆机3台、15平方米浓缩机3台、漂洗
机10台、4T锅炉2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200mm圆网四网十一缸（3.0米直
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
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六缸（3.0米直径烘缸
2个、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1台。

4.5

169 湖南
邵东龙达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
、除渣器3套、纤维分离机2台、20平方米洗浆机2台、浓
缩机2台、漂洗机4台、幅宽1880mm高速复卷机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长网六缸（2.5米直径烘缸
2个、1.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1台。

1

170 湖南
新邵县宝源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以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20立方米双涡流水力碎浆机2台、
10立方米高浓碎纸机7台、浮选脱墨设备2套、1.2平方米
压力筛11台、离心筛18台、除渣器80组、纤维分离机2台
、8平方米洗浆机4台、8平方米浓缩机4台、ZGPJ20漂洗机
5台、2200型高速复卷机1台、6T锅炉2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200mm六网二大缸(Φ2.5m)十小
缸(Φ1.5m)纸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200mm六网二大缸(Φ2.5m)十小
缸(Φ1.5m)纸机1台。

4.3

171 湖南
湖南飞页纸业有限公
司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4台、FX-100型脱
墨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2台、纤维分
离机3台、5平方米洗浆机3台、5平方米浓缩机3台、450型
精浆机4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短长网（1.5米直径烘
缸16个）纸机2台。

1.5

172 湖南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有
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2台5立方米的水力碎浆机，8台380
盘磨机，4台洗浆机，2台浓缩机，1个蒸球，2台锅炉。
第1条造纸生产线，1台幅宽1760mm六圆网十五缸（2.5米
烘缸3个、1.5米烘缸12个）纸板机。
第2、3、4条造纸生产线，2台幅宽1092mm单圆网单缸
（2.5米烘缸1个）纸机，1台幅宽1092mm双圆网双缸（2.5
米烘缸2个）纸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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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湖南
南县建华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1760mm多网多缸纸机1台
（园网直径2000mm2台；烘缸直径3000mm4台），8立方米
高浓碎浆机1台，5立方米高浓碎浆机1台，水力碎浆机
2台，双磨盘机2台，ZGC-2高浓除渣器1台套，ZGX-100高
速洗浆机2台套，跳筛2台，12立方米CX筛2台，35立方米
漂洗机4台；
第2、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多网多缸纸机2
台（园网直径2000mm4台；烘缸直径3000mm8台），8立方
米高浓碎浆机1台，5立方米高浓碎浆机1台，水力碎浆机2
台，双磨盘机2台，ZGC-2高浓除渣器1台套，ZGX-100高速
洗浆机2台套，跳筛2台，12立方米CX筛2台，35立方米漂
洗机4台，4T锅炉2台。

2

174 湖南
湖南省拓普竹麻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 mm，1760mm长网多缸造纸机
1台（烘缸直径1250mm42台，施胶机1台）。40立方米蒸球
6套，切苇机1台，苇片圆筛2台，带式洗浆机1台，四段鼓
式真空洗浆机1台，离心筛4台，圆网浓缩机6台，侧压浓
缩机6台，重质除渣器4组，高频振框筛4台，漂浆机10台
。￠450双盘磨10台，3立方米干损纸水力碎浆机2台，旋
翼筛4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8年投产：原料为芦苇，
生产高白书写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55-70g/
㎡，幅宽1575mm，1575mm双缸双网纸机3台（烘缸直径
2500mm6台、圆网直径1250mm6台），设计车速180米/分。
40立方米蒸球4套，苇机1台，卧式平面磨刀机1台，旋风
分离器2台，苇片圆筛2台，圆网浓缩机4台，侧压浓缩机4
台，重质除渣器6组，高频振框筛2台，ZPC2漂浆机8台，
浆池推进器20台，浆泵26台，黑液泵2台，热水泵2台，管
道漂1组，4BA-18A白水泵6台。￠450双盘磨4台,水力碎浆
机1台，冲浆泵6台，多级泵2台，ZBK型真空泵3台，罗茨
真空泵3台，苇浆泵3台。SHL20-25/400-AⅡ循环流化床锅
炉2台；引风机2台；鼓风机2台；二次风机2台；给水泵3
台；盐泵2台；除氧泵4台；水处理泵2台。

4.1

175 湖南
南县鑫达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造纸生产线3条：第1条2004年投产，产能0.9万吨：原料
废书纸、边角料和商品苇浆，生产静电复印纸和卡片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75-250g/㎡、幅宽1600mm，
1575mm多网多缸造纸机1台（网笼直径1250mm4台；烘缸直
径1500mm16台；2500mm1台），设计车速60米/分；5立方
米碎浆机1台；450双盘磨2台；15平方米重力圆网1台；离
心筛1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2台；浆泵8台。第2条
幅宽1575mm，1575mm双大缸双圆网纸机1台（网笼直径
1250mm2台；烘缸直径3000mm2台），8立方米、1立方碎浆
机各1台；双盘磨1台。第3条幅宽1575 mm，1575mm双网单
缸造纸机1台(园网直径1250mm2台；烘缸1500mm1台）；打
浆机1台；水立碎浆机1台；双盘磨1台；4T锅炉2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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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湖南
沅江市辉达再生纸业
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洗浆机8台、槽式打浆机1台、低浓水力
碎浆机1台、4T锅炉1台、2T锅炉2台、浓缩机1台、10立方
米漂洗机1台、CX筛3台、双园盘磨7台第1条造纸生产线，
幅宽1575mm，1575mm双网双缸纸机1台（圆网直径1250mm2
台、烘缸直径2000mm1台、烘缸直径3000mm1台）。
第2、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单网单缸纸机
2台（圆网直径1250mm2台、烘缸直径2500mm2台），复卷
机2台、除渣器4个。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1092mm双网双缸纸机1台
（圆网直径1250mm2台、烘缸直径1800mm2台），复卷机1
台、除渣器2个。

