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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但紧邻骏泰科技公司的舞
水河风光带仍聚集了不少观光的市民，或
散步，或烧烤，尤以拍婚纱照的居多。清澈
的河水、迷人的风车与现代化的骏泰工厂
和谐共存，此处已成为老少咸宜的景观。

在人群里， 有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
优雅地打着太极拳。10 年前，作为政协委
员， 他得知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前
身）将落户美丽的舞水河畔，觉得这是一
家高污染企业，势必会对舞水河造成一定
的伤害，于是他找到相关部门极力阻止该
企业落户。

一晃就是 10 年，如今的舞水河依然
平静而美丽地流淌着，并且愈发彰显出其
特有的魅力。

坐落在舞水河畔的湖南骏泰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过 8 年变迁，早已改
变了原来的脸孔， 通过不断转型升级，实
现了华丽的转身：从一家生产文化纸用纸
浆的传统企业，转型为生产纺织用粘胶纤
维的现代高科技新材料企业。随着科技进
步及装备水平不断提高，骏泰已步入低碳
循环发展的绿色时代。2012 年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的证书，2014 年获得国家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
证。

湖南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怀
化高新区的舞水河畔，是一家集化纤浆粕制造、林
产化学产品综合加工、电力热力生产供应、进出口
贸易等于一体的国有大型现代制造企业。 骏泰作
为怀化市的著名品牌， 已成为当地一张产业新名
片，2010年整体加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

骏泰在 2006 年投产之初， 主要是生产文化
纸用纸浆。当时入驻曾遭到一些人的阻拦，受到一
些质疑， 认为纸浆生产企业破坏森林、 污染环境
等。

其实， 这些质疑多是对造纸行业的发展现状
不太了解。 经过近 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制浆
造纸业已取得长足进展，生产规模突飞猛进，纸和
纸板产销量均突破 1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受木
材资源制约，我国每年仍需进口各类木浆近 2000
万吨。

虽然造纸行业是一个依赖于森林资源的行
业， 但从全球的森林资源利用情况看， 大约有
53%用于能源生产，28%用于木材深加工， 只有
11%的森林资源直接用于制浆造纸行业。

为推动造纸产业可持续发展， 各地政府都在
积极引导制浆造纸企业推进林浆纸一体化的同
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清洁生产，朝着高端
化、品牌化、特色化、定制化发展，满足人们对优质
绿色纸产品需求。

骏泰科技一直走在市场与政策的前沿， 着力
将企业打造成为绿色环保、资源节约的现代企业。
从 2006 年开始， 骏泰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森海林
业经过 8 年的努力，累计投资 10 亿元，完成造林
80 万亩，其中怀化地区 50 万亩、永州地区 30 万
亩。 森海林业快速发展，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带
动林产品深加工、 拉动怀化等少数民族地区区域
经济增长、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要
作用。

先看对当地木材资源的消耗。 自 2007 年 7
月至 2012年 7月，怀化共供应骏泰公司木材 220
万立方米， 仅占此间全市实际木材生产总量 980
万立方米的 22%， 其对本地木材消耗量并不大。
2007年怀化启动向骏泰供应木材之时，全市林地
面积为 3032.8万亩， 活立木蓄积量 6691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 67.20%，到 2014 年底，全市森林
面积为 3046.3万亩， 活立木蓄积量 7699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 67.83%，森林资源实现了稳步增
长。 可见，怀化并未因骏泰 40万吨纸浆项目而使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据怀化市林业部门提供的材料， 自从 2013

年开始， 怀化市向骏泰供应的木材占企业木材消
耗量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到 2016年仅占企业全年
用材的 3%。

更重要的是， 在国内浆纸市场长期疲软的情
况下， 公司累计纳税近 6.5 亿元， 按怀化供应的
220 万立方米正材计算， 每立方米产生税金约
290 元， 是消耗怀化本地单位木材产生税收最高
的企业。

再看骏泰的环保举措。企业自建设运营以来，
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一直致力于
建设国内一流的低碳环保型现代制浆企业。“环保
工作事关企业存亡，是一项生命工程。 ”为此，企业
先后投资 1亿余元进行污染防治， 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近 3年来，公司根据循环经济试点及清洁
生产审核要求， 在节能环保前沿领域共投入科研
经费及技改资金 5000 余万元， 并成功开发出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木片水洗、 木片洗涤水循环利
用、污泥半干化处理、事故时段臭气处理等新技术
新工艺。随着这些技改项目的成功投用，污染物排
放量逐年递减，实现了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骏泰自己研发的臭气处理新技术新工艺，采
用了当今国际上先进的设计理念， 蒸煮与蒸发过
程产生的低、高浓臭气，全部经封闭收集后送低臭
碱炉无害燃烧；另外还设有高浓臭气旁路燃烧器、
臭气暂存缓冲罐、 流洗等离子和光氧除臭等应急
装置，用于非正常工况或异常事件时处理。

