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2014年炼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天津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10立方米高炉1座 50 

2 河北 河北丰达钢铁有限公司 450立方米高炉1座 50 

3 河北 石家庄西柏坡钢铁有限公司
150立方米高炉1座
320立方米高炉1座

60 

4 河北 张家口冀钢钢铁有限公司 450立方米高炉1座 52 

5 河北 张家口市鑫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50立方米高炉1座 52 

6 河北 宣化县坤源矿业有限公司 318立方米高炉1座 30 

7 河北 昌黎县宏兴实业有限公司 318立方米高炉2座 76 

8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燕山冶金铸造有限公司 380立方米高炉2座 88 

9 河北 抚宁县缸山铸造有限公司 100立方米高炉1座 15 

10 河北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410立方米高炉2座 100 

11 河北 邢台未来冶炼铸造有限公司 340立方米高炉1座 40.5 

12 河北 武安市明芳钢铁有限公司 460立方米高炉1座 53 

13 河北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鑫汇冶金有限公司 460立方米高炉1座 53 

14 河北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文安钢铁有限公司 460立方米高炉1座 53 

15 河北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 420立方米高炉1座 49 

16 河北 河北钢铁集团金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28立方米高炉2座 53 

17 河北 河北冠丰冶金工业有限公司
420立方米高炉1座
208立方米高炉1座

73 

18 河北 武安市洺河炼铁厂 125立方米高炉1座 15 

19 河北 武安市瑞冶铸业有限公司 238立方米高炉1座 28 

20 山西 山西省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311立方米高炉1座 33 

21 山西 交口县晶泰铸造有限公司 128立方米高炉1座 7 

22 山西 山西长信工业有限公司 310立方米高炉2座 65 

23 内蒙古 乌海市顺达冶炼有限公司 348立方米高炉1座 26.4 

24 辽宁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立方米高炉3座
530立方米高炉3座

300 

25 吉林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50立方米高炉5座 250 

26 江苏 常州华夏钢铁有限公司
180立方米高炉2台
36平方米烧结机4座

50 

27 山东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50立方米高炉2座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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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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安徽 马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05立方米高炉2座
420立方米高炉2座

160 

29 安徽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360立方米高炉1座 44 

30 四川 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有限公司
460立方米高炉2座
35平方米烧结机2座

100 

31 四川 峨眉山市磷肥厂 50立方米高炉5座 15 

32 四川 四川峨眉山汇丰有限公司 50立方米高炉2座 6 

33 四川 江安县江红红渣提炼处理有限公司 112立方米高炉1座 10 

34 四川 简阳市高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0立方米高炉1座 4 

35 贵州 贵阳双辉钢铁有限公司 458立方米高炉1座 40 

36 贵州 凯里市隆兴铁艺铸件有限公司
120立方米高炉1座
50立方米高炉1座

10 

37 贵州 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永兴富锰渣厂 380立方米高炉1座 10 

38 云南 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 350立方米高炉1座 40 

39 云南 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东前分厂 220立方米高炉2座 26 

40 云南 玉溪市刘总旗活发钢铁厂 220立方米高炉2座 26 

41 云南 峨山东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20立方米高炉2座 26 

42 云南 云南省峨山恒丰钢铁有限公司 250立方米高炉1座 14 

43 陕西 华阴市新西北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320立方米高炉2座 82 

44 新疆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430立方米高炉2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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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年炼钢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0吨转炉4座 240 

2 河北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35吨转炉2座 80 

3 山西 山西省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30吨转炉3座 160 

4 山西 山西长信工业有限公司 21吨转炉2座 60 

5 山西 襄汾县新金山特钢有限公司 35吨转炉2座 100 

6 吉林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5吨转炉3座 135 

7 江苏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5吨转炉3座 180 

8 江苏 江苏沙钢集团锡兴特钢有限公司 70吨电炉1座 77 

9 江苏 常州华夏钢铁有限公司 40吨转炉1座 70 

10 浙江 余姚市兴达不锈钢有限公司 20吨钢壳磁轭液压中频炉1座 10 

11 浙江 温州仁泰钢业有限公司 8吨中频炉2座 8 

12 浙江 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 30吨中频炉2座 20 

13 山东 山东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65吨电炉1座 60 

14 安徽 马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5吨转炉3座 204 

15 安徽 安徽省蚌埠市经纬轮辋钢有限公司 20吨电炉2座 20 

16 江西 江西省闽鑫钢铁有限公司 30吨电炉1座 12 

17 江西 芦溪县长丰乡佛岭下铸钢厂
30吨转炉4座
30吨电炉4座

8.5 

18 湖北 湖北立晋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吨电炉3座
40吨电炉3座

174 

19 湖北
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大元分
公司

20吨电炉4座                          72 

20 湖北
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大仁分
公司

20吨电炉5座                                     90 

21 湖北
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楚航分
公司

20吨电炉7座                                       126 

22 四川 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有限公司 40吨转炉3座 120 

23 四川 简阳市鸿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5吨电炉2座 10 

24 四川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30吨转炉1座 30 

25 广西 苍梧东鹏不锈钢有限公司 30吨电炉1座 30 

26 广西 苍梧县中辉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25吨电炉2座 28 

27 云南 峨山县万得利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5吨转炉1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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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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云南 云南旭峰钢铁有限公司 30吨电炉2座 40 

29 陕西 华阴市新西北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30吨转炉1座 50 

30 新疆 乌鲁木齐市航天工贸有限公司 30吨电炉1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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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年焦炭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唐山市春兴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SK32-25型3.2米焦炉3座40孔 60

2 河北 唐山市滦宏炼焦制气厂 SKD3230D型3.2米焦炉4座50孔 70

3 河北 唐山市荣义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SKD32-40型3.2米焦炉4座40孔 60

4 山西 山西新绛县重庆冶炼有限公司 SK3830-105型焦炉2*60孔 60

5 山西 稷山县恒昌煤焦有限公司 SC-9843A型焦炉60孔 30

6 山西 山西永恒工贸有限公司 4340型焦炉60孔 20

7 山西 稷山县东升工贸有限公司 SC43-98型焦炉60孔 20

8 山西 稷山县纺织焦化有限公司 TJ430型焦炉60孔 20

9 山西 山西银焱集团古交高升焦化有限公司 JNK43-98D型焦炉110孔 40

10 山西 山西保利星晨煤焦化有限公司 SK4350D-2型焦炉2*55孔 60

11 山西 孝义市河东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JNK43-98D型焦炉2*45孔 50

12 山西 孝义市红塔煤焦有限公司 JNK43-98D型焦炉2*38孔 46

13 山西 孝义市恒山焦化有限公司
SK3850型焦炉55孔
SK4350型焦炉55孔

40

14 山西 孝义市福立煤化工有限公司 XSL型焦炉100孔 30

15 山西 侯马市新利焦化煤气有限公司 TJL4350-D型焦炉54孔 38

16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泰华冶炼厂 TJL4345A型焦炉80孔 50

17 山西 襄汾县成功焦化有限公司 JTL3855D型焦炉116孔 40

18 山西 临汾双山焦铝有限公司 TJL4345型焦炉90孔 60

19 山西 潞城市杉源焦化有限公司 TJL-4398D型焦炉50孔 25

20 山西 山西祥辉华远煤焦化有限公司 SK3840型焦炉2*50孔 49

21 内蒙古 翁牛特旗晋鑫煤化有限公司 土焦炉2.5*4.5米焦炉 25座26孔 3

22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隆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SJ-（96）清洁型热回收焦炉4座160
孔

60

23 辽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 本-76型4.3米焦炉2*60孔 80

24 山东 山东潍焦集团有限公司 TJL4350-D型4.3米焦炉1*63孔 40

25 安徽 马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JN43-804型焦炉1*45孔 30

26 四川 四川中油金诺石化有限公司 3341D型3.27米捣固焦炉1座40孔 20

27 四川 什邡市大洋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KBS-24型3.8米焦炉2座15孔 10

28 四川 乐山金石黄丹焦化有限公司 红旗3型2.2米焦炉4座80孔 12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29 四川 四川省犍为滴水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W85-Ⅱ型3.2米焦炉2座40孔
单炉产能5万吨直立炭化炉2组

10

30 四川 彭山鑫欣特种铸造有限公司 99-IV型3.24米焦炉2座56孔 30

31 四川 宜宾市宝能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96改良型2.8米捣固焦炉2座60孔
单炉产能12.7万吨直立炭化炉2组

25

32 四川 盐源伯特利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LJ950-20型3.2米焦炉1座35孔 15

33 湖南 汨罗市鑫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直径4.3*7.8米直立焦化炉3台 10

34 贵州
贵州关岭自治县龙腾煤焦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73型捣固改良4.6米焦炉2座共30孔 18

35 贵州 关岭自治县西南机焦有限公司 捣固型4.05米焦炉3座共40孔 20

36 贵州 贵州大龙星龙化工有限公司 2.6米机焦炉2组4座共100孔 20

37 贵州 水城县兴利焦化有限公司 99-3型3.24米焦炉1座56孔 20

38 贵州 水城盛炜焦化有限公司 99-11型3.20米焦炉1座44孔 18

39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长钢焦化有限公司 JN43-80型3.24米焦炉1座56孔 28

40 贵州 贵州桑立洁净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0米卧式隧道焦化炉1座，90米卧式
隧道焦化炉1座

16

41 贵州 兴义市三立燃料有限公司 捣固型3.6米机焦炉1座50孔 25

42 云南 曲靖泰辰焦化有限公司 99-Ⅱ型3.2米机焦炉50孔 10

43 新疆 奇台县天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单炉7.5万吨直立炭化炉2座 15

44 新疆 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QRD-2000清洁型热回收捣固式焦炉
176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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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年铁合金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石家庄三环锰硅科技有限公司
36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电炉1台
315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电炉1台

1.2 

2 河北 邢台清洲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特种铁合金炉1台 0.7 

3 河北 邢台东升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32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炉1座 0.65 

4 山西
山西晋能集团金光铁合金有限公
司

36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精炼炉）2台 2 

5 山西 定襄县东元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1台              0.13 

6 山西 平顺县纪兰冶炼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2 

7 山西 中电华益长治工业园有限公司 14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2 

8 山西
中电华益集团永济兴达实业有限
公司同力分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炉）2台      2 

9 内蒙古 内蒙古商都祥云冶金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2 

10 内蒙古
内蒙古商都县兴都铁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25 

11 内蒙古 卓资县昌隆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5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4 

12 内蒙古 丰镇市嘉鑫硅锰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 内蒙古 内蒙古瑞峰冶炼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3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2.5 

14 内蒙古 化德县博远镍铁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2 

15 内蒙古
内蒙古卓资县博亿铁合金有限公
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6 内蒙古 包头市银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6 

17 内蒙古 包头市金鹏稀土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63 

18 内蒙古 包头市三磊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6 

19 内蒙古
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冶炼有限公
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6 

20 内蒙古 包头市升华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63 

21 内蒙古
包头市东华化工冶金有限责任公
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6 

22 内蒙古 包头宏亮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63 

23 内蒙古 包头华威工业硅冶炼有限公司 90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1 

24 内蒙古 明拓集团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3台 7.2 

25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亨泰冶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4台 2.6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26 辽宁 锦州钒业有限责任公司
14.6m×3.1m×2.335m反射炉2座，
HSK7-3000/10 2500千伏安变压器1台
、b1-3电硅热法钒铁冶炼电炉1座

1 

27 吉林 洮南市金升冶金产品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硅钙矿热炉2台 0.2 

28 山东 泗水县华耐合金铸造厂
1500千伏安矿热炉（铁合金硅钙合金
电炉）2台

0.8

29 江西 萍乡市新源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炉）6台 2 

30 湖北
巴东县义和工业硅实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6300千伏安交流变压器1台

0.4 

31 湖南
湘乡市鑫兴冶金材料有限公司洙
津冶炼分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8 

32 湖南 永州市同升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7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3 

33 湖南 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
电解金属锰155立方米化合桶18个，
55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6台

3 

34 湖南 花垣县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解金属锰170立方米化合桶11个；
55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2台，6000千伏
安直流变压器1台

1.56 

35 湖南 花垣县华东锰业有限公司
电解金属锰160立方米化合桶4个5500
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0.5 

36 湖南
花垣县西部锰业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

电解金属锰155立方米化合桶4个
5087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0.5 

37 湖南 祁阳县华天冶化实业有限公司 70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33 

38 湖南 祁阳县江南贸易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2 

39 湖南 祁阳县香祁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2 

40 湖南 郴州市豪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硅锰炉）1
台
63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1.2 

41 湖南 双牌县鸿兴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8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8 

42 湖南 新宁县金利冶炼厂 90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4 

43 福建
福建省顺昌县新拓华电冶有限公
司

精炼炉1800千伏安1台、2000千伏安1
台、3200千伏安1台、粗炼炉3000千伏
安2台、2500千伏安1台

3.62 

44 福建 上杭县溪口乡广达冶金厂 6300千伏安工业硅冶炼炉1台 0.4 

45 四川 崇州市蜀兴电冶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镍铁炉）1台
5000千伏安矿热炉（镍铁炉）1台

1 

46 四川 广汉市玖鑫低品镍烧结有限公司 60立方米锰铁高炉2座 3 

47 四川
四川金广实业（集团）沙湾铁合
金有限责任公司

7500千伏安精炼炉（镍铁炉）2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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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四川 洪雅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1台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5 

49 四川 四川广安华强冶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高碳烙铁炉）2台 2.4 

50 四川 达州市金源电化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高碳铬铁炉）1台 1.2 

51 四川
四川省芦山县大川铁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3500千伏安矿热炉（高碳铬铁炉）1台 1.5 

52 四川
芦山县投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雅安永新合金有限公司）

2000千伏安熔炼电炉（稀土硅镁炉）1
台、1500千伏安熔炼电炉（稀土硅镁
炉）2台

2 

53 四川 四川省荥经鸿运铁合金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1台 0.22 

54 四川 四川天全县宏运电冶厂 3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1台 0.2 

55 四川 石棉县大渡河工业硅厂
3200千伏安矿热炉（工业硅冶炼炉）3
台、6300千伏安矿热炉（工业硅冶炼
炉）1台

0.8 

56 四川
四川西昌泸山铁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

50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炉）2台 0.8 

57 四川 峨眉山市固久钢球厂
1800千伏安矿热炉1台、5吨电弧炉1台
、1吨中频炉2台、0.5吨中频炉2台

0.64 

58 重庆 城口县金大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 

59 广西 宾阳县宏鑫冶炼有限公司

35立方高炉及布袋除尘设备系统、烧
结系统风机、热风炉3座；25立方高炉
及布袋除尘设备系统、烧结系统风机
、热风炉3座

2.5 

60 广西 广西融水森雷工业硅厂 6300千伏安电热炉2台 2 

61 广西 全州县天马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2 广西 全州县世昌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3 广西 全州县丰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4 广西 全州县东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5 广西 全州县胜亿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6 广西 资源县双江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 

67 广西 资源县顺城矿产制品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8 广西 资源县大顺矿产品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69 广西 资源县天野矿产品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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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广西 龙胜县合信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冶炼炉2台 0.8 

71 广西 永福县百寿永盛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2 广西
永福县百寿腾飞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3 广西 永福鑫源硅锰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4 广西 桂林市桂江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5 广西 桂林金殿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6 广西 龙胜县和平锰铁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77 广西 桂林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
180立方米锰铁高炉4座
9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6.7 

78 广西 防城港兴发冶炼厂 13立方米锰铁高炉1座 0.7 

79 广西 防城港市旺达矿业有限公司 13立方米锰铁高炉1座 0.7 

80 广西 钦州市明晖冶炼有限公司 13、18立方米富锰渣炉各1座 3 

81 广西 贵港市大华锰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82 广西 德保县中太贸易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 

83 广西 靖西县闽龙锰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 

84 广西 靖西县新兴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 

85 广西 凌云县天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86 广西 凌云县永和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87 广西 田阳县富凯矿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63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1 

88 广西 德保县鑫隆锰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1 

89 广西 广西大化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90 广西
广西大化县弘鑫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0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2.5 

91 广西 广西大化新亚硅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冶炼炉2台 0.8 

92 广西 广西大化联丰矿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93 广西 广西南丹化肥厂 46立方米锰铁高炉2座 2.5 

94 广西 金秀县金源矿冶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95 广西 金秀县鑫泰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63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1 