1.5

177 湖南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

1条化学木浆制浆生产线：2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14台、40
平方米真空洗浆机2台、单螺旋挤浆机1台、75t/h循环化
床锅炉1台、10平方米浓缩机2台、75立方米蒸煮锅4个、
25立方米蒸球1个、氯化塔一个、碱处理塔一个、次氯酸
盐漂白塔2个、压力筛2台、200立方米喷放锅一个、五刀
削片机2台、高浓除渣器4个。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2362mm，2362mm长网二十一缸纸机 2台（烘缸直径
1500mm21台），双盘磨浆机8台、单鼓旋翼筛2台,圆网浓
缩机2台,侧压浓缩机1台,水力碎浆机2台，606除渣器
50个，2362复卷机2台。第3、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1575mm，1575mm长网八缸纸机2台（烘缸直径1500mm6台、
烘缸直径2500mm1台、烘缸直径3000mm1台），双盘麻浆机
8台、单鼓旋翼筛2台,圆网浓缩机1台,侧压浓缩机1台,水
力碎浆机1台，1575复卷机2台，切纸机2台。第5、6条造
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圆网纸机2台（网笼直径
1200mm3 台 、 烘 缸 直 径 1500mm2 台 、 烘 缸 直 径
2500mm1台），双盘麻浆机2台，CX筛4台,圆网浓缩机2台,
侧压浓缩机1台,水力碎浆机2台，1575复卷机2台。

8.1

178 湖南
沅江市森裕顺纸业有
限公司

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2平方米洗浆机5台、打浆机7台、
DZL-1.25-4T锅炉2台、5立方米碎浆机3台、14平方米浓缩
机1台、25平方米浓缩机1台、35立方米漂洗机3台、直径
450mm双园盘磨6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12台。
第1、2、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1880mm双网双缸
纸机3台（圆网直径1500mm6台、烘缸直径2500mm3台、烘
缸直径3000mm3台），1880mm复卷机1台，1880mm切纸机2
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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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湖南
沅江三眼塘恒发纸业
有限公司

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洗浆机3台、110KV10立方米槽式打
浆机1台、5立方米、8立方米水力碎浆机各1台、4T锅炉2
台、浓缩机3台、450型双圆盘磨4台、1.2立方米CX筛2台
、2平方米跳筛3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三网三缸纸机1台
（圆网直径1250mm3台、烘缸直径2000mm2台、烘缸直径
3000mm1台），复卷机1台、压力筛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300mm，1300mm多网多缸纸机1台
（圆网直径1250mm6台、烘缸直径1500mm4台、烘缸直径
3000mm1台），切纸机1台、压力筛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300mm，1300mm多网多层烘箱干
燥纸机1台（圆网直径1500mm6台、烘箱5层38米长）。

1.6

180 湖南
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
司

2条化学木浆制浆生产线，10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4台、打
浆机4台、2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4台、20立方米漂洗机4台
、450型双圆盘磨4台、10T锅炉2台、20T锅炉2台、25立方
米蒸球8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1760mm长网多缸纸机
2台（烘缸直径1500mm42台），双盘磨4台、水力碎浆机2
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1092mm长网多缸纸机1台
（烘缸直径1250mm14台），水力碎浆机1台、双盘磨2台。
第4、5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1575mm双网双缸纸机
2台（网笼直径1250mm4台、烘缸直径1500mm4台），水力
碎浆机1台。

3.4

181 湖南
湖南省桃江县杨林移
民竹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1、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碎浆机4台、
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12台、纤维分离机4台、
25平方米洗浆机4台、25平方米漂洗机4台、幅宽1575mm浆
板机2台、4吨锅炉2台。第3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2
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8台、
纤维分离机2台、30平方米洗浆机2台、30平方米漂洗机2
台、幅宽1575mm浆板机1台、4T锅炉1台。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 mm、五网六缸纸机2台
（圆网直径1500mm10台；烘缸2000mm12台）、450双盘磨
浆机4台。
 第3、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五网七缸纸机2台
（圆网直径1500mm10台；烘缸2000mm14台）、450双盘磨
浆机4台。

3

182 湖南 郴州市金铭纸品厂

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FX-100
型脱墨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2台、纤
维分离机1台、45平方米洗浆机1台、41.5米浓缩机1台、
41.5米漂洗机4台、幅宽1575mm浆板机2台。造纸生产线1
条，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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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湖南
宜章县运来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3台、5立方
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12台、纤
维分离机1台、1.5立方米碎浆机3台、4平方米洗浆机1台
、4平方米浓缩机2台、20立方米漂洗机1台、4T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四网八缸（2.5米直径
烘缸4个）纸机1台、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
径烘缸3个）纸机1台、宽幅787mm圆网单网单缸 (直径2.3
米烘缸1个）纸机6台。

1.5

184 湖南 宜章县先锋纸厂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6台、压力
筛3台、高浓出渣器2台、磨浆机3台、抽浆机15台、5平方
米浓缩机3台。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787mm圆网单缸单
网（2.5米直径）纸机12台。

1.5

185 湖南 宜章恒盛纸厂

第1条废纸非脱墨浆生产线，3立方米水力碎浆机7台、压
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4台、高浓除渣机2台、抽浆
机10台、搅拌机8台，磨浆机2台、4平方米洗浆机3台、4T
锅炉1台。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200mm圆网烘缸（2.5
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2个、2米直径1个）纸机。第2
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单网单缸造纸机1台。幅宽
787mm单网纸机4台

1.2

186 湖南
宜章县曙光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5
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3立方米水力碎浆机4台、压力筛5
台、高浓除渣器2台、复式纤维分离机1台、单效纤维分离
机1台、排渣分离机1台、45平方米洗浆机1台、磨浆机7台
。第2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3台
、3.5立方米高浓水力碎浆机2台、压力筛4台、振动筛2台
、高浓除渣器2台、复式纤维分离机1台、单效纤维分离机
1台、排渣分离机1台。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六
网九缸纸机。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600mm七网十六缸
纸机。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五网十二缸纸机。