在臭气处理技术项目的改进中，最大难题是怎
样找出臭气产生的根源。 为此，公司技术团队忍受
夏天高温、冬季寒风、高空作业、时有臭气侵扰等环
境，蹲点现场，一个个找出臭气产生的源头及原因，
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或堵漏、或降温、或疏导等措
施；同时，针对不同源头臭气，实施不同的处理办
法，如送碱炉燃烧、研发光氧辅助处理技术等。

巨大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如今臭气治理工
艺流程线已成为国内硫酸盐浆厂治污样板。

除了臭气有效治理， 骏泰污水治理也可圈可
点。2010年 10月，怀化市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建成
投用， 骏泰处理后的污水与园区其他废水集中送
往园区污水处理厂，再经三级处理后达标排放。为
实现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骏泰科技经过深入调研
和充分论证，实施了“源头消减、轻污分流、浆渣回
收、PH调节、污泥驯化、生物增效、污泥改造”整改
方案， 一年多来， 出水 COD 浓度持续稳定在
300mg/L 以内 ， 低于环评批复的 COD 小于
500mg/L 及高新区污水处理厂要求的 COD 小于
400mg/L标准。

网络时代颠覆着传统产业的生存发展
生态。

制浆造纸产业也不例外。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数字化阅读为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特别为青年一代所青
睐。 自然，文化用纸需求量将大幅减少。 以
新闻纸为例，2016 年全国报业用纸量预计
减少 20 万吨，且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普遍
不景气。

作为向文化用纸提供纸浆的骏泰，面
对产业的“天花板”，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如何
选择？

阵痛，往往伴随的是“分娩”的喜悦。 市
场、资源、环境，倒逼着中国制浆造纸产业转
型升级；中国制浆造纸产业通过艰难的转型
升级，步入了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骏泰更不例外， 她已走出摸索期的阵
痛，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其华丽转身幅度之
大，令人惊叹！

2015年，骏泰审时度势、义无反顾与传
统的造纸产业挥手作别， 进入市场广阔的
纺织用材领域， 今年 7 月更名为湖南骏泰
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战略眼光，更
需要勇气与智慧。

骏泰人具备这样的眼光、勇气、智慧。
转型，绝不是另起炉灶，投资成本不允

许，市场机遇更是稍纵即逝。 不能与现有
的制浆产业完全脱钩，装备工艺都要充分
得到利用。

要以全球的视野来研判产业的走势。他
们开始了细致的市场调研，其足迹踏遍了大
江南北，一路汗水，一路风尘。

调研发现，棉花的主要替代品有合成纤
维（涤纶）和粘胶纤维。粘胶纤维在质地上与
棉花相近，由于其吸湿性好、穿着舒适、可纺
性优良，常与棉、毛或各种合成纤维混纺、交
纺，用于各类服饰及装饰用纺织品，其舒适
性、透气性、环保等各个方面，较涤纶都有明
显的优势。 无疑，粘胶纤维将成为替代棉花
的必然选择。

据了解，棉花、涤纶和粘胶为国内三大
类纺织原料， 其使用比例约为 60:30:10，考
量到棉花成本和市场波动，目前主要厂商都
在提高粘胶的使用量，三大类原料比例正在
向 50：30：20演绎。

这势必会拉动粘胶纤维需求的快速增长。
生产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料是棉绒浆和

溶解木浆。
近年来，由于棉花种植减少，棉绒浆增

量很少，因此溶解木浆成为增加粘胶纤维的
唯一原料来源。

而中国的溶解木浆供不应求。 据了解，
每年溶解木浆国内市场容量约 350 万吨，
但国内溶解木浆产能才 100 多万吨， 严重
依靠进口，价格远高于文化纸浆。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信息。
这无疑是一个发展前景灿烂的大市场。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 由

此衍生的市场永远没有“天花板”。关键是企
业的竞争实力。骏泰人看到了转型成功的希
望之光，并雷厉风行付诸行动。

2015 年 4 月开始， 公司总经理谢先龙
率管理团队辗转新疆、江苏、山东、河北、浙
江、江西等地，与数家国内大中型粘胶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8 月，毅然停止运行多
年的文化纸浆生产， 全面改产溶解木浆；同
时对公司的原料结构、物流运输、管理模式、
财务运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 立竿见影。 2016 年 1-11
月，骏泰科技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7%，利润
增长 77%， 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针叶木溶
解浆粕生产基地， 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
拥有生产针叶木溶解浆和阔叶木溶解浆能
力的企业。