96 广西 广西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
180立方米锰铁高炉1座
230立方米锰铁高炉1座
24立方米烧结机1台

19 

97 广西 龙州县水口鑫星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电炉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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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广西 重庆汉鑫崇左市龙州分公司 63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电炉2台 2 

99 广西
大新县新锰门窗有限公司（原大
新县锰都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电炉1台 1 

100 广西 广西环江蓝天锰业有限公司
电解金属锰120立方米化合桶4个
1000千伏安整流变压器1台

0.3 

101 贵州
贵州省岑巩县东正锰业有限责任
公司

900立方米化合桶6个
50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2台

1 

102 贵州
贵州省松桃三和锰业集团鑫旺有
限公司

110立方米化合桶5个
60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0.5 

103 贵州
贵州省松桃宇光锰业有限责任公
司

160立方米化合桶5个
43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2台
50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1 

104 贵州
贵州玉屏有色冶金集团湘黔锰业
有限公司

200立方米化合桶6个
6000千伏安直流变压器1台

0.5 

105 贵州
五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

8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5 

106 贵州 安顺顺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镍铁矿热炉5台 3 

107 贵州
峨眉山市金成炉料公司长顺分公
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3台 3 

108 贵州
贵州龙里龙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长顺分厂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2台 2 

109 贵州
贵州长顺物产龙腾铁合金有限公
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10 贵州 长顺红枫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11 贵州 贵州省惠水铁合金厂 3000千伏安精炼炉1台 0.9 

112 贵州 荔波桂鑫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13 贵州
蒙江流域开发有限公司罗甸县冶
金分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2台 0.8 

114 贵州 罗甸县宏宇发展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3台 1.2 

115 贵州
贵州广盛融源矿业集团雷山捷运
锰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2台 2 

116 贵州
贵州亿祥矿业〔集团〕雷山凯运
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2台
1800千伏安高碳精炼炉1台

2.5 

117 贵州 雷山德友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高碳铬铁矿热炉1台 1 

118 贵州
贵州省岑巩县天源冶炼有限责任
公司

6300千伏安高碳铬铁矿热炉1台 1 

119 贵州
贵州省榕江县电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20 贵州 黎平县金力硅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1台 0.4 

121 贵州 黎平县腾达硅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1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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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贵州 贵州省黎平连发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2台 0.8 

123 贵州
贵州省榕江县文美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1台 0.4 

124 贵州
贵州省从江县联兴工业硅有限责
任公司

6300千伏安工业硅矿热炉1台 0.4 

125 贵州 镇远县顺发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镍铁矿热炉1台 1 

126 贵州 贵州省镇远县西秀电冶厂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27 贵州 铜仁市福盛铁合金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 

128 贵州 铜仁市湘贵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3600千伏安精炼炉１台 1 

129 贵州 铜仁市力源硅业有限公司
8000千伏安矿热炉１台
9000千伏安矿热炉１台

3 

130 贵州
贵州玉屏有色冶金集团宏森工贸
有限公司

9300千伏安高碳铬铁矿热炉1台 1.6 

131 贵州 松桃新世纪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高碳铬铁矿热炉1台 1 

132 贵州 普安县石寨坪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3 贵州
黔西南州博宇（集团）顶效宏发
铁合金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1台 1 

134 云南 云南建水华通锰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5 云南 弥勒市冶金建材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6 云南 丽江黑白水发电有限公司冶炼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7 云南
云南三鑫矿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砚山分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38 云南 砚山阿舍鹏呈冶炼厂 80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4 

139 云南 云南省鹤庆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2.0 

140 云南 云南迪庆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9 

141 云南 云南保山科源硅电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0.7 

142 云南 文山市建国硅锰冶炼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43 云南 砚山县永胜硅锰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44 云南 云南汇呈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1 

145 云南 怒江鼎盛冶化有限公司银坡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36 

146 陕西 陕西恒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铁合金矿热炉2台 2 

147 陕西 韩城市添工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炉2台 2 

148 陕西 神木县联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2台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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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陕西 神府矿区镇大电石厂 1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2台 0.18 

150 甘肃 榆中鸿鑫硅铁厂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炉）1台 0.6 

151 甘肃 景泰长城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36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1台 0.36 

152 甘肃 甘肃华藏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炉）2台 0.8 

153 甘肃 临泽县华兴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硅锰炉）1台 0.6 

154 青海 青海西部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75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90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6 

155 青海
海南州鑫源铁合金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80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 

156 宁夏
宁夏博利特殊合金厂（有限公
司）

5000千伏安（硅钙）矿热炉1台 0.3 

157 宁夏 宁夏英力特河滨冶金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4台 4 

158 宁夏 石嘴山市科通冶金工贸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硅钙）矿热炉2台 0.24 

159 宁夏 石嘴山市恒通伟业冶金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2台 2 

160 宁夏 宁夏吉元冶金集团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镍铁）矿热炉2台 2.5 

161 宁夏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福华冶金有限
公司

10000千伏安（硅锰）矿热炉2台 3.2 

162 宁夏 宁夏普华冶金制品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1台 1 

163 宁夏 宁夏天净天达冶金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4台 4 

164 宁夏 宁夏东鑫冶炼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1台
20000千伏安（硅铁）矿热炉1台

2.6 

7



五、2014年电石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山西 长治市漳泽安铁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2 山西 长治市协力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3 山西 山西长治漳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8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3.6 

4 山西 长治市安阳化工厂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5 山西 山西磊鑫电力硅镁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6 山西 屯留县明辰新能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7 山西 襄垣县五阳新源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8 内蒙古 乌海市吉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7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3.5 

9 内蒙古 乌海市海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3台 7.5 

10 内蒙古 乌海市丰源化工有限公司
13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5.2 

11 内蒙古 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4 

12 内蒙古 准旗广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13 内蒙古 准旗滨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14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新华结晶硅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电石炉4台 5 

15 内蒙古 内蒙古鄂托克旗荣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16 内蒙古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达拉特分
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17 内蒙古 内蒙古呼铁如意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80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7.2 

18 内蒙古 乌海市海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17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6 

19 湖北 郧县兴能电化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2.5 

20 湖北 湖北咸宁恒宇工业有限公司 15000千伏安内燃式电石炉2台 6 

21 湖北 咸宁市天宏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内燃式电石炉1台 2.5 

22 福建 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 16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6 

23 四川 四川省宜宾昌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千伏安电石炉4台 16 

24 四川 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 10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25 贵州 贵州爱东电化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26 贵州 贵州省普安县普天电冶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2 

27 贵州 兴义市立根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25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16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8.3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28 贵州
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威龙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4 

29 陕西 神木县北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30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热力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31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浩涛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32 甘肃 永登镕凯电石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33 甘肃 白银百陆电冶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34 宁夏 石嘴山市鹏盛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2台 5 

35 宁夏 宁夏欣宇特化工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5 

36 宁夏 宁夏宝马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千伏安电石炉3台 12 

37 宁夏 宁夏金牛集团锦海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16500千伏安电石炉3台 9.9 

38 宁夏 宁夏长和化工有限公司 130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2.6 

39 宁夏 宁夏中卫市俱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6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3.3 

40 宁夏 中宁县隆鑫实业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16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5.8 

2



六、2014年电解铝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山东 山东东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泰山铝业分公司 190千安预焙电解槽124台 6.4 

2 河南 郑州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180千安预培电解槽134台 6.25 

3 湖北 汉江丹江口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14.5千安预培电解槽68台 2 

4 贵州 贵州省遵义金兰（集团）伟明铝业有限公司 85千安预焙电解槽144台 3.2 

5 贵州 贵州省安顺黄果树铝业有限公司 85千安预焙电解槽208台 4.5 

6 陕西 陕西铜川铝业有限公司 110千安预焙电解槽330台 9 

7 宁夏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千安预焙电解槽244台
160千安预焙电解槽200台

16.5 

1



七、2014年铜（含再生铜）冶炼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河北魏县三祥金属有限公司 100吨反射炉1台 3 

2 内蒙古
翁牛特旗新烨有色金属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1.8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1 

3 浙江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0.5吨半连铸熔炼炉36台
工频感应炉1台、煤气退火炉3台

2 

4 浙江 浙江盛凯铜业有限公司 1.5吨中频炉1台 0.2 

5 山东 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400千伏安电炉2台 0.9 

6 山东 山东山铝四通镍业有限公司

6.8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90千瓦引风2
台，煤气发生炉Φ1.5米1台，烧结箱1套
（16台），除尘设备3套，90千瓦引风机
1台

1.8 

7 江西 余干县鑫源铜业有限公司 80吨反射炉2台 2.6 

8 江西 永新县金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8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1 

9 江西 江西晨飞铜业有限公司 1.8平方米密闭鼓风炉3台 2 

10 江西 江西康成铜业有限公司 70吨反射炉1台 2 

11 江西 江西亚菲达铜业有限公司
90吨反射炉1台
315千伏安电炉2台

1.5 

12 江西 贵溪市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100吨反射炉1台 1 

13 江西 贵溪市宏欣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2台 1.5 

14 江西 江西金雕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2台
200千伏安电炉2台

2 

15 江西 贵溪市恒鹏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日产90吨反射炉1台 1 

16 江西 贵溪金砖铜业有限公司
1.5平方米密闭式鼓风炉2台 
500千伏安电炉2台

1.5 

17 江西 贵溪德源铜业有限公司 90吨（日产）反射炉1台 2 

18 江西 贵溪华晋铜业有限公司
80吨反射炉1台；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
1台；750千伏安电炉2台

2.5 

19 江西 红旗集团江西铜业有限公司 120吨反射炉1台 2 

20 江西 贵溪有限公司宇星铜业
60吨反射炉1台
340千伏安电炉2台

1.5 

21 江西 江西亿能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340千伏安电炉4台

2 

22 江西 进贤县风神铜业有限公司 50吨反射炉1台 1.2 

23 江西 江西省金发铜业有限公司
30吨反射炉1台；210千伏安电炉7台；
420千伏安电炉7台

0.9 

24 湖北 大冶市陈贵镇国发冶炼厂
4.5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2.4平方米密闭鼓风炉2台

3 

1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25 湖北
大冶市雄狮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
司

1250千伏安电炉1台 0.15 

26 湖北 黄石市海达工贸有限公司
2.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2台
3.5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1.8 

27 湖北 大冶市兴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１台
3.0平方米密闭鼓风炉１台

1.5 

28 湖南 永兴县金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1.2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6×7平方米焙烧炉4台

1.5 

29 湖南 汨罗市长青铜业有限公司

1000千伏安电炉1台，1.5平方米密闭鼓
风炉1台，220千瓦发电机组1套，MCS-
140除尘器1套，除尘冷却设备1套，R81-
200液压打包机1台，1.5平方米密闭鼓风
炉1台，CTIB14-3圆剪机1台，80吨反射
熔炼炉1台

3 

30 湖南 汨罗市金龙铜业有限公司

80吨冶炼反射炉1台、3平方米密闭鼓风
炉2台、Y83-1250金属液压打包机1台、
除尘及冷却设备2套、ψ10米转盘浇铸机
1台、18.5-55千瓦风机8台、除尘及冷却
设备2套、150米烟囱、烟道1套、60T供
储油设备1套、HQG(L)K1-5提升机3台、
HQG(L)K1-5起重机4台、SS1000空压机组
1套、WF-180B破碎机组1套、6-15制砖机
1台

3.2 

31 湖南 汨罗市钱江铜业有限公司

4平方米密闭鼓风炉3台，125千伏安电炉
4台，HQG（L）K1-2起重机3台，FAS-50S
空压机1台，R81-125金属液压打包机
1台，40吨地磅1台，直径10米转盘浇铸
机1台，除尘及冷却设备1套，55千瓦风
机2台

2.5 

32 湖南 湖南省金一科技有限公司

350千伏安电炉1台、250千伏安电炉4台
、300千伏安发电机组2台、MCS-140除尘
器2台、R81-200液压打包机1台、R81-50
液压打包机1台、FAS-50S充气泵1台、除
尘冷却设备2套

3.6 

33 湖南 汨罗市长江铜业有限公司

120吨反射炉2台、直径2.6米煤转气炉2
台、钢连铸连轧机及附设生产线1条、
2.6米冷却塔2台、Ф11米转盘浇铸机1台
、10立方米空压机2台、1007/小时喂料
机 1台、Y81-1250液压打包机台2台、
650千伏安变压器2台、LD57单梁起重机4
套、SK等离子交换机1套、烟气除尘设备
1套、55千瓦风机1台

3 

34 湖南 湖南银联湘北铜业有限公司
150千伏安电炉4台
165千伏安电炉1台

1.5 

2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35 湖南 衡阳骏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0吨反射炉1台（套）
30吨反射炉2台（套）
95千瓦收尘风机1台
75千瓦收尘风机2台
1800平方米布袋收尘室1套
烟气脱硫塔系统1套
供配电系统1套
铜烟尘浸出脱锌系统1套

0.5 

36 广东 梅州市明珠冶炼有限公司
8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
80吨反射炉1台

1.5 

37 四川 四川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14.7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13.5平方米
连吹炉2台、18吨转炉1台

3 

38 贵州 贵州高科铜业有限公司
1平方米密闭鼓风炉4台，100吨反射炉1
台，120千伏安电炉2台

1.2 

39 云南 嵩明县旭东冶炼厂 1.6平方米鼓风炉1台 0.28 

40 云南 昆明全源矿业有限公司 1.6平方米鼓风炉1台 0.18 

41 宁夏 宁夏春明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36平方米密闭鼓风炉1台、0.5吨反射炉2
台、250千伏安电炉2台及下游铜粉生产
线2条

0.05 

42 新疆
新疆联合鑫旺多金属冶炼有限公
司

9平方米密闭鼓风1台 1 

43 新疆
新疆广石冶金（集团）工业有限
公司

80吨反射炉1台，500千伏安电炉2台 3 

3



八、2014年铅（含再生铅）冶炼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藁城市瑞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9平方米烧结盘36台、6立方米冶炼炉2座
、6平方米反射炉2台

4 

2 内蒙古 内蒙古兴安银铅冶炼有限公司 5.47平方米鼓风炉1台 6 

3 安徽 太和县大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DKS电池自动拆解机1套，铅膏脱硫装置1
套，PL型熔炼炉4台，XG煤气发生炉2台，
JL型精铅炉4台，DH型合金炉8台，布袋除
尘、SF型复合式水膜除尘器6套，KE-10型
铅烟净化装置1套，ZYG型铅酸废水综合处
理装置1套

10 

4 湖北 黄石大江集团有限公司
40平方米烧结机1台、2.5平方米鼓风炉及
相关设备

1 

5 湖南 衡阳雁星金属有限公司
90平方米烧结机1台，2平方米鼓风炉
1台，年产5万吨硫酸制酸系统1套，沸腾
炉1座，布袋除尘系统1套

2.5 

6 湖南 衡阳骏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0吨反射炉2台（套）
10平方米烧结床2台
1800平方米布袋收尘室1套
烟气脱硫塔系统1套

1.5 

7 湖南 邵阳县彩鑫制釉有限公司

30平方米烧结机1台；6吨烧结炉5套；1.5
平米鼓风炉2台；窑炉式熔铅炉2台；煤气
发生炉2座，粉碎机2台；制酸及尾气吸收
系统1套，布袋除尘2套，收尘室2座

2.5 

8 广西 南丹县庆年冶化厂 1.5平方米烧结盘120台 1 

9 贵州 贵州长龙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40吨烧结锅4台，3平方米烧结盘15台，4
平方米鼓风炉1台,16立方米冶炼炉1座,6
平方米反射炉2台

1.1 

10 贵州 台江县盛达金属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密闭鼓风炉2台，25吨铅回收反射炉2台，
喷煤炉等设备8套

3 

11 云南 蒙自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3平方米鼓风炉1座 1 

12 宁夏 灵武市恒业有色金属冶化有限公司
48平方米烧结机1台，2.4立方米单段式煤
气发生炉1台

2 

1



九、2014年水泥（熟料及磨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河北 平山县东山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2 河北 平山县宋家峪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3 河北 石家庄光建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5*13米粉磨机组1套 50

4 河北 石家庄恒达鑫商贸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5 河北 平山县平圣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6 河北 平山县天山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7 河北
平山县平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鑫鹏
分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8 河北
平山县平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40