2.6

187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丰收纸
品厂

①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0立方米碎浆机1台、脱墨机
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5台、纤维分离机3
台、12平方米洗浆机2台。②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
圆网2网2缸（2.5米直径烘缸3个，1.8米直径烘缸1个，
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

1.5

188 广东
汕尾市城区信威纸制
品厂

①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
台、除渣器3台、洗浆设备2套。②造纸生产线3条：第1条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实际抄纸宽度1.29m），圆网
单网单缸（直径2m、宽1.45m烘缸1个）纸机。第2条和第3
条生产线，幅宽1092mm（实际抄纸宽度1.3m），圆网单网
单缸（直径2.5m、宽1.5m烘缸1个）纸机2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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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广东
封开县华信纸业有限
公司

化学制浆生产线1条，25立方米蒸球4个，40立方米蒸球2
个，双盘磨浆机6台，1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4台，8 平方米
圆网浓缩机2台，幅宽2040毫米浆板机1台，幅宽1750毫米
浆板机1台，WGZ8-25-1碱回收炉1台，BX218型鼓式削片机
1台，B650×10米鼓式削片机进料皮带输送机1台，25立方
米料仓振荡器4台，40立方米料仓振荡器2台，φ1700六刀
削片机1台，B650×35米六刀削片机进料及皮带机1台，纤
维分散机2台，黑液圆盘蒸发器1台，提渣机2台，以及化
学制浆配套设备一批。

1.8

190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江联造
纸有限公司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820mm的五圆网多缸纸机（3米
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38个），30立方碎浆机1台、
10立方碎浆机1台、5立方碎浆机1台压力筛5台、除渣器20
台、纤维分离机3台、盘磨机6台、热分散系统1套。第二
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的三圆网多缸（3米直径烘缸1
个,1.5米直径烘缸18个）纸机，30立方碎浆机1台、10立
方碎浆机1台、2.5立方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10
台、纤维分离机2台、盘磨机3台。

5.6

191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江进造
纸有限公司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362mm三缸三网（3米直径烘缸3
个）纸机。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三缸三网（3
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第三条造纸生产线，幅宽
2100mm，三大缸六小缸三网（3米直径烘缸3个1.8米直径
烘缸6个）纸机。

3.65

192 福建
罗源雄丰纸业有限公
司

废纸造纸生产线：1575型多网多缸纸机（原8号机），幅
宽1575mm，烘缸直径为1.5米，幅宽1.95米，36个烘缸。

2.5

193 福建
罗源县景源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废纸造纸生产线：1092型3台套，1575型2台套，幅宽
1092mm，圆网单网单缸直径2.5米纸机3台，幅宽1575mm，
圆网单网单缸直径2.5米纸机2台。

1

194 福建
福建省闽清县塔庄凉
亭废纸复制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造纸生产线：1092型纸机3台，1.5米幅

宽，直径3米1个，直径2.5米1个，直径1.5米1个，5m
3
碎

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1台，0.8㎡洗浆机1台，压力筛
1台，离心筛1台。

1

195 福建
闽清县金沙镇下林再
生造纸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造纸生产线：1760型纸机1台2.1米幅宽，
直径2.5米2个，1.5米4个，1092型纸机1台，幅宽1.3米，

直径3米1个，卷纸机1台，3m
3
碎浆机2台，5m

3
碎浆机

1台，纤维分离机1台，10㎡洗浆机1台，浓缩机1台，8㎡
漂洗机1台，幅宽1.8米浆板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
台，除渣机1套。

1

196 福建
闽清县白樟新昇制纸
厂

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直径2.5米2个，1.5米1个，卷

纸机1台，复卷机1台，5m
3
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1台，

10㎡洗浆机1台，浓缩机1台，8㎡漂洗机1台，幅宽1.8米
浆板机1台等，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纤维分享机2台，
除渣器4台，压光机1台。

1

197 福建
闽清县白樟镇前庄纸
屑再生厂

废纸造纸生产线：1760纸机2台，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m
3

碎浆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4㎡洗浆机2台，2㎡漂洗机2
台，幅宽2.3米浆板机2台。

1

35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198 福建
闽侯县和丰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1575型2台幅宽1.7米，直径2.5米4个，1092

型4台，幅宽1.1米，直径2米4个，3m3碎浆机1台，5m3碎
浆机1台，离心筛2台，4吨锅炉1台及相关配套设备。

1

199 福建
厦门市同安新银凤纸
业工贸有限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2100mm纸机1台，4网6缸直径3000mm烘
缸1个，直径1500mm烘缸5个，幅宽1575mm纸机一台，4网3
缸直径2500mm烘缸1个，直径2000mm烘缸2个，幅宽1280mm
纸机1台，2网3缸直径2500mm烘缸1个，直径2000mm烘缸2

个。废纸制浆生产线：ZDS81D型15m3水力碎浆机一套

（台），配套二次碎浆，ZDS3-5m
3
卧式水力碎浆机三台。

1.7

200 福建
厦门同安兴星纸品有
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5m3水力碎浆机1台，直径400纸浆除渣
器2台，直径600双盘磨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1台，撬框筛

1台。面浆生产线：5m
3
水力碎浆机1台，直径400纸浆除渣

机2台，直径600双盘磨浆机1台。造纸生产线：幅宽
1575mm，3网3缸纸机，幅宽1092mm，3网3缸直径1500mm穿
片式网笼3个，直径3000mm烘缸1只，直径2000mm烘缸2只
纸机，0.5㎡压力筛2台， 1092mm成型器3套。幅宽
3200mm，3网3缸直径1500mm穿片式网笼3个，直径3000mm
烘缸1只，直径2500mm烘缸1只，直径1800烘缸6只纸机，
0.5㎡压力筛2台，1.2㎡压力筛1台，3200mm成型器3套。

