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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锐意创新 实现全省造纸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全省造纸行业年会在济宁成功召开
◎ 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6 月 23—24 日，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第七

东造纸学会理事长陈嘉川 ；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

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2020 全省造纸行业年会在济宁市兖

院院长、山东纸协会长王泽风 ；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

州区召开。本次行业活动由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以

书记王宏伟，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

下简称山东纸协）、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主任龚标 ；山东纸协高级顾问宋鸿林、蔡朝清 ；太阳

简称太阳纸业）、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以

纸业董事长、山东纸协副会长李洪信 ；齐鲁工业大学、

下简称凯登设备）主办，济宁华隆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纸协副会长兼技术委主任刘玉 ；东顺集团董事长、

（以下简称华隆机械）、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以下

山东纸协副会长兼生活用纸分会会长陈树明 ；晨钟机

简称浪潮通用）、山东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械董事长、山东纸协副会长兼环保节能委主任田立忠 ；

称长江机械）、扬州四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齐峰新材总经理、山东纸协副会长兼技术委副主任李

四启环保）、广州热尔热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

安东 ；山东纸协分支机构部分负责人应广东、李娜、

尔热工）、山东恒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坤

刘纪营、赵学杰、张华东、张磊 ；山东纸协监事陈昭

环境）和博索尼奥拉茂（无锡）叉车属具有限公司（以

军、张凤山、张寿政 ；博汇集团、仁丰特材、天和纸

下简称博索尼奥拉茂）等单位协办支持。领导嘉宾、

业、金蔡伦集团、汇胜集团、华润纸业、德州泰鼎和

会员单位、主协办支持单位、造纸及相关行业 200 余名

山东省轻工供销有限公司、山东省造纸工业研究设计

代表参加会议。山东纸协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振东主持

院、山东省轻工业设计院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广

大会。

东纸协常务副会长陈竹、浙江纸协副秘书长郑梦樵、

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嘉宾、企业家和协会负责人
有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校长（院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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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纸协秘书长陈德强、广西纸协副秘书长石美玲以
及协办支持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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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掠 影

李洪信

王泽风

赵振东

高兴杰

王宏伟

宋鸿林

刘 玉

领导讲话致辞
在会议开幕式上，王宏伟书记讲话对大会的召开

换届选举新一届协会负责人
在山东纸协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议程中，

表示祝贺，并欢迎大家来兖州参加会议 ；李洪信董事

约 150 名会员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山东纸协第六届理

长致辞，对与会嘉宾、代表和同仁莅临太阳纸业参会、

事会工作报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和第六届理事

参观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致辞中提到，太阳纸业坚定

会财务工作报告，举手表决通过修改章程和换届选举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疫

工作方案。大会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计票人的人

情防控和企业发展，抢抓机遇，埋头苦干，努力把太

选提名，山东纸协换届选举委成员、副秘书长高兴杰

阳纸业打造成可持续发展、受人尊重的全球卓越企业。

介绍了候选轮值会长、副会长、专职副会长和监事人

根据会议议程安排，刘玉教授宣读了协会理事会

员基本情况。在投票选举现场，全体会员代表以无记

认定“2019 年度山东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十佳企

名投票方式履行了职责权利。在计票过程中，赵振东

业’”文件，并向晨鸣、华泰、太阳等相关企业授予牌

宣读了中国造纸协会、江苏纸协贺信，豫、川、冀、

匾和证书。

鄂省纸协也以电话、微信等方式祝贺 ；石美玲副秘书

在全省造纸行业年会上，王泽风会长做了主题为

长介绍了广西区造纸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坚定信心、锐意创新，实现全省造纸产业持续稳定发

总监票人高兴杰宣读选举计票结果。山东纸协高

展”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山东造纸行业 2019 年度生产

级顾问宋鸿林宣读了换届选举结果，山东纸协第七届

经营情况和发展特点，提出了 2020 年发展思路建议，

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监事、会长、副会长和专职

并对全省造纸行业抵御新冠肺炎疫情踊跃捐款捐物、

副会长候选人均高票当选。选举太阳纸业董事长李洪

彰显山东纸业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进行了简要通

信、华泰纸业董事长李晓亮为山东纸协轮值会长 ；齐

报和褒奖。

鲁工大、晨鸣、世纪阳光、齐峰新材、东顺集团、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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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十
佳
企
业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仁丰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邹平汇泽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江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金蔡伦集团