9 河北 平山县隆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3.0*13米粉磨机组1套

70

10 河北 平山县鑫源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3.0*13米粉磨机组1套

70

11 河北 平山县冀鹿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3*13米粉磨机组1套 30

12 河北 石家庄联达水泥有限公司
熟料：Ф2.5*42米干法中空旋窑生产线
1条

10

13 河北 石家庄市矿区红跃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2.2*4.4米粉磨机组1套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0.8米粉磨机组1套

35

14 河北 河北西柏坡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特种
水泥）

20

15 河北 石家庄获东建材厂 磨机：Ф2.6米*9.5米粉磨机组1套 13

16 河北 河北天石双熊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特种水泥：Ф1.9米*36米旋窑（中空
窑）生产线2条，Ф1.83米*6.4米 生料
磨1台，Ф1.83米*7.1米水泥磨1台

3

17 河北 石家庄市矿区红跃建材有限公司
熟料：Ф2.9*40米新型干法预分解窑生
产线1条

20

18 河北 河北西柏坡建材有限公司 熟料：Ф3*52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21

19 河北 滦平县三利水泥厂 磨机：Ф2.4*8米粉磨机组1套 20

20 河北 隆化县东方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2*9米粉磨机组1套 10

21 河北 平泉立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5

22 河北 兴隆县热河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23 河北 承德兴厦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磨机：Ф2.4*11.5米粉磨机组1套 20

24 河北 秦皇岛市蓝图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25 河北 唐山京东水泥有限公司 熟料：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6 河北 迁安市元宇水泥厂 磨机：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15

27 河北 迁安市永固油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熟料: Ф3.5*65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20

28 河北 迁安市大宇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29 河北 迁安市建发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20

30 河北 迁安市金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20

31 河北 迁安市正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5

32 河北 唐山市冀昌水泥厂
熟料：Ф2.9*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磨机：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6.6

33 河北 唐山武山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8米粉磨机组1套 20

34 河北 唐山市光明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20

35 河北 唐山燕龙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 米粉磨机组1套 20

36 河北 玉田民权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磨机：Ф2.4*7.5米和Ф2.4*8米粉磨机
组各1套

40

37 河北 玉田县京螺水泥厂 磨机：Ф2.4*9.5米粉磨机组1套 20

38 河北 唐山金顺达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39 河北 唐山京玉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8米粉磨机组1套 20

40 河北 唐山金马启新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8 米粉磨机组1套 20

41 河北 唐山冀强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和Ф2.4*10米粉磨机
组各1套

40

42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石金水泥厂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43 河北 唐山市筑成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44 河北 唐山市燕山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 米粉磨机组1套 20

45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宏达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46 河北 宏文京华（唐山）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0.5米粉磨机组1套 20

47 河北 唐山市利丰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20

48 河北
唐山曙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水
泥厂

磨机：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20

49 河北 唐山市宝泰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5

50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占国水泥厂 磨机：Ф2.2*8米粉磨机组1套 10

51 河北 唐山市幸福河水泥有限公司
熟料：Ф2.8*55旋窑（湿法窑）生产线
1条

8

52 河北 唐山市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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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53 河北 三河市燕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2*9.5米粉磨机组2套

39

54 河北 三河市福成隆泰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4.0*13米粉磨机组1套
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100

55 河北 三河市京津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2套 70

56 河北 三河市奥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67

57 河北 三河市三星水泥厂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3套 105

58 河北 三河市残联吉强水泥厂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35

59 河北 三河市筑成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50

60 河北 三河市创业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1.5*5.7米粉磨机组1套 5

61 河北 三河市燕东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70

62 河北 三河市长城水泥厂

磨机：Ф3.5*14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107

63 河北 三河市兴业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2套 70

64 河北 三河市金盾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35

65 河北 三河市新集第一水泥厂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66 河北 三河市宏山水泥厂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2套 40

67 河北 三河市勇胜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8*13米粉磨机组2套
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Ф3.0*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240

68 河北 三河市东方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2套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9米粉磨机组1套

105

69 河北 三河市九华矿粉厂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70 河北 三河市太行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71 河北 三河市灵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磨机：Ф2.4*10米粉磨机组3套 45

72 河北 三河市宏大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30

73 河北 三河市岩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4*7.5米粉磨机组1套

30

74 河北 三河市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4.2*11米粉磨机组1套 80

75 河北 三河市万顺合矿粉厂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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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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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河北 大厂县冀宏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0.5米粉磨机组1套
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60

77 河北 大厂县旭东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0.5米粉磨机组1套
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60

78 河北 涿州市晋先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Ф2.2*7米粉磨机组2套

15

79 河北 涞水县永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磨机：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10

80 河北 高碑店市懋源水泥厂
熟料：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磨机：Ф2.6*9米粉磨机组1套

10

81 河北 高碑店市铁西水泥厂 磨机：Ф2.2*7米粉磨机组2套 20

82 河北 高碑店市华北水泥厂 磨机：Ф1.83*7米粉磨机组1套 8

83 河北 曲阳县恒岳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5

84 河北 邢台东润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4*12米水泥磨机组1套
Ф2.2*9.5米矿粉磨机组1套

6.1

85 河北 河北仙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磨机：Ф2.2*6.5米磨机组2套
Ф2.4*13米粉磨机组2套

32.2

86 河北 邢台县第二水泥公司
磨机：Ф2.2*7米磨机组1套
Ф2.2*7.5米磨机组1套

15.9

87 河北
邢台天马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临城分
公司

磨机：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20

88 河北 邢台市水泥厂
磨机：Ф2.2*6.5米粉磨机组3套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5

89 河北 邢台市东方水泥厂
磨机：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4.2

90 河北 邢台市鑫鑫特种水泥股份合作公司
磨机：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0

91 河北
河北省武安市元宝山工业集团水泥
有限公司

熟料：Ф3.0*10米机立窑2座
磨机：Ф2.4*10.5米粉磨机组1套
磨机：Ф2.2*6.5米粉磨机组2套

20

92 河北 武安市常胜水泥有限公司 磨机：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10

93 河北 武安市昌兴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磨机：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磨机：Ф2.2*11米粉磨机组1套

20

94 河北 武安市保事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磨机：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20

95 河北 武安市延恒水泥有限公司
熟料：Ф2.8*10米机立窑1座
磨机：Ф1.83*7.5米粉磨机组1套

10

96 河北 武安市第三水泥厂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97 河北 邯郸市鼓兴水泥厂 磨机：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98 河北 邯郸市峰峰水泥有限公司
熟料：机立窑Ф3.1*10.5米，Ф3.1*11
米，Ф3.2*12米各1条

31

99 河北 邯郸筑城水泥厂
熟料：机立窑Ф3.1*10米2台，Ф
3.2*12米1条
磨机：Ф2.2*7米粉磨机组2套

31

100 河北
邯郸市筑宏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熟料：机立窑Ф3.2*10米3条
磨机：Ф2.2*6.5米粉磨机组3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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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河北 邯郸县奥峰水泥厂 磨机：Ф2.2*11米粉磨机组1套 10

102 河北 邯郸县德源粉磨厂 磨机：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30

103 山西 五台县宏泰水泥有限公司
Ф3.8*11米机立窑1条
Ф2.2*9.5米水泥磨1台

15

104 山西 晋中市洪鑫泰实业有限公司
Ф2.5*40米回转窑1条
Ф2.4*7米水泥磨1台

5.5

105 山西 阳城县洎鑫建材有限公司 Ф2.2*11米、Ф2.4*8米磨机各1台 20

106 山西 阳城县金汤建材有限公司 Ф2.6*13米磨机1台 20

107 山西 沁水县沁喜水泥有限公司
Ф2.2*7.5米水泥磨1台
Ф2.6*13米高细磨1台

30

108 山西 吕梁康盛水泥有限公司 Ф2.4*8米水泥磨机2台 20

109 内蒙古 赤峰鲁蒙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Ф4.0*8.5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32

110 内蒙古 赤峰市哈波水泥厂 Ф4.2*8.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8

111 内蒙古 鄂尔多斯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112 内蒙古 内蒙古青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4x10米粉磨机组1套
Ф2.4x13米粉磨机组1套

35

113 内蒙古
商都县民宇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
公司

Ф2.2*9米粉磨机组2套  20

114 内蒙古 包头蒙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12米粉磨机组1套 14

115 内蒙古 包头市同达乌拉山水泥有限公司
Ф3*11米粉磨机组1套
Ф3*13米粉磨机组1套

60

116 内蒙古 包头市祥顺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Ф2.4*13米粉磨机组2套 36

117 内蒙古 包头明峰建材有限公司 Ф3.2*13米粉磨机组2套 80

118 内蒙古 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4.2*11米粉磨机组2套
Ф3*13米粉磨机组1套

160

119 内蒙古 固阳县华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0*1000mm鄂式破碎机4台
2PG1000*800mm对辊机2台
Ф2*20m立式烘干机1台
Ф2.4*13m球磨机2台，共有2条生产线

40

120 内蒙古
西卓子山草原水泥集团包头三固有
限责任公司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10

121 内蒙古 乌后旗祺祥建材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4.0*8.6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26

122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鸿达建材有限公司 Ф3.2*12.3米机立窑生产线3条 30

123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创亿原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Ф3.2*11.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1*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60

124 内蒙古 多伦县盟东水泥厂 Ф2.4*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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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辽宁 辽宁省凌源市北方建材有限公司 Ф3.4*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26 吉林 吉林省天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45米带分解炉的回转窑生产线1
条，Ф2.4*8.5米球磨机生产线1条

26

127 吉林 吉林省天意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2.2*7米球磨机生产线2

20

128 吉林 桦甸市松源水泥有限公司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

22

129 吉林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Ф3.2*50米带分解炉的回转窑生产线1
条

30

130 吉林 抚松银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8*9.6米机立窑生产线产线 12

131 吉林 白山北华水泥有限公司 Ф4*8.6米JT窑生产线1条 16

132 吉林 吉林省天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9米*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0米*54米中空余热发电回转窑生产
线1条
Ф3.6米*74米中空余热发电回转窑1座
Ф2.2米*6.5米生料磨2套
Ф2.2米*6.5米水泥磨2套

30

133 黑龙江 哈尔滨三岭水泥有限公司
Ф3.3*50米新型干法窑外分解回转窑1
条

33

134 黑龙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北方水泥有限
公司

Ф3.2*10米机立窑2条 20

135 黑龙江 七台河纬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40米带分解炉回转窑1条 12

136 江苏 江苏阳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Ф3.2*50米熟料窑（旋窑）1条 31

137 江苏 宜兴市国山水泥有限公司 Ф3.2*13米水泥磨机1台 40

138 江苏 吴江市三狮水泥有限公司
Ф3*11米磨机1台
Ф3.2*13米磨机1台

70

139 江苏 江苏远东水泥有限公司 直径3.2米*11米立窑1条 12

140 安徽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桃冲矿
业公司水泥厂

Ф3.2*52米干法预分解窑生产线1条
Ф3.0*11米闭路磨1台
Ф3.0*9米闭路磨1台

31

141 安徽 霍邱县新中天水泥有限公司 Ф3.1*11米机立窑2条 20

142 江西 铅山县玉平水泥总厂 Ф3*10米机立窑1条 10

143 江西 吉安市光华实业有限公司 Ф3.6*12米机立窑1条 12

144 江西 江西庐陵水泥有限公司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45 江西 安福县泰昌水泥有限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46 江西 永新县江丽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1*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47 江西 江西省圣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Ф3.3*50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35

148 江西 赣州会昌山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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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江西 萍乡市葡萄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8.8

150 江西 萍乡市昌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51 江西 萍乡市远大水泥粉磨站 Ф3.6*13米机立窑生产线3条 36

152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固新水泥厂 Ф3.2*15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2

153 江西 萍乡市四达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Ф3米*13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54 江西
江西惠金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市昌盛
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20

155 江西
江西省莲花县钱江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56 江西 莲花县琴亭镇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57 江西 江西日江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Ф2.8*9.5米立窑生产线1条
Ф3*11米立窑生产线2条

28

158 湖北 郧县汉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米磨机2台
Ф2.2米*7.5、Ф2.2*9米磨机各1台

34

159 湖北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Ф4.0*145米旋窑（湿磨干烧）生产线2
条(64万吨)
Ф3.0*48米带分解炉的旋窑生产线1条
(24万吨)
Ф2.2*11米水泥磨1台
Ф3.0*9米水泥磨1台

88

160 湖北 赤壁中南水泥有限公司 Ф3米*48米带分解炉回转窑生产线1条 24

161 湖北 巴东金字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4*6.5米粉磨机组2台(套)
Ф2.4*7米水泥磨机组2台(套)

19

162 湖北 建始县景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4*7.5米磨机1台
Ф1.83*7米磨机2台

19

163 湖北 咸丰县协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2.4*10米磨机2台
Ф2.2*7.5米磨机2台

21

164 湖北 咸丰县楚霸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4*8米磨机2台
Ф2.4*10米磨机2台

20

165 湖北 湖北水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Ф3.2*11米立窑1条
Ф3.0*11米立窑2条
Ф2.2*7米生料磨1台
Ф2.4*10米水泥磨1台
Ф1.83*7米生料磨1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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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湖北 葛洲坝老河口水泥有限公司
Ф3.5*54米带分解炉的回转窑生产线1
条
Ф2.4*13米生料磨1台

48

167 湖南 长沙五环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8.8

168 湖南 湖南洞庭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3条
Ф2.2*7米磨机5台

30

169 湖南 洞口县水泥厂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70 湖南 双峰县湘银水泥厂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10

171 湖南 冷水江市华鑫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72 湖南 湖南长沙顺达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8.8

173 湖南 攸县金水江水泥厂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74 湖南 湖南省长沙富华水泥厂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8.8

175 湖南 长沙中柱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Ф1.83*7米粉磨机组2套

10

176 湖南 长沙金桥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8.8

177 湖南 双狮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8.8

178 湖南 宁乡县望峰建材厂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4套

17.6

179 湖南 长沙湘宁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6.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Ф1.83*7米粉磨机组2套

13.2

180 湖南 宁乡县新城建筑材料厂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4套

17.6

181 湖南 攸县黄丰桥水泥厂 Ф3.1*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82 湖南 常德市湘北太阳山水泥有限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1.83*7米、Ф2.2*7.5米磨机组2套

8.8

183 湖南 辰溪县丹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184 湖南 龙山县民安水泥厂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85 湖南 湘乡棋梓桥水泥有限公司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86 湖南 澧县澧峰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0米粉磨机组1套

10

187 湖南 洪江市港翔实业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88 湖南 新晃侗族自治县湘浙水泥有限公司 Ф3.3*12.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89 湖南 辰溪建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9.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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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湖南 靖州县金宏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1 湖南 通道县通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2 湖南 益阳市万鑫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3条
Ф2.4*8米粉磨4套

30

193 湖南 湖南省桃江县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米磨机2台

20

194 湖南 湖南省向阳水泥厂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磨机2台

10

195 广东 仁化县丹霞和兴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6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民族水泥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7 广东 乐昌市坪石三益水泥股份合作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8 广东 乐昌市汇力水泥有限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199 广东 韶关市华兴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00 广东 梅县凯跃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4条 40

201 广东
梅县华兴水泥有限公司（梅县华兴
水泥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02 广东
五华县水泥厂（五华县眉山水泥有
限公司）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9

203 广东 五华县环兴建材有限公司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9

204 广东 兴宁市龙江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05 广东 连州莞龙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9*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9

206 广东 连山县茂从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07 广东
阳山县公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
阳山县兴华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6条 60

208 广东 恩平市横陂水泥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20

209 广东 化州市中垌水泥厂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5*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6

210 广东 高州市达荣水泥有限公司
Ф2.6*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7

211 广东 广东省三A水泥有限公司长坡分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3条 30

212 广东 高州市三羊水泥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213 广东 罗定市金昌白水泥有限公司 Ф1.9/1.6*36米干法中空窑生产线2条 3

214 广东 梅州金三角旋窑水泥厂有限公司 Ф2.4*13米粉磨机组2套 30

215 福建 福建省安溪三元岩水泥有限公司 Ф3.2*51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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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福建 福建省尤溪县坂面水泥厂 Ф3.0*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

217 福建 福建南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Ф3*48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24

Ф2.2*13米磨机2台
Ф2.6*13米磨机1台

60

218 福建 永定县丰田水泥厂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2

219 四川 自贡市童寺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Ф3.1*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1*11米机立窑1台、Ф2.2*7.5米生料
磨机1台、Ф2.4*11米水泥磨机1台）