2.1

201 福建
长泰县洋美纸品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mm，圆网，3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

600型精浆机4台，幅宽2.8米浆板机3台，10m3高浓碎浆机

4台，90㎡漂洗机3台。废纸制浆生产线：10m3高浓碎浆机
4台，2.8米脱墨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3
台，纤维分离机4台，420㎡洗浆机3台，40㎡浓缩机4台，

90㎡漂洗机3台，幅宽2800mm浆板机3台，10m
3
高浓碎浆机

4台，90㎡漂洗机3台。

3

202 福建
平和县润鑫再生纸业
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3m3碎浆机1台。废纸制浆生产线：3m3

碎浆机1台。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0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1个，幅宽1092mm圆网1网1缸1.8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1个，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0米直径烘
缸1个，纸机1个，幅宽1092mm圆网1网1缸1.8米直径烘缸1
个，纸机1个。

1.3

203 福建
平和县利生纸业制品
厂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3网2缸2.0米直径烘缸2个,1
机2缸纸机1个，磨浆机1台。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产能0.7万吨，磨浆机1台。

1

204 福建 平和县永达纸制品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5m3碎浆机1台，磨浆机5台，洗浆机4台
。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1.8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3
台，幅宽1092mm圆网2.0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2台。

0.4

205 福建 南靖县山城顺发纸厂
造纸生产线：6台幅度宽1575型纸机，长网，单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3台，2.0米直径烘缸3台共6台，粉碎精浆
机8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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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福建
南靖县恒华纸制品有
限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长网，单网，单缸，2.5米直
径烘缸2台。

1.2

207 福建
漳州市银湖纸制品有
限公司（南靖县）

造纸生产线：2台1575型纸机，幅宽2米，圆网2米
×1.5米，烘缸2台直径2.5米×幅宽2米。

1.1

208 福建
南靖县鑫福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5台1575型纸机，幅宽2500mm，长网、单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5台。

1.2

209 福建
晋江市内坑康源再生
造纸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m
3
碎浆机1台，5m

3
的2台，纤

维分离机2台，跳筛4台，除沙器4个，磨浆机2台。
造纸生产线：1575生产线：幅宽1650mm，圆网，2.5米直
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1个。1760生产线：幅宽
1900mm，圆网，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8个。

1.7

210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华成再
生造纸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8m
3
碎浆机2台（电机75kw），

5m
3
的1台（电机75kw），纤维分离机2台，跳筛2台，磨浆

机4台。
造纸生产线：1575生产线：幅宽1800mm，圆网，2.5米直
径烘缸2个。2880生产线：幅宽3150mm，圆网，3米直径烘
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1092生产线：幅宽1450mm，
圆网，2.5米直径烘缸2个。

3

211 福建
福建省晋江内坑山头
福盛再生纸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米3卧式水力碎浆机2台（电机
功率110kw）。
造纸生产线：2880生产线，3网4压，前烘干部有3米直径
烘缸1个及4个1.5米直径烘缸，后有4个1.5米直径烘缸及
卷纸机，幅宽3300mm

1.8

212 福建
南安市盈顺纸品有限
公司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5m
3
碎浆机2台（带链板输送

机），高浓碎浆机10m
3
4台，880型纤维分离机2台，520型

纤维分离机2台，浮选脱墨机2台，高浓除渣器3台，低浓
除渣器80个，压力筛2㎡2台，1.2㎡4台，跳筛6台，磨浆
机5台。
造纸生产线：2880型生产线，幅宽2880mm圆网（1.5米直
径烘缸34个）纸机，设计车速140米/分，罗茨真空泵
5台，台湾大型切纸机1套，国产切纸机3套，复卷机1套。                     

2

213 福建
南安市裕发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m3碎浆机3台，复式纤维分离
机1.8㎡2台，0.8㎡圆网浓缩机8台，跳筛4台，浆泵
36 台 ， 除 渣 器 12 个 ， 双 盘 磨 450 型 6 台 。                               
造纸生产线：2880型生产线，幅宽2880mm（3米直径烘缸1
个、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5

214 福建
南安市后洲纸厂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5m
3
碎浆机2台，离心筛2台，

罗茨真空泵4台，斜筛4台，跳筛2台，除渣器12台，磨浆
机4台。
造纸生产线：1575型生产线2条，幅宽1575mm圆网（2.5米
直径烘缸5个）纸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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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福建
南安市东盈纸品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m
3
碎浆机1台，2.5m

3
碎浆机

2台，880纤维分离机3台，压力筛1.2㎡6台，跳筛4台，3
型高浓器除渣器3台，磨浆机5台。
造纸生产线：产能2万吨，原料为废纸浆，产品为白板挂
面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120～160g／㎡，幅宽
3200mm圆网（3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
。                 

2

216 福建
福建省南安联发纸业
有限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m
3
碎浆机1台，5m

3
碎浆机

3台，5m
3
中浓碎浆机1台，2.5米m

3
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

机5台，力筛6台，除渣器24个，磨浆机5台，跳筛2台。造
纸生产线：1575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2.5米直径烘
缸3个）纸机。2184生产线：幅宽2084mm圆网（2.5米直径
烘缸3个）纸机。2880生产线：幅宽2880mm叠网（变频传
动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20个）纸机。

1.8

217 福建
福建省南安市益峰纸
业有限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0m
3
打浆机2台，20m

3
打浆机

2台，660型磨浆机2台，2.5㎡压力筛2台，纤维分离机2台
。
造纸生产线：1800生产线：幅宽1800mm圆网（2.5米直径
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10个）纸机。2880生产线：幅宽
2880mm圆网（3米直径烘缸4个，1.5米直径烘缸10个）纸
机。

4.4

218 福建
惠安县兴盈纸业发展
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2m3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1台，4㎡洗