山东天和纸业有限公司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排序不分先后）

联集团等当选副会长单位 ；赵振东为专职副会长 ；张

协会的宝贵财富，新一届理事会一定要坚持好、传承

凤山、陈昭军、张寿政、赵学杰、李钦铎当选第二届

好、发扬好，握紧“接力棒”，跑好“新一程”。李洪

监事会监事，张凤山为监事长。山东纸协换届选举程

信会长提出重点抓好 3 个方面的协会工作 ：一是坚持

序完全按照山东省民政厅印发的《山东省社会团体换

正确办会方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届选举工作指引》
、协会《章程》和经会员代表大会表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弘

决通过的《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要求，公正有序、严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认真贯

谨规范。

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和国家产业政策。秉持协会宗旨，

新会长讲话和新一届理事会决议
宣布选举结果后，山东纸协新当选会长李洪信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肯定了山东纸协成立 25 年来，
引领山东造纸工业经济规模连续 25 年稳居全国前茅
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宋鸿林主任、王泽风院长
担任会长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带领大家一
起谋划的好思路、推出的好举措、形成的好作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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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汇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技术交流，包括华隆机械“废纸制浆及固废处理”、长

正能量。二是做好行业引领引导。统筹疫情防控和行

江机械“一站式纸张分切解决方案”、四启环保“发

业发展，积极发挥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密切联系政府、

扬工匠精神创造一流品牌”、热尔热工“纸机干燥部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更多地开展内容丰

节能节水环保成套系统领先技术”、恒坤环境“中国

富、实效性强，符合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技术学术交

专业精准节能曝气系统服务领军品牌”和博索尼奥拉

流等活动，积极反映行业诉求和建议。引领行业加快

茂“全球领先的叉车属具服务山东造纸工业”等专题。

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创新、高质量发展 ；引导行业加

这些各具特色及优势的技术和产品，都表达了为山东

强自律、提升质量、协调合作 ；大力推广精益管理、

造纸行业提供优质服务，助推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

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原料优化、产品升

意愿。

级等典型经验和成熟技术，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多做

会议在完成各项交流日程后，组织全体代表先后

实事。三是全力支持协会工作。太阳纸业将与全体会

参观了长江机械高端切纸机制造车间和开机演示过程、

长单位、理事单位一道，全力支持协会依照章程规定

太阳宏河纸业年产 40 万 t 高档包装纸板高智能化的先

开展各项工作，支持专职副会长和秘书处的工作。不

进大型生产线。

断加强党建工作和自身建设，强化人才培养和服务意
识，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凝
聚信心、会员满意、政府信赖、行业不可或缺的优秀
行业组织。
24 日中午，山东纸协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大会资料汇编
山东纸协秘书处编制了本次大会的资料汇编，由
山东金蔡伦集团所属阳谷毕升印务有限公司精心印制。
汇编汇集了太阳纸业、华泰集团、晨鸣集团、世纪阳

议，聘请宋鸿林、王泽风、蔡朝清为高级顾问 ；聘任

光、银河纸业、金蔡伦集团、天和纸业、凯丽特纸、

李建华、李学峰为名誉会长。聘任高兴杰为秘书长 ；

晨钟机械、山东信和等单位专门撰写的典型经验交流

聘任吴新房、任文涛、张士华、许广利、张华东、牟

材料，汇总了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北、

相忠为副秘书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山东纸协 2020 年

广西、山西 8 省区造纸行业 2019 年发展现状及分析情

度工作计划等事项。

况，充实丰富了会议内容。
在疫情防控新常态形势下，在太阳纸业、凯登机

大会专题技术交流和参观
为加强优秀企业和先进技术的推广交流，大会精

械等单位大力支持下，在全体与会代表积极配合下，
山东纸协这次大型行业会议组织有序、安全保障、日

心安排了 8 场围绕造纸行业的信息化、制浆装备技术、

程紧凑、内容丰富、交流充分，现场参观代表性强，

节能环保技术、叉车属具等专题技术交流。在 23 日

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和赞扬，是一次圆满成功

的山东纸协六届五次理事会会议和太阳纸业 & 凯登设

的行业大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备欢迎晚宴上，浪潮通用、凯登设备分别做了“‘云 +

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山东造纸产业一定会实现新一

数 +AI 融合’浪潮云 ERP 赋能智慧造纸”和“废纸制

轮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实现大而强的宏伟目标、一

浆”专题技术交流。24 日下午，高兴杰秘书长主持了

定会在新时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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