11

220 四川 隆昌县镇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2*11米机立窑1台、Ф2.1*11米水泥
磨机1台、Ф1.83*7米生料磨机1台）

11

221 四川 乐山民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50米旋窑（中空窑）生产线1条
（包括Ф2.5*50米旋窑（中空窑）1台
、Ф2.2*7.5米生料磨机1台，Ф
2.2*7.5米水泥磨机1台、Ф2.2*4.4米
生料磨机1台、Ф1.87*7米水泥磨机
1台）

6

222 四川
乐山市山水建材有限公司金山水泥
厂

Ф2.5*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2.5*10米机立窑1台、Ф1.5*8米生料磨
机1台、Ф1.2*8米水泥磨机1台）

5

223 四川 乐山市三和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2*11米机立窑1台、Ф2.2*6.5米生料
磨机2台、Ф2.4*13米水泥磨机1台）

11

224 四川 四川省磊鑫实业有限公司
Φ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Φ
2.2*7.0米粉磨机组2套

10

225 四川 南江县水泥公司
Ф3.4*11.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
Ф3.4*11.5米机立窑1台，Ф2.2*7.5米
生料磨机1台）

12

226 四川 资阳市长沙埂水泥有限公司
Ф3*9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包括Ф3*9
米机立窑2台、Ф1.83*7米生料磨机2台
、Ф2.2*7.5米水泥磨机2台）

20

227 四川
简阳市红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亚
水泥厂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5*8.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2*11米机立窑1台、Ф2.5*8.5米机立
窑1台、Ф3.2*13米水泥磨机1台、Ф
2.2*7.5米生料磨机2台、2.2*7.5米水
泥磨机1台）

18

228 四川 简阳市盘龙建材有限公司 
Φ2.4*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Φ
2.4*11米机立窑1台、Φ2.4*11米水泥
磨机1台、Φ1.83*7米水泥磨机1台）

4.5

229 四川 汶川县朋城水泥有限公司
Ф3.2米*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包括
Ф3.2米*11米机立窑2台）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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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四川 美姑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2.8*10米机立窑1台、Ф2.2*7.5米水泥
磨机1台）

10

231 四川 凉山普格铁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3*12米机立窑1台、Ф2.2*7米水泥磨
机2台；Φ1.83*6.4米水泥磨机1台）

10

232 四川 雷波县伍兴水泥厂

Ф3.6米*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Ф2.8
米*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包括Ф
3.6米*10米机立窑1台、Ф2.8米*10米
机立窑1台、Ф2.2*7.5米生料磨机2台
、Ф2.2*10米水泥磨机1台、Ф2.4*6米
水泥磨机1台）

20

233 四川 嘉峨水泥厂 Ф2.5*8.9m机立窑生产线1条 5

234 四川 四川金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45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5.5

235 四川 四川仁寿显明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包括Ф
3.2*11米机立窑2座、Ф2.2*7.5米水泥
磨机1台、Ф2.2*7.5米生料磨机1台、
Ф2.6*13米水泥磨机1台）

22

236 四川 四川省犍为宝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1米粉磨机组1套 30

237 四川 峨眉山市金九水泥厂 Ф2.4*8米粉磨机组1套 20

238 四川 四川省简阳市峨简水泥厂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Ф2.6*11米粉磨机组1套

20

239 四川 汶川县漩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3米粉磨机组1套 60

240 广西 南宁五象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Φ3.4*10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水泥磨机
Φ2.2*6.5米生料磨机各1台

12

241 广西 南宁广龙水泥有限公司
Ф3.4*10米机立窑3条
Ф2.4*7米生料磨机1台

30

242 广西 南宁金钢水泥有限公司
Ф2.6*13米水泥磨机1台
Ф3.2*52米回转窑1条

20

243 广西 南宁市平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4*11米、Ф3.5*11米机立窑各
1条，Ф2.2*7米生料磨机2台

24.4

244 广西 南宁市八鲤建材有限公司
Ф3.45*11米机立窑2条
Ф2.4*10米生料磨机1台

25

245 广西 隆安县育英水泥厂 Ф2.2*7米球磨机2台 6

246 广西 隆安凯凯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Ф1.83*7米球磨机1台 2

247 广西 隆安仙行建材有限公司 Ф1.83*7米球磨机1台 2

248 广西 南宁市上林县大龙湖水泥有限公司 Φ2.2*7米水泥磨1台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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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广西 广西桂林兴安金渠水泥有限公司
Ф3.0米*11米机立窑1条
Ф2.4*7米水泥磨机1台

8

250 广西 桂林市奇峰水泥有限公司
Φ3*11米机立窑1条
Φ2.2*7米粉磨机组2台

8

251 广西 全州县黄沙河水泥厂
Ф2.5*10米机立窑2条
Ф2.2*6.5米粉磨机组2台

10

252 广西 桂林东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5*11米机立窑1条
Ф2.2*7.5米生料磨1台
Ф2.2*7.5米水泥磨1台
Ф2.3*8米水泥磨

12

253 广西 桂林曙星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1条
Ф2.2*7米水泥磨机1台
Ф2.2*7米生料磨机1台

10

254 广西 灵川县水泥厂
Φ2.9*9.5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磨机2台

10

255 广西 桂林铁山水泥有限公司
Ф3*44米回转窑1条
Ф2.4*7米水泥磨机2台
Ф2.4*9米水泥磨机1台

10

256 广西 广西桂林灵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2条
Ф2.4*8米磨机2台

16

257 广西 岑溪桂岑水泥有限公司
Φ3.2*10米机立窑1条
Φ2.2*7米球磨机3台

11

258 广西 合浦南珠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6.5米粉磨机组2套

10

259 广西
合浦公馆实业有限公司(金华水泥
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6.5米粉磨机组2套

10

260 广西 灵山县檀圩镇水泥厂

Φ2.84*11米机立窑1条
Φ2.5*8米机立窑2台
Φ2.2*6.4米磨机2台
Φ2.2*6.5米磨2台

15

261 广西 灵山县石塘镇中秀水泥厂
Φ2.5*10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Φ2.2*6.5米粉磨机组2套

16

262 广西 灵山县文岩水泥总公司第二水泥厂 Φ2.4*8米磨机1台 20

263 广西
钦州市钦北区正香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Φ4*11米机立窑1条
Φ2.4*11米生料磨1台
Φ2.4*11米水泥磨机1台

15

264 广西 广西钦州瑞华水泥厂 Φ2.2*8米水泥磨1台 8

265 广西 贵港市石龙水泥厂
Φ3.0*10米机立窑2条
Φ2.4*8米生料磨1台
Φ2.2*6.5米水泥磨2台

20

266 广西
桂平市东宝实业有限公司（原广西
洪德水泥有限公司桂平分公司）

Φ3.0*10米机立窑2条
Φ2.2*6.5米生料磨2台
Φ2.2*6.5米水泥磨2台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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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广西 平南县燕峰水泥厂

Φ3.2*11米机立窑2条
Φ2.4*7米生料磨1台
Φ2.4*7米水泥磨1台
Φ1.83*7米生料磨1台
Φ2.6*13米水泥磨1台

20

268 广西 平南县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Φ3.2*11米机立窑2条
Φ2.2*6.5米水泥磨3台
Φ2.2*6.5米生料磨2台
Φ2.4*7米水泥磨1台

30

269 广西 贵港市峡山水泥厂
Φ3*10米、Φ2.5*9米机立窑各1条
Φ2.2*7米生料磨
Φ1.83*7米水泥磨各1台

13.2

270 广西
广西贵港市华旺建材有限公司（原
广西华盛集团金港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Φ2.4*7米生料磨2台
Φ3.0*10米机立窑3条
Φ2.4*7米水泥磨4台

30

271 广西
玉林市皇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玉
林市第一水泥厂）

Φ3.0*11米机立窑2条 20

272 广西 广西北流市盛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4*11米机立窑1条
Ф2.2*6.5米生料磨1台

10

273 广西 北流市第五水泥厂
Ф3.0*11米机立窑1条
Φ2.4*7米水泥磨1台

10

274 广西 北流市建华水泥有限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1条 10

275 广西 北流市新城水泥厂
Ф3.0*11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水泥磨1台

10

276 广西 北流市虎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2*6.5米生料磨4台 30

277 广西 广西陆川明珠水泥厂
Ф3.0*11米机立窑2条
Ф2.2*7米水泥磨机3台

20

278 广西 广西德保鑫升实业有限公司
Ф2.2*6.5米生料磨1台
Φ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279 广西
广西平果万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原平果县水泥厂）

Ф2.2*6.5米生料磨2台
Ф3.8*8.6米立窑生产线1条
Ф3.1*10.5米立窑生产线1条

25

280 广西
靖西县叠岭水泥有限公司(原靖西
县浙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8*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5

281 广西 田阳金百林水泥有限公司 Φ2.2*7米水泥磨2台 17.6

282 广西 广西田阳红岭坡水泥厂
Φ2.84*10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水泥磨2台
Φ2.2*5.5米水泥磨1台

7.2

283 广西 那坡县水泥厂 Φ2.2*7米水泥磨1台 8.8

284 广西 贺州市宏泰建材有限公司
Ф2.85*10米机立窑1条
Ф2.2*7米生料磨
Ф2.4*9米水泥磨各1台

8.8

285 广西 贺州光明水泥有限公司
Ф3*10米机立窑1条
Ф2.2*7米生料磨
Ф2.2*7米水泥磨各1台

8.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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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广西 广西昭平县林业水泥厂
Ф3*10米机立窑1条
Ф2.2*7米生料磨
Ф2.2*7米水泥磨各1台

8.8

287 广西 天峨县龙滩水泥厂 Φ3*10.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8

288 广西 广西罗城菱环水泥有限公司 Φ3*10米机立窑2条 16

289 广西 广西罗城金堆水泥有限公司 Φ3.8*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5

290 广西 广西大化县金河水厂 Φ3*11米机立窑2条 16

291 广西 广西合山合亿水泥有限公司

Φ2.84*10米机立窑1条
Φ3*11米机立窑2条
Φ2.2*6.5米磨机2台
Φ2.4*11米磨机2台

28.8

292 广西 广西来宾福兴建材有限公司
Φ3.68*8.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Φ1.83*7米生料磨2台

12

293 广西 广西武宣东田建材有限公司
Φ3.3*10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生料磨1台

8.8

294 广西 广西仙鱼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Φ3*10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生料磨1台

8.8

295 广西 广西来宾粤桂建材有限公司
Φ3*11米机立窑1条
Φ2.2*7米生料磨1台
Φ2.2*6.5米水泥磨1台

8.8

296 广西 广西来宾市红河水泥厂
Φ3*11米机立窑1条
Φ2.2*6.5米生料磨1台
Φ2.2*6.5米水泥磨1台

8.8

297 广西 忻城县红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Φ2.84*10米机立窑1条
Φ1.83*7米生料磨1台
Φ2.2*7米水泥磨1台

8.8

298 广西 金秀瑶族自治县水泥厂
Φ3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Φ2.2米水泥磨1台

8.8

299 广西 龙州丽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Φ3.2*10米机立窑2条
Φ2.2*7米生料磨
Φ2.4*7米生料磨
Φ2.4*7米水泥磨各1台

22

300 广西 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Φ3.6*10米机立窑1条
Φ2.2*7米磨机1台

12

301 广西 扶绥县银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Φ3.2*11米机立窑1条
Φ2.2*7米生料磨1台
Φ2.2*7米水泥磨1台
Φ1.83*7米水泥磨1台

10

302 广西 广西凭祥恒宇水泥有限公司
Φ3.2*11米机立窑1条
Φ2.4*8米生料磨1台
Φ2.6*13米水泥磨1台

11

303 广西 崇左市先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Φ2.2*6.5米水泥磨1台 8.8

304 贵州 贵阳市修文南方水泥厂 Ф3.5*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05 贵州 修文县宏华水泥厂 Ф3.5*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06 贵州 贵州省修文建源水泥厂 Ф3.5*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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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贵州 贵阳三江水泥有限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08 贵州 遵义市闽金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09 贵州 遵义县莲花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0 贵州 贵州桐梓华林水泥有限公司
Ф3.5*12米、3.6*12米机立窑生产线2
条

24

311 贵州 仁怀市巨峰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2 贵州 仁怀市云岛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3 贵州 贵州余庆东立水泥有限公司 Ф4.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8

314 贵州 贵州遵义江天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5 贵州 务川自治县水泥厂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6 贵州 普定县嘉琪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17 贵州 长顺县延昌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18 贵州 罗甸县清阳水泥厂 Ф2.5*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6

319 贵州
独山县水泥厂（含独山、麻尾分
厂）

Ф3*11米、Ф3.2*12机立窑生产线2条 21

320 贵州 贵州省丹寨县金华水泥有限公司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21 贵州
贵州从江太阳山水泥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22 贵州 贵州省黄平舞阳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323 贵州 施秉县华鑫建材有限公司 Ф2.8*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

324 贵州
贵州省天柱县舞阳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325 贵州 石阡县盛达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26 贵州
贵州省铜仁银湖化工有限公司水泥
厂

Ф3.2*9米、Ф3*9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327 贵州 纳雍县永丰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28 贵州 纳雍县骏发水泥厂 Ф2.5*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6

329 贵州 毕节市灵峰水泥厂 Ф3*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30 贵州 贵州渝贵水泥有限公司 Ф3.5*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31 贵州
贵州省大方县云龙水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32 贵州 贵州金沙县贵马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33 贵州 贵州省金沙县云山水泥厂 Ф3.2*10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34 贵州 六枝特区东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15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335 贵州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祥瑞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36 贵州 普安县九龙水泥厂 Ф3.6*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37 云南 腾冲县奕标水泥有限公司

Ф2.5*40米预热器小干法旋窑生产线1
条
Ф2.2*7.5米、1.83*7米、Ф2.2*6.5磨
机各1台

8

338 云南 云南光明化工有限公司土官水泥厂 Ф3.6*10米机立窑1条 12

339 云南 瑞丽市瑞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2.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9米水泥磨机1台
Ф2.2*7.5米生料磨机1台

10

340 云南 金平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1条 10

341 云南 镇沅县水泥厂 Ф3*11米机立窑1条 10

342 云南 景谷泰毓水泥厂 Ф3.2*50米机回转窑1条 30

343 云南 云南普洱天壁水泥有限公司 Ф3.3*52米旋窑1条 30

344 云南 西畴畴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1条 8

345 云南 邱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0*10米机立窑1条 8

346 云南 凤庆县顺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9米机立窑1条 8

347 云南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 Ф3.2*52米干法旋窑1条 18.6

348 云南 宁蒗县金江水泥厂
Ф2.5*8.5米机立窑1台
Ф1.83*7米生料磨1台
Ф1.83*7米水泥磨1台

5

349 云南 云南省江川县水泥厂 Ф5.0*12米机立窑1条 10

350 云南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Ф2.2*7.5米、Ф1.83*7米、Ф2.2*6.5
米、Ф1.83*7米磨机各1台

28

351 云南 保山西庄建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Ф1.83*7米*1、Ф2.2*7.5米串联水泥
磨，Ф2.2*7.5米水泥磨

24

352 云南 镇雄县天源建筑建材公司水泥厂
Ф2.4*10米磨机1台、Ф2.2*7.5米磨机
2台、1.83*6.4米磨机1台

29

353 陕西 西安顺宇水泥有限公司 Ф3.0*48米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1条 20

354 陕西 合阳县独惠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55 陕西 陕西蒲城成龙水泥厂 Ф3.4*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56 陕西 陕西蒲城县坡头水泥厂 Ф4.0*11米建通窑生产线1条 16

357 陕西 蒲城永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58 陕西 神木县煤建水泥有限公司 Ф3.6*9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59 陕西 神木县科兴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1.9*39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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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陕西 西乡县板桥水泥厂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61 陕西 汉中胶东水泥有限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2条 20

362 陕西 陕西三星建材有限公司 Ф3.6*13米旋风窑水泥生产线1条 12

363 陕西 城固县福盛水泥有限公司 Ф3.5*13米机立窑水泥生产线1条 12

364 陕西 勉县天荡水泥厂 Ф3.0*45米回转窑生产线1条 20

365 甘肃 白银市王岘水泥有限公司 Ф3.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2

366 甘肃 靖远北福泉水泥有限公司
Ф3.0*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0*11米粉磨机组1套
Ф2.2*10米粉磨机组1套