浆机3台，5㎡浓缩机1台，1.5㎡浓缩机5台。5m3碎浆机1
台，纤维分离机2台，4㎡洗浆机6台，5㎡浓缩机1台。
造纸生产线：1575型机台，幅宽900～1800mm，圆网2.5m
烘缸1个，2m烘缸2个，纸机速度经改造后为95米/分。
1880型加宽机台，幅宽1600～2000mm，2个不锈钢铜条圆
网，前8、后6共有14个1.8m的组合烘缸。

1.8

219 福建
惠安南环造纸品加工
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m
3
水力碎浆机2台，350型打浆机2台，

600六角浓缩筛2台，380磨浆机2台，35m
3
浆泵6台，150m

3

白水泵4台套。1m
3
水力碎浆机2台，350型打浆机2台，600

六角浓缩筛2台，380磨浆机2台，35m
3
浆泵6台，150m

3
白

水泵4台，搅拌池5套。
造纸生产线：1092型纸机，幅宽1300mm，圆网，单网单缸
（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500型纸机，幅宽2000mm，圆
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1575型，
幅宽1500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1.2

220 福建
惠安竹兴纸品有限公
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2.5m3碎浆机1台，纤维分离机1台1.2㎡
洗浆机1台，斜筛1台，380双盘磨2台。
造纸生产线：1575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两网
两缸（2.5米直径的烘缸，1.5米直径的网）。1902造纸生
产线2条，幅宽1902mm，圆网，两网两缸（2米直径的烘
缸，1.5米直径的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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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福建
福建省安溪丰成纸业
有限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m
3
碎浆机1台，5m

3
的1台，

2.5m
3
的3台，纤维分离机5台，15㎡洗浆机6台，跳筛

4台，磨浆机5台。
造纸生产线：1575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2.5米直
径烘缸2个。2400生产线：幅宽2400mm，圆网，2.5米直径
烘缸3个，1.5米直径烘缸8个。

1.5

222 福建
泉州市永春联盛纸品
有限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条：5m3碎浆机1台，10m3碎浆机1

台，纤维分离机2台，15m3浓缩机2台，。2880型圆网造纸
机生产线：幅宽2880mm，1.5米直径烘缸21个。2800型圆
网造纸机生产线：幅宽2800mm，烘缸3个×1500mm（直
径）。

3

223 福建
德化县创兴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480双盘磨浆机4台，12㎡浓缩机1台，
斜筛2个，离心筛2台，压力筛2台。造纸生产线：2880生
产线1条，2880施胶机1台，复卷机2台，幅宽2880mm3网3
缸（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1

224 福建
福建省德化县明达纸
业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5m
3
碎浆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3㎡洗

浆机5台，3㎡浓缩机2台，4800磨浆机1台，3500磨浆机2
台，UV-200压力筛2台。
造纸生产线：2400施胶机1台，2400复卷机1台，幅宽
2400mm，3网4缸（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烘缸2个，
1.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

225 福建
莆田市东南福利纸品
厂

4条废纸制浆生产线，5m
3
碎浆机3台，纤维分离机2台，4

㎡洗浆机2台，2㎡浓缩机2台，50㎡漂洗机6台。造纸生产
线：1575生产线3条，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
径烘缸2个）纸机3台。1092生产线1条，幅宽1092mm圆网2
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

1.2

226 福建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
公司

木浆制浆生产线：直径1540mm磨浆机5台，14㎡浓缩机
7台，浆泵13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mm，长网多缸（1.5m直径烘缸
31个）造纸机，6辊压光机1台，卷纸机1台（母卷直径
2m），复卷机1台等。

3

227 福建
上杭县荣强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m
3
碎浆机1台，2㎡洗浆机2台，

圆盘磨浆机Ф380一台，锅炉2T一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2.5m×2.0m1575单缸单网2.5米直径烘
缸造纸机幅宽2.5m×2.0m1575单缸单网2.5米直径烘缸造
纸机。

1

228 福建
连城金龙纸业有限公
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5m3打浆机2台，3m3碎浆机2台，直径
380盘磨浆机1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单圆网直径3m米烘缸造纸机。
幅宽1092mm，单圆网63m链网台湾纸机，幅宽1092mm，单
圆网63m链网台湾纸机。幅宽1092mm，单圆网63m链网台湾
纸机。

1.1

229 福建
福鼎市京峰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720mm，1575型圆网造纸机3台，成套
配备的水力碎浆机1台，打浆机1台，磨浆机1台，切纸机1
台，4吨锅炉各1台。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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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福建
宁德市中盛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3台，2.5米直径烘缸3个，
高浓打浆机2台，离心筛2个，幅宽1575mm圆网2台，3米直
径烘缸2个，高浓打浆机1台，离心筛2个，盘磨4台。

1.3

231 四川 广安市同顺纸厂

①2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2台、震动筛2
台、除渣器2台、350型真空泵2台、8平方米洗浆机2台、8
平方米浓缩机2台、8平方米漂洗机2台。
②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2.5米直径烘缸2个纸
机。

1.5

232 四川
四川华侨凤凰纸业有
限公司

一、六条制浆生产线:
1、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五立方碎浆机一台，压力筛二
台，重质除渣器四支，六角筛二台，园网浓缩机二台；
2、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五立方碎浆机一台，DD450盘
磨二台，DD360盘磨一台，压力筛二台，高浓除渣器一
台，重质除渣器六支，轻质除渣器十二支，六角筛二台，
纤维分离机一台，疏解机二台，跳筛二台园网浓缩机三
台；
3、木浆、白纸边制浆生产线：三立方碎浆机一台，DD450
盘磨二台，压力筛一台，六角筛一台；
4、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五立方碎浆机两台，疏解机二
台、压力筛二台，浮选脱墨槽一台、洗浆机一台；
5、废纸制浆生产线：十五立方碎浆机一台，高浓除渣器
一台，压力筛五台，重质除渣器七支，轻质除渣器三十六
支，六角筛三台，纤维分离机二台，疏解机二台，园网浓
缩机二台，重力式园网浓缩机一台；
6、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五立方碎浆机一台，压力筛二
台，纤维分离机一台，跳筛二台，园网浓缩机三台；
二、两条造纸生产线:
1、造纸生产线：幅宽1760mm，园网，多网多缸纸机（1.5
米直径烘缸14个，1米直径烘缸2个，）。
2、造纸生产线：幅宽2400mm，园网，多网多缸纸机（4米
直径烘缸1个，3.2米直径烘缸1个，1.25米直径烘缸
12个，1米直径烘缸2个）。