转型升级：从传统纸业到高科技新材料

凤凰涅槃：华丽转身, 风光无限

生态环保：永远的追寻与守候

凤骏泰： 涅槃，华丽转身
———看湖南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如何转型升级

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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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木浆不但用于粘胶纤维，还可广泛
应用于醋酸纤维、玻璃纸、日用化工、电子产
品、生物能源等领域。溶解木浆，无疑是一片
充满诱惑的市场“蓝海”。

受困于全球性的造纸产能过剩，面对这
样一大片五彩斑斓的市场“蓝海”，谁会无动
于衷！ 全国一批制浆造纸企业闻风而动，近
年纷纷上马溶解木浆项目，市场的“蓝海”，
瞬间成为相互搏杀的“红海”。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面对
众多竞争对手，骏泰科技坚持“林纸结合、绿
色制造、清洁生产、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优化原料配比，创新工艺，提升品质，为客户
量身定制产品，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抢先
一步，领先一路，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骏泰科技华丽转身过程中， 可以说把
“加减乘除”做到了极致。

做“加法”。 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不断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优化原料配比，进行
大量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创新，采用特
殊工艺，成功利用“三剩物”，生产优质溶解
木浆，不仅保障了原料供应，还成为企业一
个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剩物”也称森林三剩物，指采伐、造
材、加工的剩余物，包括枝丫、板皮、木芯、边
角余料等。 对“三剩物”的充分利用，是公司
转型升级的重头戏。国内大多数制浆企业都
是以原木为主要原料。骏泰成立之初原料配
比原木占 80%，木片占 20%。 前些年受资源
供给等多方面影响，原料供应极大地制约了
公司的生存能力，曾有两次因原料不足被迫
停机检修，为连续性生产，不得不漂洋过海
进口国外原料。

对于大型制浆企业来说，改变原料结构
和调整工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此次原料
结构的创新，无疑是一场不小的革命，有力地
支撑了产品转型；站在国家和行业高度，还有
利于减少林地森林火险，促进林地健康发展，
符合国家鼓励支持的资源综合利用要求。

做“减法”。 遵循“源头削减、过程监控、
封闭循环、综合利用、三级处理、达标排放”
的环境处置原则，减少环境污染；通过实行
“刚性考核、对标管理”，使企业清洁生产水
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实施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减少用工
同时，大幅减轻员工的劳动强度，提升员工
的幸福指数。

做“乘法”。 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机废物，
如树皮、木屑、污泥等，全部进行资源化利
用；生产中产生的臭气，全部进行能源化利

用。 正常生产时可不需要补充原煤，热电除
了满足系统生产所需外，每年还有近 3 亿千
瓦时绿电外供电网。

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骏泰科技正抓
紧实施生物精炼技术及高附加值产品研发，
计划用 3年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包括对塔
尔油与松节油的增产提质，对黑液与预水解
废液的增值利用，用生物质废料完全替代原
煤实现绿色发电，以及生物质基新平台化合
物的研发等。

做“除法”。 全面实施精益管理，做小分
母降成本。 公司在年初推行全新的考核模
式，实施中高管虚拟股权激励方案，交纳一
定的风险金获取相应的虚拟股权，将公司效
益的增减作为股价的计算依据，以此达到公
司效益与中高管薪酬紧密挂钩。

为达到降本增效目的， 公司采取了
PMO 项目管理模式，年初目标被分解成 14
个项目，由高管各自领军令状分头实施。 在
员工层面全面实施精益班组管理，鼓励全员
减少浪费、优化流程、小改小革、技术创新
等。 2016年 1-11月份，公司成本挖潜创效
8000万元，其中员工精益项目实施 123 项，
创效 1000多万元。

从传统的纸业到纺织新材料，从生产纸
浆产品到生产高档溶解木浆，从粗放式利用
林化产品到林化产品深加工，骏泰科技实现
了华丽转身。“公司力争通过 3年努力，从单
一的制浆行业升级为再生纤维材料、林化产
品、绿色电能为一体的新材料高科技生产基
地。 ”总经理谢先龙信心满怀。

天蒙蒙亮了，骏泰科技门口便来了数十
辆送材的汽车， 井然有序地排队进厂验收。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骏泰人凭借着前瞻性的眼
光和非同寻常的胆识，走上了一条波澜壮阔
的创新改革发展之路，不仅带动了本地区经
济发展，还引领着中国制浆行业不断向纵深
处迈进。

骏泰科技，左手创新，右手市场，风景无
边，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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