10

367 甘肃 甘肃六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生料粉磨机组1套
Ф1.83*7.5米水泥粉磨机组1套 

10

368 甘肃 天水市天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4.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3.2*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28

369 甘肃 阿克塞诚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10

370 甘肃 平凉崆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5*125米旋窑（中空窑）生产线1条
Ф2.4*13米生料粉磨机组1套
Ф2.4*12米水泥粉磨机组1套

10

371 青海 青海大通元朔水泥有限公司
Ф3.2*11mJT窑1条
Ф3.6*10mJT窑1条   20

372 宁夏 宁夏瀛海银川建材有限公司
Ф3.3*52米干法旋窑生产线1条及配套
Ф3.8*7.2米原料磨1台

30

373 宁夏 宁夏瀛海灵武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Ф3.2*50米干法旋窑生产线1条及配套
Ф3.4*9米原料磨1台

30

374 新疆 新疆屯河金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9/2.5*40米回转窑（带分解炉）生
产线1条

12

375 新疆 温宿县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2*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376 新疆 英吉沙县浙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3.3*12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1

377 新疆 泽普县雪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42米回转窑（带分解炉）生产线
1条

12

378 新疆 石河子南山水泥厂 Ф3.0*60米回转中空窑生产线1条 8

379 新疆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雪山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

Ф2.5*42米回转窑（带分解炉）生产线
1条

12

380 新疆 新疆东湖水泥厂
Ф2.5*42.5米回转窑（带分解炉）生产
线1条

8

381 新疆
新疆屯河水泥责任公司额敏水泥分
公司

Ф3.5/3*60米中空余热窑生产线1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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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4年平板玻璃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重量箱）

1 河北 南和县华鑫玻璃厂
熔化量12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70 

2 河北 南和县瑞东建材有限公司
熔化量192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3座

313 

3 河北 南和县远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熔化量12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3座

193 

4 河北 南和县鑫晶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25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3座

410 

5 河北 邢台鑫利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270吨/天格法生产线1座
熔化量180吨/天格法生产线1座

247 

6 河北 沙河市华通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210吨/天格法生产线1座 110 

7 河北 沙河市大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熔化量160吨/天格法生产线1座 88 

8 河北 沙河市贯邦建材有限公司
熔化量22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117 

9 河北 沙河市恒鑫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20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101 

10 河北 沙河市盛悦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16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88 

11 河北 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熔化量265吨/天小浮法生产线1座；
熔化量115吨/天小浮法生产线1座

186 

12 吉林 吉林新兴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24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130 

13 江苏 台玻东海玻璃有限公司 400吨/天普通浮法生产线1条 220 

14 浙江
宁波大榭开发区晶达玻璃制造有
限公司

熔化量500吨/小平拉（格法）生产线
1座

280 

15 山东 滕州瑞翔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140吨/天 格法生产线1条 80 

16 湖北 湖北省沙洋宏伟玻璃有限公司
熔化量15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1条

85 

17 四川 彭山三鑫玻璃厂
熔化量10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
2座

120 

18 贵州 遵义市神奕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溶化量50吨/天平拉（格法）生产线1
条

30 

1



十一、2014年造纸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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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丰利
经贸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产能1.2万
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18台、纤维
分离机1台、ZBK16真空泵2台、8平方米洗浆机1台、6平方米浓缩机1
台、10平方米漂洗机1台、浆泵20台、幅宽1500mm浆板机1台。
纸机：第1条1880型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产能1.2万吨：原
料名称是废旧纸箱、生产的产品名称为箱板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
量200-320 g/m2、幅宽2000mm、圆网、4网4缸（1.5米直径烘缸8个、
2.5米直径烘缸1个、3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精
浆机5台、浆泵20台、ZNK16真空泵2台。

1.2

2 河北

石家庄
深玉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2、3条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1985年9月9日投产，产能2
万吨：25立方米蒸球9个、14平方米浓缩机2台、幅宽2.2米黑液提取
机2台、浆泵20台、8吨切草机3台、六轴除尘器3台、测压浓缩机3台
、卧式离心筛2台、氯化塔1座、熔烧炉1台、吸收塔1座、鼓风机2台
。

2
纯制
浆能
力

3 河北
正定县
佛山纸
厂

制浆：第1、2条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9年，产能
0.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4立方米碎浆机2台，1立方米碎浆机2
台，620除渣机2台，2BK15真空泵2台，35平方米漂洗机3套，330磨浆
机2台，抽浆机11台，0.5平方米压力筛1台，切纸机2台，复卷机3台
。
纸机：第1条1575造纸生产线，投产目期199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
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定量40-180g/m2，幅宽1800mm，圆网（2.5
米直径烘缸1个、1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第2条1092造纸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定量40-
180g/m2，幅宽1200mm，圆网（2.5米直径烘缸1个、1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

0.5

4 河北

藁城市
宏达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产能2万吨，
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4台，真空泵
3台，浆泵9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幅宽1575mm圆网多缸
（1500mm烘缸2个2500mm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90米/分；浆泵
1台，真空泵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幅宽1575mm圆网多缸（1500mm烘缸
2个2500mm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9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2台
。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幅宽1800mm圆网多缸（2500mm烘缸
2个3000mm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浆泵2台，真空泵2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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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河北
鹿泉市
远大工
业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产能1.8万吨：
主要设备：5立方米立式碎浆机2台、3立方米立式碎浆机1台、浮选脱
墨机1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30台、水力除杂器1台、450磨机3台、
圆网浓缩机2台、除渣泵3台、推进器16台、浆泵25台、浓度调节仪2
套、废水脱墨机1台、污水处理厂一个。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有施胶、产能1.8万吨、
生产产品：新闻纸、模板纸。产品定量：45-48g/㎡、幅宽：2362mm
车速300m/min、长网、22个直径1250mm多缸。主要设备：浆泵4台、
真空泵9台、5立方米螺杆空压机一台、3立方米空压机2台、流浆箱1
套、复合压榨1套，真空压榨2套、正压1套、真空伏辊1套、光压1套
、软压2套、压光机1套、施胶机1套、卷纸机1台、高速复卷机1台、
损纸碎浆机1台、提浆泵1台、QCS控制系统一套，ABB传动控制一套。

1.8

6 河北
无极县
晨光造
纸厂

纸机：第1、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产能1万吨：原料名
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箱板纸、瓦楞纸、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110克/m2或定量范围、幅宽1092mm、圆网2缸（2.5米直
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4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7台、漂白机
1台、电机100台、钢磨1台、高浓碎浆机1台、锅炉1台套、碎浆机1台
、碎纸机1台等；
第3、4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商品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箱板纸、瓦楞纸、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110克/m2或定量范围、幅宽1575mm、圆网2缸（2.5米直径烘缸
2个）纸机，设计车速4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8台、漂白机1台、
电机110台、钢磨1台、高浓碎浆机1台、碎浆机1台、碎纸机1台等。

2

7 河北

秦皇岛
市抚宁
华盛新
纸业有
限公司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0年，产能0.4万吨：原料名称
商品浆、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
定量定量范围25g-30g/m2、幅宽1600mm（1575）圆网1网1缸（2.2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5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1台，网
龙1个，卷曲缸1个，烘缸余气回收机1台，网龙直径1.25米1个。

0.4

8 河北

秦皇岛
众盛纸
业有限
公司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8月，产能0.8万吨，原料
原纸、生产的产品为涂布白板纸、产品有涂布、产品定量180g/m2-
400g/m2、幅宽1700mm（1575mm）2缸（2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
车速82米/分，双刀切纸机1台、复卷机1台、背涂机1台、柔性压光机
1台、三辊压光机1台、变频控制器2台、干燥箱4台。

0.8

2



序号 省份
企业
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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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河北

抚宁县
立民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
3月，产能0.27万吨，5立方米高能制浆机2台，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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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纤维分离机2台、
55型真空泵1台、10平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4台、除渣器1台、450钢
磨3台、推进器4台；
第2条商品浆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3月，产能0.18万吨，5立
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除渣器1台、55型真空泵1台、10平方米
浓缩机1台、浆泵4台、除渣器1台、450钢磨3台、推进器4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投产2002年3
月，产能0.45万吨，产品为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30 
g/m2、纸机型号为幅宽1800mm(1575)圆网1网1缸(3米直径烘缸1个)纸
机，设计车速为200米/分，回水泵1台,1.2 m2精浆机2台、浆泵2台、
15型真空泵1台、压榨2套、卷曲缸1台、变频控制器1台、切纸机1台
、天车1台。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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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日期2005年，产能3.5万
吨：15立方米碎浆机2台、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离心泵2
台，纤维分离机3台，450双盘磨2台，380双盘磨3台，高浓除砂器
4台，606除渣器2套，20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16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产能3.5万吨：原料为商
品浆、废纸浆，产品为箱板纸、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80-
450g/m2、幅宽3200 mm(3200)、圆网5网22缸（直径1.5米烘缸
22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9台、75千瓦真空泵2台、3200
复卷机1套，天车一台。

3.5

11 河北

秦皇岛
市抚宁
华盛新
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第1条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80年，产能1.2
万吨：4立方米水利碎浆机一台、5立方米高浓碎浆机一台、2立方米
水利碎浆机一台，2立方米压力筛一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2.5
立方米纤维分离机一台，16型真空泵3台、14平方米圆网浓缩机一
台，30平方米漂洗机2台、250浆泵5台、3寸4寸浆泵10台，500推进器
11台，1平方米跳筛2台、2平方米跳筛1台，精浆机2台。

1.2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0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白板纸、产品有施胶无涂布、产品定量定量范围150-300 
g/m2、幅宽1650mm（1575）圆网4网8缸（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
直径烘缸7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精浆机2台、浆泵1台、16
型真空泵1台、回浆泵4台，真空泵2台，网龙4个，卷曲缸一个，复卷
机一台，7辊压光机1台，400旋翼筛2台，烘缸余气回收机1台，90千
瓦450浆磨一台，红外线测厚仪一套。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
1980年：原料名称商品浆、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定量范围25g-30g/m2、幅宽1600mm（1575）圆
网1网1缸（2.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50米/分，浆泵
1台，真空泵1台，网龙1个，卷曲缸1个，烘缸余气回收机1台，网龙
直径1.25米1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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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北

秦皇岛
鑫海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
月，产能2.2万吨：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台、1.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1
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2台、高浓除砂器1、纤维分离机1台、高频震
筛1台、园网浓缩机2台、450磨浆机2台、除渣器7台、真空泵1台、浆
泵7台、推进器7台。
纸机：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产能2.2万吨：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茶板纸、产品定量茶板纸120g-
420g/m2、箱板纸300 g/m2、幅宽2800mm圆网3网2缸（3*2.6米直径烘
缸1个、1.1*3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圆筒卷纸
机1台、复卷机1台、深井泵1台、浆泵3台、真空泵1台。

2.2

13 河北

唐山华
东纸业
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涂布白板纸、牛皮箱板纸制浆生产线，5立方米碎浆机1
台、2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11台、纤维分离机2台、
LC-16真空泵2台、14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23台、450磨浆机2台、
双功能除渣机3台、高能除渣器2台、2平米振筛2台、1平米振筛1台、
推进器13台、80立方储浆池13个、30立方储浆池1个。
纸机：第1条1600造纸生产线，圆网6网21缸（1.5米直径烘缸21个）
纸机，软压光机1台，卷纸机1台，切纸机1台。

2

14 河北

玉田县
金龙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废旧瓦楞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4年5月投产，
产能2.4万吨，15立方D型碎纸机1台，3立方高能碎浆机2台，高能除
砂器4台，压力筛3台，纤维分离机1台，450双盘磨4台，浆泵25台，
多级泵3台，水泵14台。
纸机：一条2640型纸机生产线，2004年5月投产，产能2.4万吨，原料
名称：废纸板，产品名称：箱板纸，产品定量200g-280g，幅宽2850
㎜，车速130-180m/分钟，5套压力成型器，3道直径850㎜大辊径压
榨，1道真空压榨，直径1.5m组缸22只，直径3m大缸1只，3辊压光机1
台， 17型真空泵3台，5吨天车3台，轴流风机5台，网前压力筛5台，
水份定量自控系统1套，水平卷纸机1台，复卷机1台。

2.4

15 河北

玉田县
宏利成
功纸业
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3200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为2004年，产能2.5万吨，20
立方米碎浆机1台，15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
5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1台，纤维分离机2台，浆泵50台，幅宽
3200，桨板机1台，真空泵5台，跳筛5台，30立方米浓缩机5台，20平
方米洗浆机4台，拌机20套，250减速机20台，380双盘磨8台，100吨
污水处理器一套，50立方旋翼筛1台，25立方旋翼筛2台，5立方旋翼
筛3台，10台5立方推进器。
纸机：第1条3200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产能2.5万吨，原材
料商品浆废纸板，主要产品为箱板纸，产品定量150-280g/m, 幅宽
3200mm，3200网笼网箱共五套，4套压力成型器，3道直径850mm大辊
径压榨，1道真空压榨，直径3米大缸一个，直径1.5米组缸21个，设
计车速100-180m/min,螺杆式30立方气泵2台，3200复卷机1台，卷纸
机1台，750减速机4台，650减速机6台，450减速机8台，2000千瓦变
压器2台，30千瓦变压器1台配电系统两套，20吨天车1架，5吨天车3
架，PLC变频控制器2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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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河北

唐山小
泊洪宇
纸业有
限公司

制浆：草浆制浆生产线一条，投产日期：1981年，产能2万吨；40立
方米蒸球2个；25立方米蒸球2个；14立方米蒸球2个；60双功能疏解
机4台；400mm双盘磨2套；挤浆机1套；浆泵2台套。2.造纸生产线四
条，投产日期1981年；原料为生料，生产产品瓦楞原纸,产品定量
160g/㎡-180g/㎡。 1#纸机生产线，幅宽1400圆网纸机双缸双网1台
套（2.5m直径烘缸2个）设计车速70米/分钟;浆泵1台套；真空泵2台
套。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幅宽1092圆网纸机、双缸单网（2.5m直径烘
缸1个2m直径烘缸1个）设计车速60米/分；浆泵1台套；真空泵1台套
。 3#纸机生产线，1092圆网纸机、双缸单网（2m直径烘缸个2个）设
计车速60米/分；浆泵1台套；真空泵1台套。 4#纸机生产线，1575圆
网纸机；四缸双网（2.5m直径烘缸1个1.5m直径烘缸3个）设计车速80
米/分；浆泵1台套；真空泵2台套

2

17 河北
香河县
长生造
纸厂

（1）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1987年，产能1.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除渣
器1台、真空泵3台、8平方米浓缩机浆泵9台。                                        
（2）纸机：第1条1092型号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7年，产能0.2
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
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100-300 g/m2，幅宽1092 mm、圆网，3网2
缸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精浆机2台、浆泵3台、真空泵1台。
第2条1575型号造纸生产线，1987年投产，产能0.3万吨，原料名称：
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
范围：100-300 g/m2，幅宽1575 mm，圆网，3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
80米/分，精浆机2台、浆泵3台、真空泵1台。
第3条1880型号造纸生产线，1987年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废
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
围：100-300 g/m2，幅宽1880mm，圆网，3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精浆机2台、浆泵3台、真空泵1台。

1.5

18 河北

保定市
泽裕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1万吨：
水力碎浆机3台、双盘磨浆机2台、高浓除渣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
压力筛浆机2台、浆泵3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投入生产，产能1万吨，原料为废旧
纸板，产品名称为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为：90-
120g/m²，幅宽1760mm圆网3缸（3米直径1个、2.5米直径2个）纸机1
台，设计车速为100米/分，幅宽1880mm圆网3缸（3米直径1个、2.5米
直径2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为100米/分，浆泵32台。

1

5



序号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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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河北
清苑县
长城造
纸厂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废纸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11
月，产能1.5万吨：4立方米碎浆机1台、3立方米碎浆机2台、450型双
盘磨浆机2台、ZSL压力筛浆机4台，30t/d高浓除渣机1台、30t/d纤维
分离机1台，5平方米侧压浓缩机1台，浆池推进器8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含4条纸机），幅宽1575 mm圆网3网3缸
（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投产日期2007年11月：原料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00-250g/m2、
设计车速9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1台；幅宽1880 mm圆网3网4缸
（1.8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投产日期2007年11月：原料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00-200g/m2、
设计车速13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1台；幅宽1760 mm圆网3网2缸
（1.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投产日期2009年11月：原料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00-200g/m2、
设计车速13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1台；幅宽1400 mm圆网3网5缸
（2.5米直径烘缸5个）纸机，投产日期2009年11月：原料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胶或涂布、产品定量95-250g/m2、设
计车速30-80米/分，浆泵1台、真空泵1台。