4

233 四川
绵竹仟森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一条1575纸机和一条1760纸机，圆网纸机（2.5米烘缸5个
、浆泵10台、真空泵2台、复卷机2台、引纸机2台）。

1.5

234 四川
四川省蓬溪县新兴造
纸厂

①2条化学法草浆(竹浆)制浆生产线，连续蒸煮或25立方
米蒸球12个、喷放锅3台、75平方米带式洗浆机3台、25平
方米浓缩机8台、7平方米漂洗机10台、35平方米黑液提取
机4套等。
②5条造纸生产线，有幅宽为1092mm、1575mm、1760mm、
1880mm、2400mm等长网、圆网多缸等设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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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四川
四川省屏山县龙华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用非木浆制浆,25立方米蒸球7个，10平方米真空洗浆机
4台，10平方米带式洗浆机4台，高压黑液提取机4台，幅
宽1.575米纸机4台，300立方米/小时高效浅层汽浮机
1套，8000立方米/日RB生化处理系统1套，4吨、6吨2吨链
条锅炉各1台，1吨/小时黑液干燥木质素干燥机2台，15立
方米蒸发器6个。

2

236 四川
四川省芦山县兴业造
纸厂

3条1092型纸机生产线，精浆机2台。 0.3

237 四川
叙永县恒生纸业有限
公司马岭纸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脱墨机2台、压力
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台、真空泵2台、9平方米洗
浆机2台、5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6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1.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0.08

238 四川
叙永县恒生纸业有限
公司美金再生造纸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2台、脱墨机2台、压力
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台、真空泵2台、9平方米洗
浆机2台、5平方米浓缩机2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1.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
设计车速100米/分、浆泵2台、真空泵2台

0.12

239 四川
叙永县恒生纸业有限
公司孙家河再生造纸
厂

3条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6台、
脱墨机6台、压力筛6台、离心筛6台、除渣器6台、纤维分
离机1台、真空泵12台、9平方米洗浆机6台、5平方米浓缩
机6台、5平方米漂洗机6台。
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纸机1台、1575mm纸机2台圆
网（2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真空泵12台。

0.3

240 四川
四川省崇州市大方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
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
台，ZBK真空泵3台，8平方米洗浆机1台，浆泵7台。
第2条卫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
2台，离心筛1台，ZBK真空泵2台，5平方米洗浆机1台，30
立方米漂洗机2台，5平方米浓缩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2400mm，圆网双网双缸
（直径2.5米烘缸3个，直径3米烘缸1个）纸机，盘磨精浆
机3台，浆泵7台，ZBK真空泵3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直径2.5
米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90米/分，盘磨精浆机3台，
浆泵4台，ZBK真空泵2台。

1.3

241 四川
成都市倪氏纸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1.8m直径烘缸
1个）纸机，14型真空泵1台、浆池1个、污水处理池1个。
共淘汰4条造纸生产线，第2条、第3条、第4条同上。

0.3

242 四川
遂宁市明都纸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8条，宽幅1092mm圆网纸机8台 0.6

243 四川
兴文县兴盛达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2立方米碎浆机1台，8立方米碎浆机
1台，5.5KW跳筛2台，除渣器10台，DQ203全开式切纸机8
台，Y132S2-2 7.5KW空压机3台，J083-45  55KW高浓磨机
5台，φ450双盘磨机4台

1.2
制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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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四川
富顺县华盛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1台、离心
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
造纸生产线：造纸生产线幅宽2640mm，采用圆网4网3缸
（3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精浆机1
台、浆泵2台、真空泵3台。

1.5

245 四川
广元天宇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①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一条,高浓碎浆机2台(碎浆机为
高浓脱墨),CX--0.9平方米离芯筛一台,8平方米浓缩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一条,幅宽1575 mm、长网多缸纸机（2.5米
直径烘缸1个、2.0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3个）
设计车速90米/分，450直径双盘磨4台、浆泵8台、真空泵
2台、浆池搅拌3台、5辊压光机1台、卷纸机1台。

0.45

246 四川
金堂县淮口镇九龙再
生纸厂

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条，3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
米脱墨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
分离机2台、真空泵2台、3平方米洗浆机2台、2平方米浓
缩机2台、0.5平方米漂洗机2台、浆泵100台、幅宽1350 
mm浆板机3台、切纸机2台，2吨卧式锅炉1台。

0.6
制浆
能力

247 四川
大英县金龙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淘汰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
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罗茨真空
泵2台、8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8台、卧式浆池400立方
米、10吨卧式火管燃煤锅炉、幅宽1575mm圆网3网5缸
（2.5米直径烘缸5个）纸机1台

1

248 四川 德昌县小高群海纸厂
一条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立方米立式水力碎浆机1
台、漂洗脱墨设备一套、振动筛一台、606型除渣器3支、
纤维分离机1台、ZBK13C真空泵1台，1套787型园网纸机。

0.1

249 四川
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
公司

第一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4台
、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2台、
罗茨真空泵6台、10平方米浓缩机3台、10平方米漂洗机3
台、浆泵10台、卧式浆池1000立方米、4吨卧式火管燃煤
锅炉2台。
第一条瓦楞纸生产线2条，幅宽1575圆网3网5缸（2.5米直
径烘缸10个）。

1.3

250 四川
四川云杉特种纸业有
限公司

第一条采用云杉、冷杉木材硫酸盐法化学制浆生产线Φ
2750-50m ³蒸煮锅两台， IN5m ²真空洗浆机8台，Φ
1200*2000-8m²圆网浓缩机2台，ISSF1.5m²离心式筛机一
台，0.9m²除节机一台，木浆生产线一条。
第二条木材硫酸盐法化学制浆生产线，25m³和40m³蒸球各
一台，压滤洗浆机SD-Ⅱ2台，真空洗料机ZNK-5m²一台，
圆网浓缩机Φ1200*2000-8m ²一台，造纸车间（两台
1880mm长网多缸纸机，一台1092mm长网多缸纸机，一台
1575四缸三网圆网纸机，一台1575mm双缸单网纸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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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251 四川
隆昌川东龙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20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
机2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40只、纤维分离
机2台、真空泵4台、8平方米洗浆机2台、8平方米浓缩机4
台、浆泵30台、幅宽1575mm浆板机1台。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2米直径烘缸15个）纸机
。

1.6

252 四川
营山县皓祥纸业有限
公司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75型纸机1台、1092型纸机2
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2台
、罗茨真空泵4台、漂白剂5台、园网浓缩机1台、中浓浆
机4台、切纸机1台。

0.5

253 四川 泸县自力造纸厂
1575型单杠造纸机一套、1450型单杠造纸机一套、330单
圆盘磨2台、双盘磨2台、6立方米高浓碎浆机2台、1.5立
方米跳筛2台等

0.65

254 重庆
重庆协远纸业有限公
司

2条旧瓦楞纸箱废纸制浆生产线，8立方米碎浆机2台 0.6
制浆
能力

255 重庆
重庆龙璋纸业有限公
司

非木浆制浆生产线1条化学(竹浆）制浆生产线，110立方
米蒸煮锅3个，500立方米喷放锅1台、30平方米洗浆机3台
、漂洗机6台、浆泵12台、幅宽2400mm浆板机1台

3.4
制浆
能力

256 重庆 重庆西泉造纸厂

1条(竹、木浆）制浆生产线：连续蒸煮75立方米蒸煮锅2
个、300立方米喷放锅1台、15平方米洗浆机4台、15平方
米浓缩机、15平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3台、输浆管道1套
。

1.7
制浆
能力

257 广西
南宁市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制糖造纸厂

化学蔗渣制浆生产线1条：40立方米蒸球3个、25立方米蒸
球5个、80立方米喷放锅3台、12平方米带式洗浆机4台、
15平方米浓缩机3台、7平方米浓缩机3台、10平方米漂洗
机3台、幅宽2000mm 桨板机2台。

3.5
制浆
能力

258 广西
广西华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纸业分公
司

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双缸圆网纸机，水
力碎浆机1台

0.36

259 广西 柳江县第二造纸厂

①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00㎜圆网、5网（1米直径圆
网5个）11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3个、
1.0米直径烘缸1个、0.57米直径烘缸5个），kzg2-8锅炉1
台。
②第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700㎜圆网、5网（1米直径圆
网5个）14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10个、
1.0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ｄｚｇ４－１．２５－ｍ锅
炉1台
③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2.5立方米蒸球2个；2立方米碎
浆机2台；压力筛2台；木渣碎渣机1台；离心筛1台；浓缩
机2台；450磨浆机2台、360磨浆机1台
④第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3立方米碎浆机1台、2.5立方米
1台；木渣碎浆机1台；800高浓磨机1台、600高浓磨机
2台；450双盘磨机2台；纤维分离机1台、压力筛2台；浓
缩机1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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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备注

260 广西 柳江县成团造纸厂

①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350㎜圆网、3网（1米直径圆
网3个）6缸（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4个、
1.0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②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碎浆机1台；木渣碎
浆机1台；380双盘磨机1台；350双盘磨机1台；分离机1台
、压力筛2台。

0.5

261 广西 浦北县北通镇造纸厂　
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双缸纸机2台，15型真空
泵2台、1立方水力碎浆机1台、3立方高浓水力碎浆机1台
、离心筛1台.

0.3

262 广西
浦北县泉水镇江口造
纸厂

废纸生产线一条，幅宽1700mm，1575带有动力外压榨双网
双缸（直径2.50米烘缸2个）纸机，450双盘磨一台，浆泵
4个，ZJ-600真空泵1台,0.5离心筛2台，卷纸机一台，单
刀横切纸机一台，复卷机一台。

0.5

263 广西
浦北县泉水镇横岭造
纸厂

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787mm圆网双缸纸机2台，15型真空
泵2台、1立方水力碎浆机1台、离心筛1台.

0.15

264 广西 灵山县杨梅造纸厂
第一条1092型号纸机造纸生产线，主要设备：450精浆机1
台、浆泵5台、18型真空泵1台；第二条1575型号纸机生产
线，450精浆机1台、浆泵8台、20型真空泵1台

0.65

265 广西 灵山县檀圩镇造纸厂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圆网单缸（1.5米直径烘
缸1个）纸机，380精浆机1台、浆泵10台、13型真空泵2台
。
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幅宽787mm圆网单缸（1.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350精浆机1台、浆泵5台、13型真空泵1台、
0.5吨锅炉一台。

0.1

266 广西
灵山县那隆镇长江纸
厂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593mm圆网单缸（1.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580精浆机4台、浆泵8台
、15型真空泵2台、AB3型竹粒机1台、N-401型割纸机1台
。

0.03

267 广西 兴业县葵西造纸厂

第一条旧瓦楞纸、挂面纸制浆生产线，2立方米碎浆机1台
、除渣器3台、真空泵3台、7.5W浆泵3台、网笼1.5米直
径，真空泵三台、离心筛三台、37-100W磨浆机三台、
110W高浓磨一台、60W破碎机一台。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三缸三网造纸机，烘缸三
米直径，网笼1.5米直径，真空泵三台、离心筛三台、四
吨锅炉一台、250W变压器一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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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广西
广西容县万力造纸有
限公司