1.5

20 河北

河北天
润纸业
有限公
司

制浆：箱板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5月。
产能2.2万吨，15立方碎浆机1台，,5立方碎浆机2台，2立方碎浆机1
台，压力筛3台（2㎡一台，6㎡一台，1.2㎡一台），除渣器3台
（5600L/min2台，3000L/min一台），纤维分离机1台（￠380mm一
台），真空泵4台，网部上浆泵8台，斜筛泵5台，搅拌泵15台。
纸机: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5月。产能2.2万吨，原料名称
（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范
围（140g-350g/㎡），宽幅1880mm圆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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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设计车速
100m/min，真空泵四台，5棍压光机1台，3棍压光机1台，卷曲缸
1台，复卷机各1台。宽幅（2100mm），圆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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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设计车
速100m/min，真空泵四台，5棍压光机1台，3棍压光机1台，卷曲缸1
台，复卷机各1台。

2.2

21 河北

满城县
盛凯纸
制品有
限公司

制浆：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6年2月，产能1万
吨：10立方米碎浆机2台、8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1台
、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罗茨真空泵3台、浆泵15台。
纸机：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6年2月，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废纸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产品无涂布、产品定量300-600 g/m2或
、幅宽1760mm、圆网26缸纸机1，设计车速85米/分，浆泵6台、罗茨
真空泵3台。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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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河北

保定市
满城利
军造纸
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999年11月投产，产能3.5万
吨：20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2平方压力筛4台、4平
方震筛2台、450高浓度除渣器2台、980型纤维分离机2台、450型盘磨
2台、浆泵28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0年5月投产，产能2.5万吨:原料名称废
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100-130g/m2
、幅宽3600mm圆网2网24缸(1.5米直径烘缸24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
200米/分，浆泵6台、40型真空泵2台、353型真空泵2台。第2条造纸
生产线，1996年8月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
名称箱板纸、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100-130g/m2、幅宽1575mm圆网2
网2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130米/分，浆泵4台、
40型真空泵2台、353型真空泵2台。

3.5

23 河北

保定市
南市区
兴北纸
品厂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11月、
产能1.3万吨:450型双盘磨2台、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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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中浓除渣器2台、浆泵4台、水泵2台
、储浆池4个、振框筛1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2年11月投产：原料名称废旧纸箱，生
产的产品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100g-200g/m2
。幅宽1575mm圆网2网（直径1.5米）4缸(直径2.5米1个，1.5米3个) 
1575纸机1台，设计车速70米/分、卷纸机1套、复卷机1套，幅宽1880 
mm圆网2网（直径1.5米）4缸(直径2.5米1个，1.5米3个) 1880纸机1
台，设计车速70米/分、卷纸机1套、复卷机1套。

1.3

24 河北

顺平县
旭奎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10月、
产能1.1万吨:450型双盘磨3台、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单
效分离机1台、排渣分离机1台、推进器3台、中浓除渣器3台、浆泵4
台、水泵2台、储浆池4个、振框筛1台。第2条旧瓦楞纸箱非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12月、产能1.1万吨:450型双盘磨3台、10立
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单效分离机1台、排渣分离机1台、推进
器3台、中浓除渣器3台、浆泵4台、水泵2台、储浆池4个、振框筛1台
。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10月，产能1.1万吨：原料
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
量范围120g-150g/ m2、幅宽1750mm圆网3网（直径1.5米）15缸(直径
2.5米烘缸15个) 1575纸机1台，设计车速150米/分、卷纸机1套、复
卷机1套。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12月，产能1.1万吨：
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范围120g-150g/m2、幅宽1750mm圆网3网（直径1.5米）15缸
(直径2.5米烘缸15个) 1575纸机1台，设计车速150米/分、卷纸机1套
、复卷机1套。

2.2

25 河北

涿州市
东立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4月，产能1.8万吨：原料名称废
纸浆、生产产品石膏板护面板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160-
220g/m2，幅宽1600mm圆网6网23缸（22只1.5米+1只3米缸）1575纸机
1台，设计车速150米/分，网前筛(ZSL13-600)1台、水环真空泵1台、
罗茨真空泵2台，浆泵14台、风机2台，振框筛1台、水力碎浆机1台、
压光机、卷纸机、复卷机各1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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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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
新兴造
纸厂

制浆：第1条制浆生产线，1999年投产，产能0.3万吨：水力碎浆机3
台、制浆导浆泵20台、抄造泵3台、真空泵3台、磨浆机3台、提浆泵3
台、回收机3台、白水泵3台、高压泵3台。挤泥机1台漂洗机6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2001年投产，产能0.3万吨：原料
为废白纸边，产品名称为卫生纸（大轴），产品定量20g/m2、幅宽
1750mm圆网单缸纸机（2.5直径烘缸3个）1575纸机3台，设计车速
200/分.真空泵3台，浆泵3台。

0.3

27 河北

蠡县宏
庆纸业
有限公
司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3年3月，产能0.4万吨：原料
名称废纸浆；产品名称服装裁剪纸、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45-
85g/m2，幅宽2400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150米/分，真空泵2台，浆泵2台，卷纸
机1台，复卷机1台。

0.4

28 河北

肃宁县
碧源纸
塑分离
有限公
司

制浆：第1条包装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立方
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跳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
分离机1台、真空泵1台、60平方米洗浆机2台、60平方米漂洗机2台、
浆泵2台，浆磨2台
第2条包装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年：8立方米碎浆
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跳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
台、真空泵1台、60平方米洗浆机2台、60平方米漂洗机2台、浆泵
2台，浆磨2台
第3条包装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年：8立方米碎浆
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跳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
台、真空泵1台、60平方米洗浆机2台、60平方米漂洗机2台、浆泵
1台，浆磨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2年投产：原料包装纸废纸浆、生产包
装纸、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30g-50g/m2，幅宽1575mm，1网1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真空泵2台，网箱网笼各
1个、锅炉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原料包装纸废纸浆、生产包装纸、
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30g-50g/m2，幅宽1092mm，1网1缸（1.6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真空泵2台，网箱网笼各1个、
锅炉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原料包装纸废纸浆、生产包装纸、
产品无施胶,产品定量30g-50g/m2，幅宽1092mm，1网1缸（1.6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真空泵1台，网箱网笼各1个、
锅炉1台

0.5

29 河北

吴桥县
东方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995年投产，产能3万吨：转
鼓式水力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纤维分离机2台，14㎡浓缩机2台，
浆泵12台，450、380双盘磨浆机4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5年投产，原料废箱板纸浆，产能1.2万吨，生
产高强瓦楞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90-270g/㎡，幅宽2850mm3圆
网10缸（2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8个）纸机，设计车速180
米/分，真空泵2台，施胶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1995年投产，原料废箱板纸浆，产能1.8万吨，生
产高强瓦楞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90-270g/㎡，幅宽3200mm3圆
网10缸（2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8个）纸机，设计车速180
米/分，真空泵2台，施胶机1台，水处理设备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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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河北

东光县
立达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第1条1575型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3月，产能
4000吨，8M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4台、300真
空泵1台8M³浓缩机1台、500打浆机1台、浆池6个、推进器6个；
第2条1760型进口木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产能4000吨，400磨
浆机6台、浆泵6台300真空泵1台、1575盘纸分切机1台餐巾纸机1台、
4吨蒸汽燃煤锅炉1套、卫生纸机1台

0.8

31 河北
东光县
宏达纸
制品厂

第1条1575型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11年，产能
4000吨，8M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6台、300真
空泵1台洗浆池4个、推进器4个、浆泵6个；
第二条1575型进口木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11年，产能4000吨，400盘
磨4台、浆泵6台、300真空泵1台、2吨蒸汽锅炉1套

0.8

32 河北

邢台县
聚龙再
生造纸
厂

制浆：第1条新闻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10月，10
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12台，75型真空
泵2台，9平方米浓缩机3台，浆泵12台。
第2条新闻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3月，10立方米碎
浆机1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12台，75型真空泵2台，9
平方米浓缩机3台，浆泵12台。
纸机：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10月，原料名称：废纸
浆，生产产品名称：新闻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5－
55g/m2，幅宽1760mm圆网，3网6缸纸机（2500mm直径烘缸2个，
1500mm直径烘缸4个），设计车速180－200米/分浆泵4台，75型真空
泵3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3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产
品名称：新闻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5－55g/m2，幅宽
1760mm圆网，3网6缸纸机（2500mm直径烘缸2个，1500mm直径烘缸
4个），设计车速180－200米/分浆泵4台，75型真空泵3台。

1

33 河北

临漳县
永康纸
业有限
公司

制浆：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997年10月投产，12m³高浓碎浆机
3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15型真空泵2台，振
动筛2台，漂洗设施3套，各种浆泵10台。
纸机：第1条1092型多缸多网纸机造纸生产线，1997年10月投产，生
产箱板纸，纸厚度150克每平方米，纸幅宽1.2米，原料废纸箱，设计
车速150米每分钟。
第2条1092型单缸单网纸机造纸生产线，1997年10月投产，生产箱板
纸，纸厚度55克每平方米，纸幅宽1.2米，原料废纸箱，设计车速110
米每分钟，双盘精浆机3台，浆泵6台，15型真空泵2台。

0.4

34 吉林

敦化市
兰天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原料用废纸，产能0.4万吨，产品是箱板纸、瓦楞纸、包装纸，产品
有施胶无涂布，产品定量110-120g/㎡、幅宽1575mm，圆网多缸，车
速80米/分，水环真空泵3台。1575多缸多网板纸机组1套LZ116，10立
方立式碎浆机型号ZGS10，5立方立式碎浆机型号ZGS5，3立方卧式碎
浆机型号ZDS3，1立方纤维分离机型号ZDF2，0.8压力筛浆机2台型号
ZSL0.8，6寸浆泵型号ZDG150，8寸浆泵型号ZDG2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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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黑龙
江

佳木斯
艺洋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D型碎浆机1台，5立
方米高浓碎浆机1台，15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3平方米压力筛1台，
2平方米压力筛1台，六角筛2台，TGC型双锥体高浓除渣器2台，排渣
分离机1台，直径450双盘磨浆机2台，950纤维分离机1台，跳筛4台，
5*15自制斜筛1套，沉砂盘30米，浆泵16台，6吨蒸汽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1年投产，产能1.5万吨，以废纸壳为原料，主
要生产箱板纸、瓦楞原纸、包装纸，定量160-300g/m2，幅宽
1760mm，圆网4网6缸（3米直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
设计车速150米/分，二道压光机1台，1760复卷机1台，浆泵5台，浆
井80立方米8个，罗茨真空泵2台。                      

1.5

第2条旧瓦楞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5立方米D型碎浆机2台，15
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3平方米压力筛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六
角筛3台，TGC型双锥体高浓除渣器2台，排渣分离机1台，直径450双
盘磨浆机4台，锥型磨浆机2台，TMC-1800多功能除渣器1台，950纤维
分离机1台，880纤维分离机1台，跳筛4台，5*15自制斜筛1套，沉砂
盘35米，浆泵20台，10吨蒸汽锅炉1台。水处理回收系统一套，包括
涡凹气浮机1台，隔栅1套，直径25米沉淀池1个，中间水池2个，回用
水池2个，污泥机1台，压滤机1台等。
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2年投产，产能2.5万吨，以废纸为原料，主要
生产箱板纸、瓦楞原纸、定量160-360g/m2，幅宽2200mm，圆网4网18
缸（1.8米直径烘缸18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直径900压榨三
道，三道压光机1台,1880复卷机1台，浆泵6台，浆井80立方米10个，
120立方米8个，40立方米地下浆井4个，ZBE303水环真空泵2台，
ZBE353水环真空泵2台。

2.5

36 浙江

杭州凤
强纸业
有限公
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9月投产，产能2.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瓦楞纸、有施胶无涂布、定量100-180g/㎡、幅宽3200mm圆网3网26缸
（1.5米直径烘缸26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10立方精浆机1台
、5立方精浆机1台、浆泵5台、22KW真空泵2台、18KW真空泵1台。

2.5

37 浙江
浙江临
安联谊
造纸厂

1条造纸生产线，1998年2月投产，产能0.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电声纸、无施胶无涂布、定量100-150g/㎡、幅宽2400mm圆网3网3缸
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5立方精浆机2台、浆泵5台、40KW真空泵2
台。

0.8

38 浙江

临安市
景鑫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1月投产，产能0.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瓦楞纸、定量70-100g/㎡、幅宽2000mm长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
100-180米/分，浆泵15台、22KW真空泵1台、45KW真空泵1台、1.2立
方网前晒1台、1.2立方压力晒1台、1.2立方风力机1台。第2条造纸生
产线，2004年10月投产，产能1.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纸、
定量70-100g/㎡、幅宽3500mm长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100-180米
/分，10立方打浆机1台、浆泵15台、37KW真空泵1台、22KW真空泵1台
、1.5立方网前晒1台、1.5立方压力晒1台、1.5立方风力机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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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浙江

宁波牡
牛集团
有限公
司

1、一条旧新闻纸及废瓦楞纸板（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
1999年投产，产能1万吨：2立方米水力碎浆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
机6台、除渣器6组、浓缩机6台、浆泵35台
2、一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涂
布白板纸、有施胶有涂布、定量235-400g/㎡、幅宽1760mm圆网4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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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60米/分。

1

40 浙江

温州市
蒲州下
埠鞋料
厂

1、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10年投产，产能0.4万吨：1.2立方
米圆筒制浆机1台、1立方米立式方形制浆机2台、浆泵6台、磨料机3
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8年投产：原料废纸浆、产品鞋用中底板、
无施胶或涂布、定量300-600g/㎡、幅宽1020mm圆网2缸（1米直径烘
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30米/分。第2条造纸生产线，2010年投产：
原料废纸浆、产品鞋用中底板、无施胶或涂布、定量300-600g/㎡、
幅宽1550mm圆网2缸（1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20米/分。第
3条造纸生产线，2010年投产：原料废纸浆、产品鞋用中底板、无施
胶或涂布、定量300-600g/㎡、幅宽1550mm圆网2缸（1米直径烘缸
2个）纸机，设计车速20米/分。

0.4

41 浙江

温州市
秀杰衬
革材料
厂

1、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8年投产，产能1万吨：3立方米制
浆机2台、2立方米制浆机2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
台、32平方米浓缩机1台、磨浆机2台、浆泵10台。
2、一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鞋
用中底板、无施胶或涂布、定量120-160g/㎡、幅宽3200mm圆网3网6
缸（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浆泵10台、真空
泵2台、气泵1台。

1

42 浙江
温州市
版纸有
限公司

1、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1年投产，产能2万吨：5立方米碎
浆机2台、除砂器2台、纤维分离器1台、压力筛2台、双盘磨浆机2台
、浓缩机1台、浆泵8台。
2、1条造纸生产线，2001年投产，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高
强度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100-150g/㎡、幅宽3400mm圆网2
网18缸（1.8米直径烘缸18个）纸机，精浆机2台、浆泵3台、真空泵2
台。

2

43 浙江

温州市
瓯海蟠
凤造纸
厂

1、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993年投产，产能1.5万吨：碎浆机2
台、除砂器2台、纤维分离器1台、压力筛3台、双盘磨浆机1台、浓缩
机1台、浆泵8台。
2、1条造纸生产线，1993年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90-140g/㎡、幅宽3400mm圆网6缸（3
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5个）纸机，精浆机2台、浆泵3台、
真空泵2台。

1.5

44 浙江

温州市
乔盛纸
业有限
公司

1、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3年投
产，产能1.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砂器2套、纤维分离器1台
、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双盘磨浆机1台、浓缩机1台
、真空泵2台。
2、1条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90-140g/㎡、幅宽3400mm圆网17缸
（3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6个）纸机，浆泵3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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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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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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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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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浙江

温州市
豪兴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12年投产，产能2.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
纸、有施胶、定量90-140g/㎡、幅宽3500mm长网3网13缸（1.8米直径
烘缸13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精浆机5台、浆泵34台、真空
泵3台。