第二条本色马尾松化学制浆生产线：25立方米蒸球10个，
ø550中浓磨浆机2台，ø500中浓磨浆机2台，ø450双盘磨浆
机6台，12平方米带式真空洗浆机1台，4.5平方米侧压浓
缩机1台，20平方米黑液提取机4台一列，浆泵21台。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园网双缸（1.5米直径烘
缸2个）纸机，ø450精浆机2台，浆泵6台，ZBK11A真空泵1
台，SK-12水环式真空泵1台，1575mm卷纸机、复卷机、切
纸机各1台。
第二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mm，长网多缸（1.5米直径
烘缸19个）纸机，ø450精浆机2台，浆泵8台，ZBK11B真空
泵2台，SK-12水环式真空泵1台，ZBK-15真空泵1台，
1092mm压光机、卷纸机、复卷机各一台
第三条造纸生产纸，幅宽1092mm，长网多缸（1.5米直径
烘缸19个）纸机，ø450精浆机2台。第四条造纸生产线，
幅度1600mm，园网多缸（1.5米直径烘缸13个，2.5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ø450精浆机2台，浆泵9台，ZBK17真空泵
1台，1600mm压光机、卷纸机、复卷机、切纸机各一台。
第五条造纸生产线，幅宽2362mm，园网三缸（1.5米直径
烘缸2个，3.0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ø450精浆机2台，
ø500中浓磨浆机2台，浆泵9台，ZBK15真空泵1台，ZBK17
真空泵1台，2362mm卷纸机、复卷机各一台。
第六条造纸生产线，幅宽3200mm，长网双缸（3米直径烘
缸2个）纸机，ø450精浆机5台，浆泵9台，ZBK11A真空泵1
台，ZBK15真空泵1台，ZBK16真空泵1台，2BEA-35-1水环
式真空泵1台，3200mm卷纸机、复卷机各一台，1760mm切
纸机1台。

4.72

269 陕西 西安市万隆造纸厂

两条废纸制浆生产线（含纸机）①幅宽2800mm，圆网上
浆，5圆网10小缸（烘缸直径1.5米），1大缸（烘缸直径3
米），2800MM机内涂布机1条；2800mm高速框架式复卷机1
台，真空泵2台，2800切纸机1台，15立方米D型水力碎浆
机1台，10立方米高浓碎浆机2台，浮选脱墨槽1台，纤维
分离机1台，ZSC56高浓除渣机4台，2.5平方米内流式中浓
压力筛3台，20平方米重力式圆网浓缩机2台，直径450mm
双盘磨3台。
②3200脱墨综合制浆生产线1条：幅宽3200mm，圆网上
浆，5圆网11小缸（烘缸直径1.5米），1大缸（烘缸直径3
米），3200MM机内涂布机1条；3200mm高速框架式复卷机1
台，3200切纸机1台，15立方米D型水力碎浆机1台，10立
方米高浓碎浆机2台，浮选脱墨槽1台，10吨锅炉1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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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陕西
西安奥辉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麦草浆化学制浆生产线11条，（1）蒸球34个（其中40立
方米蒸球14个、25立方米蒸球20个）（2）锅炉9台（其中
燃煤链条锅炉20吨1台、10吨5台、6.5吨1台，40吨流化床
锅炉2台）（3）洗浆机7台（其中QL54平方米双螺旋网带
洗浆机5台、32平方米水平网带洗浆机2台）（4）浓缩机
10台（其中圆网浓缩机幅宽15平方米4台、25平方米1台、
30平方米1台，侧压浓缩机4台）（5）漂洗机75台（其中
70立方米19台、50立方米22台、35立方米34台）。造纸生
产线57条（1）38条ZY-188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
单网单缸（直径2.5米烘缸），切纸机1套、复卷机1套、
除尘系统（2）17条ZY-1880型造纸生产线，幅宽1880mm，
单网单缸（直径2.5米烘缸）设计车速180米/分，浆泵
1台，真空泵1台，主要设备切纸机1套、复卷机1套、除尘
系统                                                            

5

271 甘肃
武威市全圣实业集团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T/D连续蒸煮器1套，120立方米喷放锅2台，40立方米
蒸球4个，80立方米喷放锅2台，12平方米带式洗浆机
2台，18平方米带式洗浆机4台，18平方米浓缩机4台，12
平方米漂洗机5台，黑液提取机2套，DDW45真空洗浆浓缩1
台，DDW70真空洗浆机各2台，双辊混合器2台，过氧化氢
槽4座，50立方米、纯度92%制氧站1座。12t/h切草机
3台，辊式除尘机3套，螺旋预浸机2套，胶带输送机6套

3.5
制浆
能力

272 甘肃
甘肃古浪惠思洁纸业
有限公司

第1、2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3台，设计车速180米/分，浆泵3台
、15真空泵3台及其附属设备。幅宽1092mm（圆网、单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150米/分，
浆泵2台、15真空泵3台及其附属设备

1

273 甘肃 张掖市明阳纸业公司

第2条化学木浆制浆生产线：25立方米蒸球8个、8吨切草
机2台、六辊羊角除尘机4台、斜坡运输机8台、16平方米
真空带式洗浆机2台、100立方米喷放仓1台、二级串联预
浸机6台、1.6平方米振框式平筛2台、1.6平方米离心筛3
台、12平方米圆网浓缩机2台、10平方米侧圧浓缩机2台、
50立方米双浆道漂洗机6台、100立方米混凝土储浆池21个
、高浓除砂器4台、低浓除渣器2套

2
制浆
能力

274 新疆
新疆伟达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草浆化学制浆生产线1条，25立方米蒸球4个，锅炉2台，
洗浆机2台，浓缩机2台，宽幅1585MM桨板机1台，30立方
米漂洗机2台。

0.85
制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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