2.5

46 浙江
温州市
龙湾箱
版纸厂

1、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8年投产，产能2万
吨：5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
分离机2台、12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10台、真空泵2台。
2、1条造纸生产线，2007年投产，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
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90-120g/㎡、幅宽1600mm圆网8缸（2.5
米直径烘缸8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1台。

2

47 浙江
乐清市
白石造
纸厂

1、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7年投
产，产能1.2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除渣器1台、纤
维分离机1台、浆泵12台、37KW真空泵4台。
2、2条造纸生产线，2007年投产，产能1.2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箱板纸和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300g/㎡、幅宽1092mm圆网3
网7缸（1.5米直径烘缸6个、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
110米/分。

1.25

48 浙江
乐清市
造纸厂

1、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8年投
产，产能1.2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1台、除
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浆泵16台、37KW真空泵4台。
2、1条造纸生产线，2008年投产，产能1.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箱板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350g/㎡、幅宽1760mm圆网5网13缸
（1.5米直径烘缸12个、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
分。

1.2

49 浙江

瑞安市
华丰纸
业有限
公司

1、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999年投
产，产能1.2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5立方米脱墨机1台、压力筛3
台、纤维分离机3台、14平方米浓缩机3台、15KW真空泵4台。
2、1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投产，产能1.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涂布白板纸、有涂布、定量250-400g/㎡、幅宽1800mm圆网13缸（3米
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12个）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浆泵
35台。

1.2

50 浙江

瑞安市
金豹纸
业有限
公司

1、2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006年6月
投产，产能1.2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4台、5立方米脱墨机2台、压力
筛5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5台、8平方米洗浆机3台、浆泵39台
、15KW真空泵3台。
2、1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投产，产能1.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涂布白板纸、有涂布、定量250-400g/㎡、幅宽1800mm圆网18缸（3.6
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16个)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浆
泵39台、15KW真空泵3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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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浙江
温州市
双环纸
厂

1、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7年投
产，产能2万吨：10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3
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2台、水环式真空泵2台、罗茨式真空泵2
台、斜筛7台、浆泵12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7年投产，产能0.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90-120g/㎡、幅宽1600mm纸机，设
计车速150米/分，浆泵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9年投产，产能
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90-
120g/㎡、幅宽2000mm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1台。

2

52 浙江

浙江丰
力纸业
股份有
限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84年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箱板
纸和瓦楞原纸、无施胶、定量130g/㎡、幅宽1092mm长网2缸纸机2台
和幅宽1600mm长网2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60米/分，浆泵4台。第2条
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箱板纸和
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130g/㎡、幅宽2500mm长网2缸纸机2
台，设计车速70米/分，浆泵2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
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130g/
㎡、幅宽3200mm长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75米/分，浆泵2台。

5

53 浙江

海宁市
之江造
纸有限
公司

4条造纸生产线，1979年投产，产能5.6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
原纸和新闻纸、有施胶、幅宽4200mm、3600mm、2200mm、1800mm纸机
各1台，1880型碎浆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散浆机4台、浆泵50台等
。

5.6

54 浙江

海盐县
中达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2007年5月投产，产能4.3万吨：20立方米碎浆
机1台、15立方米碎浆机1台、450型磨浆机2台、压力筛5台、浆泵110
台、450型真空泵2台、500型真空泵2台。

4.3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55 浙江

湖州文
涛纸业
有限公
司

2条造纸生产线，2004年投产，产能1.3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纱管
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520g/㎡和620g/㎡、幅宽2400mm和1200mm
（共1.5米直径烘缸16个、3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各1台，设计车速
60-70米/分，碎浆机2台、5立方米打浆机1台、Φ450磨浆机1台、压
力筛1台、纤维分离机1台、振烫筛1台、浆板机2台、真空泵2台、浆
泵12台

1.3

56 浙江

安吉吉
利达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08年5月投产，产能0.5万吨：原料商品浆、产品
白牛皮纸和包装纸、有施胶、定量40-60g/㎡、幅宽1575mm长网2缸纸
机，设计车速120米/分，精浆机3台、抽浆机25台、真空泵4台。

0.5

57 浙江

金华金
泰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5年投产，产能0.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书写纸、定量50g/㎡、幅宽1092mm圆网2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浆泵20台、真空泵2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
0.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书写纸、定量50g/㎡、幅宽1760mm圆网2
网2缸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浆泵20台、真空泵2台。第3条造纸
生产线，2000年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涂布纸、定
量200-450g/㎡、幅宽1760mm5网15缸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浆泵
50台、真空泵3台。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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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浙江

金华市
英明纸
业有限
公司

1、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995年9月投产，产能1万吨：3立方米碎浆
机3台、1立方米碎浆机1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10平方米洗浆
机2台、10平方米浓缩机2台、浆泵8台、幅宽1575mm浆板机1台。
2、1条造纸生产线，1995年9月投产，产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箱板纸和瓦楞原纸、无施胶、定量120g/㎡、幅宽1575mm圆网6缸（3
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5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
18台、22KW真空泵4台。

1

59 浙江
金华市
金轮造
纸厂

1、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001年9月投产，产能1.5万
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脱墨机1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3台、除渣
器21台、纤维分离机2台、螺旋式真空泵2台、1平方米洗浆机4台、2
平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60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6月投产，产能0.5万吨：原料废纸浆、
产品箱板纸、有施胶、定量100g/㎡、幅宽1575mm圆网13缸（1.5米直
径烘缸13个）纸机，设计车速60米/分。第2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12
月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箱板纸、有施胶、定量
100g/㎡、幅宽3200mm圆网7缸（2.5米直径烘缸7个）纸机，设计车速
120米/分。

2

60 浙江

金华金
岭造纸
有限公
司

1、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产能2万吨：2.5立方米碎浆机4台、CX筛4台
、高浓除砂器4台、低浓除砂器4台、推进器20个、浆泵15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产能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纸、无
施胶、定量100-180g/㎡、幅宽2900mm圆网3网5缸纸机，设计车速50-
80米/分。第2条造纸生产线，产能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箱板
纸、无施胶、定量180-360g/㎡、幅宽1575mm圆网4网5缸纸机，设计
车速50-80米/分。第3条造纸生产线，产能1.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瓦楞板纸、定量100-150g/㎡、幅宽2100mm圆网2网2缸纸机，设计
车速50-80米/分。

4.8

61 浙江

金华寿
昌纸业
有限公
司

1、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4年投产，产能1.8万
吨：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1台、纤维
分离机1台、10平方米洗浆机1台、浆泵3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4年投产，产能0.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瓦楞原纸、有施胶无涂布、定量90-140g/㎡、幅宽2400mm圆网3网
13缸（1.5米直径烘缸12个、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
/分，浆泵4台、250真空泵3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
能1.3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原纸、有施胶无涂布、定量90-
140g/㎡、幅宽2400mm长网1网15缸（1.5米直径烘缸15个）纸机，设
计车速180米/分，浆泵4台、350真空泵4台。

2.1

62 浙江

浙江武
义新世
纪纸业
有限公
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00年12月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涂布白板纸、定量250-450g/㎡、幅宽1760mm12缸（3.68米直径烘缸1
个、3米直径烘缸1个、1.2米直径烘缸10个）纸机，设计车速90-100
米/分，5立方米碎浆机1台。

1.5

14



序号 省份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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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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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浙江

浙江武
义要巨
纸业有
限公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01年9月投产，产能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双
面涂布白板纸、有施胶、幅宽2200mm圆网7网32缸（1.5米直径烘缸32
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2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6月投产，产
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双面涂布白板纸、有施胶、定量200-
350g/㎡、幅宽1092mm圆网6缸（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2台，设计
车速60米/分

2.8

64 浙江

浙江富
乐纸业
有限公
司

1、第1条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10万吨：20立方
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6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6台、纤维分离机3台
、水环式真空泵7台、4平方米洗浆机12台、浆泵70台。第2条废纸脱
墨制浆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3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
筛2台、除渣器1台、4平方米洗浆机8台、10平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
40台、磨浆机6台、双盘磨机4台。

10

2、第1条造纸生产线，2011年投产：锡铂原纸、有施胶、定量15-
50g/㎡、幅宽1880mm圆网2网2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
速150米/分，精浆机2台、浆泵15台、真空泵2台、磨浆机4台、压力
筛4台、热熔压光机1台、复(卷)纸机8台、分切机1台。第2条造纸生
产线：白板纸、有施胶、定量200-500g/㎡、幅宽3600mm圆网7网23缸
（3.5米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22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
分，浆泵17台、网前筛3台、真空压榨2道、主压2道、半干压光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2006年投产：牛皮纸、有施胶、定量60-200g/
㎡、幅宽3400mm圆网3网18缸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10台、
网前筛2台、真空压榨1道、主压2道。第4条造纸生产线：双面涂布白
板纸、无施胶、定量500-1000g/㎡、幅宽1092mm圆网8网23缸纸机，
设计车速50米/分，浆泵15台、真空压榨1道、主压3道。第5条造纸生
产线，2011投产：锡铂原纸、有施胶、定量15-50g/㎡、幅宽1880mm
圆网2网2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精浆机
2台、浆泵15台、真空泵2台、磨浆机4台、压力筛4台。

65 浙江

浙江天
听纸业
有限公
司

1、1条新闻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990年投产，产能5万吨：20
立方米碎浆机1台、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5台、离心筛2台、除
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4台、55KW真空泵2台、37KW真空泵3台、22KW真
空泵2台、20平方米浓缩机4台、浆泵100台、75KW盘磨机8台。
2、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0年投产，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白板纸、有施胶或涂布、定量250-400g/㎡、幅宽1760mm长网5网36缸
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20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1998年投
产，产能2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涂布白板纸、有涂布、定量250-
450g/㎡、宽幅1575mm长网6网50缸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30
台。

4

66 浙江

江山市
华盛纸
业制造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2年投产：原料废纸浆、产品纱管纸、无施胶
、定量310-580g/㎡、幅宽1092mm圆网4网21缸（1米直径烘缸21个）
纸机，设计车速65米/分，浆泵20台、真空泵2台。第2条造纸生产
线，1998年投产：原料废纸浆、产品箱板纸、无施胶、定量160-
420g/㎡、幅宽1575mm圆网4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
车速45米/分，浆泵20台、真空泵2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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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浙江
江山市
美洁纸
厂

1条造纸生产线，2003年投产，产能0.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面
巾纸、无施胶、定量100-200g/㎡、幅宽1028mm圆网1网1缸（2.5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60米/分，TW-1092精浆机1台、浆泵7台
、罗茨真空泵1台、TW-1092高浓碎浆机1台、TW-1092压力筛1台、自
动漂洗机2台

0.18

68 浙江

岱山县
新兴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造纸生产线，1999年6月投产，产能0.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瓦楞原纸、无施胶、定量100-200g/㎡、幅宽1575mm圆网3网3缸（1.5
米直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95米/分，3立
方米碎浆机2台、浆泵10台、13型真空泵5台、450型磨浆机3台。

0.5

69 浙江

台州市
椒江前
所卫生
纸厂

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5年2月投产，产能0.54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包装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50-60g/㎡、幅宽2600mm圆网（3米直
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100-150米/分。第2条造纸生产线，产能
0.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卫生纸、无施胶或涂布、定量20-30g/
㎡、幅宽1900mm圆网（3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100-150米/分
。第3条造纸生产线，产能0.18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餐巾纸、无
施胶或涂布、定量10-20g/㎡、幅宽1900mm圆网（3米直径烘缸）纸
机，设计车速100-150米/分，5KW精浆机1台、105KW精浆机1台、浆泵
30台、20KW真空泵3台。

0.9

70 浙江

浙江开
来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0年11月投产，产能1.68万吨：原料商品浆、
产品食品包装用纸、定量100-400g/㎡、幅宽1760mm长网22缸（1.8米
直径烘缸22个）纸机，设计车速100米/分，2立方米粉碎机3台、双盘
磨机6台、真空泵4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2004年7月投产，产能1.8
万吨：原料商品浆、产品食品包装用纸、定量100-400g/㎡、幅宽
1760mm长网32缸（1.8米直径烘缸32个）纸机，设计车速140米/分，5
立方米粉碎机3台、双盘磨机10台、真空泵3台。

3.48

71 浙江

玉环县
松庭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造纸生产线，2005年11月投产，产能0.3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瓦楞纸和箱板纸、定量200g/㎡、幅宽2100mm4网4缸纸机，设计车速
60米/分，3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离心筛2台、浆泵14台、ZBK-13真
空泵2台、除砂机2台、磨浆机3台。

0.3

72 浙江

庆元县
东川日
用品造
纸厂

1条造纸生产线，2001年8月投产，产能0.3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日用纸、无施胶无涂布、定量17-40g/㎡、幅宽1880mm圆网1网1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

0.3

73 浙江

缙云县
现代纸
业有限
公司

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3年投产，产能1.3万吨：
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2台、罗茨
真空泵2台、浆泵12台。

1.3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74 山东

山东华
泰纸业
股份有
限公司

1条卫生纸生产线：1092纸机5台，1760纸机1台，单体设备59台；1条
文化纸生产线：1760纸机1台，单体设备101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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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山东

东营华
泰清河
实业有
限公司

1条化学芦浆制浆生产线，2005年投产，产能13万吨：连续蒸煮20立
方米蒸煮锅6个，25立方蒸球10台，300立方米喷放锅1台，75平方米
真空鼓式洗浆机10台，浓缩机1台，100平方米真空鼓式漂洗机4台，
0.9平方米压力筛2台，0.6平方米压力筛1台，0.6平方米黑液过滤机1
台，浆泵48台，板式蒸发器7台，790平方米管式冷凝器1台、30平方
米预挂过滤机2台，浆泵等设备78台。

13
纯制
浆能
力

76 山东

济宁金
升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2年投产，产能1万吨：商品浆生产的双胶纸，
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60克-85克，幅宽1760mm长网8缸纸机，设计车
速120米/分，大椎度精浆机4台，浆泵8台，罗茨真空泵4台。

1

77 山东

诸城市
昊阳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生产
卫生纸、产品定量15 g/m2-30 g/m2 ，幅宽1092 mm、圆网1网1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00米/分，浆泵2台、ZBK11真空泵
1台、除砂器6支、3立方化工原料罐2个。
第2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生产
卫生纸、产品定量15 g/m2-30 g/m2 、幅宽1092 mm、圆网1网1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00米/分，浆泵2台、ZBK11真空泵
1台、除砂器6支、3立方化工原料罐2个。
第3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生产
卫生纸、产品定量15 g/m2-30 g/m2 、幅宽1575 mm、圆网1网1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00米/分，浆泵2台、ZBK15真空泵
1台、除砂器8支、3立方化工原料罐2个。

1.1

第4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生产
卫生纸、产品定量15 g/m2-30 g/m2 、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00米/分，浆泵2台、ZBK15真空泵1台
、除砂器8支、3立方化工原料罐2个。
第5条造纸生产线，1998年投产：原料名称为商品浆、废纸浆、生产
卫生纸、产品定量15 g/m2-30 g/m2 、幅宽1880mm、圆网1网1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250米/分，浆泵2台、ZBK16真空泵
1台、除砂器8支、3立方化工原料罐2个。

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3立
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 脱墨机1台、0.6平方压力筛1
台、2平方高频跳筛1台、除渣器12台、1.5平方米洗浆机1台、8平方
米浓缩机2台、50立方漂洗机2台、浆泵6台、直径700推进器5台，
7.5KW水泵1台。第2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8立方
米碎浆机1台 、 脱墨机1台、1.2平方压力筛1台、2平方跳筛1台、除
渣器16台、1.5平方米洗浆机1台、12平方米浓缩机2台、50立方漂洗
机2台、浆泵6台、直径700推进器5台，7.5KW水泵2台。

1.1
纯制
浆能
力

78 山东

山东晨
鸣纸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第1条化学木浆生产线，1993年投产，产能2.4万吨：40立方米蒸球4
个、150立方米喷放锅1台、35平方米真空洗浆机5台、15平方米浓缩
机3台、35平方米漂洗机3台、浆泵15台

2.4
纯制
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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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山东

烟台市
大展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制浆生产线，1997年投产，年产能为2.2万吨：
10M3高浓水力碎浆机1台，1M3粗选机1台，2.0M2压力筛1台，1.2M2压
力筛1台，∮720纤维分离机2台，25M2浓缩机2台，  4500升/分高浓
除砂器1台，620除砂器8台，600除砂器10支，∮550盘磨2台，
浆泵10台，50M3混凝土浆池12个。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7年投产，年产能2.2万吨：原料名称为废纸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浸胶原纸（防火板原纸和建筑模板纸），产品定
量范围70~150g/m2，幅宽1575mm，纸机为长网多缸（直径1.5米烘缸
24个）、设计车速250米/分，
浆泵4台，K16罗茨真空泵5台，2.5M3损纸碎浆机1台，1575mm复卷机1
台，5.5KW轴流风机6台。

2.2

80 山东

枣庄市
恒宇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国产废纸箱、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4年投产，
产能3.2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3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压力
筛2台，2.2离心筛2台，除渣器6台，720纤维分离机2台，40真空泵6
台，150浆泵16台，700推进器16台、5米链板输送机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2004年投产，产能3.2万吨：原料为废纸浆、产品
为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为120g-190g/㎡、幅宽
2400mm圆网26组烘缸（1.5米直径烘缸22个、1.8米直径烘缸4个）纸
机，设计车速150米/分，Φ700予压辊6套，Φ750主压辊2套，Φ800
真空压榨辊1套，2400mm三辊压光机1套，2400mm水平卷纸机1套，
2400mm框架式复卷机1套，20吨跨梁式吊装行车1套，10吨跨梁式吊装
行车1套。

3.2

81 山东

淄博华
鹏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1997年投产，产能1.5万吨：产品为箱板纸，产品
有施胶，产品定量250-510g/m2，幅宽1760mm（圆网、五网28缸）
1.25米直径烘缸28个，设计车速50-80m/分，精浆机4台，浆泵45台，
离心真空泵4台。

1.5

82 山东

高青青
苑蓝天
板纸有
限责任
公司

第1条废纸造纸生产线，2001年投产，产能5万吨：产品为箱板纸、产
品无施胶、产品定量140-300g/㎡，幅宽2820mm，长网38缸纸机，设
计车速280米/分，大锥度精浆机6台，浆泵11台，水环真空泵5台，空
压机3台，水力碎浆机2台，复卷机1台。

5

83 山东

山东冠
军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办公废纸制浆生产线，2006年投产，产能3.5万吨：10立方米碎
浆机2台，封闭式脱墨机2台，抽吸式脱墨机2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
2台，振框筛1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台，罗茨真空泵2台，25
平方米洗浆机1台，20平方米浓缩机4台，浆泵70台，450盘磨机3台，
380精浆机1台等。

3.5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84 山东

平原方
源纸业
有限公
司

1条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1996年投产，设计产能1.5万吨：ZCQ3型8T
切草机2套，间歇式25m3蒸球5套，80m3喷放仓1套，ZNDID24m3带式洗
浆机3套，7m3侧压7套，12m3浓缩机7套，15m3重力网4套，浆泵52台
套。

1.5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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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山东

德州市
德城区
奥吉卫
生纸厂

1条造纸生产线，1998年投产，产能0.6万吨：原料为废纸浆，产品为
包装纸和有光纸，施胶，产品定量范围30-90克/平方米，幅宽1092mm
、1575mm，1092纸机3台，1575纸机1台，于1988圆网单网单缸，直径
2米的烘缸3个，直径2.5米的烘缸1个，设计车速80-120米/分钟，浆
泵18台，罗茨真空泵4台，侧压浓缩机1台，圆网浓缩机1台。

0.6

1条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003年投产，产能0.6万吨：5立方碎浆机2
台，压力筛2台，8平方米浓缩机5台，25立方米漂洗机3台，浆泵3台
。 

0.6
纯制
浆能
力

86 山东

日照华
泰纸业
有限公
司

1、第8条造纸生产线，1996年投产，产能0.75万吨：原料为自制草浆
、产品为双胶纸，产品有书写、双胶，产品定量60-150g/㎡、幅宽
1760mm 、长网1网30缸（1.25米直径烘缸30个）纸机，设计车速115
米/分，∮450mm精浆机6台，浆泵24台，ZBK真空泵8台，复卷机1台，
切纸机1台。
2、第1条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1999年投产，产能3万吨：8t/h切草
机3台，12t/h切草机1台，40立方米蒸球8个，100立方米喷放锅2台，
40平方米鼓式真空洗浆机4台，2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4台，50平方米鼓
式真空洗浆机4台，浆泵10台，黑液泵16台，管式蒸发器3台，板式蒸
发器2台，循环泵3台，真空泵2台，75t/d燃烧炉1台，除尘器1台，黑
液圆盘过滤机1台，黑液泵4台、苛化器3台，澄清器3台。

0.75

87 江西
萍乡市
湘东和
泉纸厂

造纸生产线1条，2001年12月投产，产能0.4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
、商品浆等，产品名称：鞭炮纸、包装纸。设备为：幅宽1092mm长网
多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150米/分，锥形精浆机4台，浆泵4台、真空
泵4台

0.4

88 江西

萍乡市
广寒寨
垦殖场
造纸厂

1条3200mm型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6月，产能
1.4万吨：以废纸为原料，产品牛皮纸、仙纸，产品定量170g/㎡、幅
宽3200mm，长网多缸（Ø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210
米/分，工作车速80-160米/分， 15立方米高浓水力碎浆机2台、压力
筛2台、离心筛2台、除沙器3台、真空泵2台、40立方米漂洗机1台、
侧压浓缩机1台、浆泵3台、幅宽3200mm打浆机2台、环保水处理设备1
套。

1.4

89 江西

上栗县
国兴纸
业有限
公司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以废纸为原料，产品鞭炮纸，产品定量170g/
㎡、幅宽3200mm,长网多缸（φ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设计
车速210米/分，工作车速80-160米/分，1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
4台，除渣器15台，浆泵11台，真空泵3台，6吨锅炉2台。

1.4

90 江西
萍乡市
腾达造
纸厂

2400mm造纸生产线3条，于2005年5月投产，产能3万吨：以废纸浆为
原料，产品为瓦楞原纸（花炮纸），产品定量90-120g/㎡、幅宽
2400mm，长网多缸（Ф2400mm*2600mm烘缸3只，Ф1500mm*2600mm烘
缸3只）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工作车速80-120米/分，15立方米
碎浆机6台，压力筛3台，除渣器15台，浆泵9台，真空泵3台，8吨锅
炉1台。

3

91 江西

萍乡市
金达纸
业有限
公司

 2400mm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3条，于2004年10月投产，产能3万吨,15

立方米碎浆机6台，40立方米脱墨机4台，纤维分离机3台，压力筛
6台，除渣器40台，浆泵15台，真空泵7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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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江西

江西省
萍乡市
湘赣造
纸厂

3800mm造纸生产线1条，原料名称为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为瓦楞
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75－170 g/㎡，幅宽3800mm，圆
网多缸纸机（2.1米直径烘缸15个），设计车速230米/分，工作车速
180-200米/分，纤维分离机1台，10立方米碎浆机2台，10吨锅炉1台,
压力筛1台，除渣器7台，浆泵16台，真空泵1台等。
2400mm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1条，以废纸浆为原料，产品瓦楞原纸，
产品定量90-120g/㎡、幅宽2400mm，长网多缸（Ф2500mm*2850mm烘
缸三只,Ф150

3

93 江西
萍乡市
兴发造
纸厂

幅宽2400mm长网多缸造纸生产线4条，产能4万吨，设计车速110米
/分，15立方米碎浆机6台，40立方米脱墨机4台，纤维分离机3台，压
力筛6台，除渣器42台，浆泵16台，真空泵6台。

4

94 江西
萍乡市
文博造
纸厂

以废纸为原料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于2004年1月投产，产能1.4万
吨：以废纸为原料，产品鞭炮纸，产品定量170g/㎡、幅宽3200mm,长
网多缸（φ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210米/分，工作
车速80-160米/分，1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14台，
浆泵10台，真空泵2台，6吨锅炉2台。

1.4

95 江西

萍乡市
凤祥造
纸有限
公司

3200mm造纸生产线1条，于2005年4月投产，产能1.4万吨：以废纸为
原料，产品鞭炮纸，产品定量1750g/㎡、幅宽3200mm,长网多缸（φ
3000mm*3600mm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200米/分，工作车速80-160
米/分，15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15台，浆泵12台，
真空泵2台，6吨锅炉2台。

1.4

96 江西

江西坤
兴纸业
有限责
任公司

共5条造纸生产线，于2006年11月投产，产能3万吨，原料为废纸浆，
生产的产品无施胶、涂布，产品定量为200-400g/㎡，幅宽1092mm、
长网6缸（2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3万立方米精
浆机3台，浆泵5台，135真空泵3台等设备。
 共3条旧瓦椤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于2006年11月投产，产能
3万吨，3万立方米碎浆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5台、除渣器3台、纤
维分离机3台、135真空泵3台、40平方米洗浆机3台、30平方米浓缩机
3台、20平方漂洗机3台、浆泵5台；幅宽1092mm,浆板机5台等设备。

3

97 江西

江西临
江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 2008年10月投产, 主要设备：10立方碎浆机1
台 5立方高浓碎浆机1台 高浓除砂器1台 纤维分离机2台 1.5立方压
力筛1台 双鼓筛3台 排渣机1台 450双盘磨6台 2平方振筛2台 中浓除
砂器（二段）1套 低浓除砂器（三段）1套 浓缩装置3套 浆池推进器
12台  各种浆泵18台 第2条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 2009年3月投产,主要
设备：15立方碎浆机1台 5立方卧式碎浆机1台 高浓除砂器1台 880纤
维分离机2台 2.5平方压力筛2台 排渣机1台 600双盘磨4台 振动筛2
台 中浓除砂器（二段）1套 低浓除砂器（三段）1套 浓缩装置2套
 1200搅拌器16台 各种浆泵22台

2.5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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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湖北

钟祥市
应强纸
业有限
公司

1、废纸制浆生产线（非脱墨5万吨），投产日期2008年5月，产能2万
吨：20立方米碎浆机1台、ZLS85压力筛1台、0.9平方米离心筛1台、
ZXATA300-550除渣器2台、ZDF3B-720纤维分离机1台、JZP1200A真空
泵5台、3平方米洗浆机1台、5平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14台。
2、1880型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5月，产能2万吨，生产产品
纱管纸和工业纸板，产品定量：250-500g/㎡,幅宽：1880mm，（圆
网）纸机5网19烘缸（其中：2.5米直径1只，1.5米烘缸18只），设计
车速120米/分，ZDF360-B精浆机2台、150LXZ-200-25浆泵10台、ZJH-
5000真空泵2台、JZP1200A真空泵5台、卷纸机1台、压光机1台、复卷
机1台、切纸机1台。

2

99 湖北

湖北丽
明纸业
有限公
司

1、办公废纸制浆生产线（脱墨2万吨，非脱墨2万吨）：投产日期为
2009年8月，产能1.8万吨：350-z浆池循环泵11台、100浆泵7台、
AS125-250-300清水泵3台、YCT-7.5调速电机3台、YCT-15调速电机2
台、3吨提升机2台、5立方米高笼3台、8立方米高笼1台、0.5立方米
压力筛1台、2立方米跳筛1台、1立方米跳筛2台、16平方米园网浓缩
机2台、4吨锅炉1台（套）、水处理系统1套、麻石水膜除尘系统1套
、80LXL-Z-40提浆泵9台、1000推进器6台、30立方米园网浓缩机洗浆
池2台（套）、60立方米储浆池10个、380双盘磨4台（套）、80吨地
磅1台。
2、生活用纸造纸机生产线：2条1575纸机生产线，2009年8月投产；2
条3500纸机生产线，2009年8月投产。400吊锯1台、1575分切机1台、
轻质除砂器3组、多级离心泵-15KW2台、多级离心泵-22KW1台、负压
1575纸机2台（套）、负压3500纸机2台（套）、2吨电动葫芦1套、3
吨行车1套、10吨行车1套、DAL-100-5级离心泵22KW2台（套）、1575
复卷机3台（套）、1575压花机1台（套）、MJ318型多功能卫生纸切
纸机7.5KW2台（套）、片纸复卷机2台（套）。

1.8

100 湖北

松滋市
特丽丝
纸业有
限公司

第一条旧瓦楞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2004年4月投产，产能1.5万
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0.9平方米振动跳筛1台、45KW疏解除沙机1
台、55KW疏解除沙机1台、30立方米洗浆机2台、4平方浓缩机4台、10
平方米浓缩筛1台、2平方米浓缩机1台、搅拌机2台、90KWφ450mm双
盘磨3台、浆泵4台套。
第一条造纸生产线，2004年4月投产，产能1.5万吨。原料名称：废纸
浆，生产品种：施胶高强瓦楞原纸，产品定量为100g-180g/㎡，幅宽
1575mm，长网多缸（1.5米直径烘缸15个、φ450mm主压榨2套、φ
450mm反压榨1套、φ600mm施胶机1套）纸机，设计车速180m/分，
1575mm卷纸机1套、1575mm复卷机1套、提浆泵3台套、15kw真空泵2台
、22KW真空复辊1套。  

1.5

101 湖南
宜章县
千年红
纸厂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6年6月，产能1.1万吨：3立方米
碎浆机6台、脱压力筛5台、高浓出渣器3台、真空泵8台、磨浆机5台
、抽浆机18台、5平方米浓缩机3台。幅宽787mm长网单缸缸纸机
12台，设计车速90米/分。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6年6月：
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鞭炮纸）、产品有施胶货涂
布、产品定量80—350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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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湖南

邵阳市
宝东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2条，总产能4.7万吨，投产日期1997年9月28日：其中第1
条1760 纸机造纸生产线，原料名称废纸浆、产品名称箱纸板、瓦楞
原纸、产品有施胶或涂布、定量范围（90-500 g/m2）、幅宽1760 mm
圆网3网19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8米直径烘缸1个、1米直径烘缸
16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分，浆泵6台、真空泵3台。第2条2400
造纸生产线，原料废纸浆，产品名称包装纸、瓦楞原纸，有施胶，定
量范围90-250克/㎡，幅宽2400mm长网35缸(1.8米直径烘缸35个)，设
计车速350米/分。
2条以新闻纸、办公废纸为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
月28日，产能5.8万吨：10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
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15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6台、60
平方米洗浆机4台、30平方米浓缩机4台、浆泵6台。

4.7

103 湖南
宁乡县
鑫鑫纸
厂

主要产品：包装用纸（产品定量250-400g/㎡）。淘汰内容：废纸脱
墨制浆生产线2条：5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2
台、磨浆机2台、罗茨真空泵4台、20平方米浓缩机1台、脱墨机2台、
浆泵20台，造纸生产线3条：幅宽1760mm圆网5缸4网纸机1台，设计车
速120米/分；幅宽1575mm圆网单缸单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00米
/分；幅宽1092mm圆网单缸单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80米/分。4吨锅炉
1台，1吨锅炉1台。

1.2

104 湖南

宜章县
天马包
装材料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6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瓦楞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宽幅1092mm2
缸3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20米/分)、宽幅1092mm4缸6网纸机1台(设计
车速120米/分)、抽浆机8台、罗茨真空泵4台、浆泵2台。
第1条废纸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6月，产能2.2万吨：8立方米
水力碎浆机1台、磨浆机2台、高浓除渣器2台、抽浆机8台、搅拌机8
台、抽水泵6台、罗茨真空泵4台、4平方米洗浆机2台、5平方米浓缩
机2台、浆泵2台、4吨锅炉1台。幅宽1092mm6网4缸纸机1台，设计车
速120米/分；宽幅1092mm3网2缸纸机1台，设计车速120米/分。

0.6

105 湖南

宁乡县
茅栗特
种造纸
厂

主要产品：白板纸、黄板纸（产品定量150-300g/㎡）：淘汰内容：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4条：5立方米碎浆机5台、3立方米碎浆机3台、
压力筛2台、纤维分离机2台、13型罗茨真空泵6台、脱墨机3台、浆泵
14台，4吨锅炉1台，2吨锅炉1台。造纸生产线4条，产能1.5万吨，幅
宽1092mm圆网单缸单网纸机2台，设计车速80米/分；幅宽1575mm圆网
3缸4网纸机1台，幅宽1575mm圆网1缸3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00米/分
。

1.5

106 湖南

长沙玉
潭纸业
有限公
司

主要产品：文化纸（产品定量50-150g/㎡）、纸板（产品定量200-
500g/㎡）。淘汰内容：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2条：8立方米碎浆机3台
、压力筛3台、纤维分离机2台、罗茨真空泵2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
、脱墨机3台、浆泵20台， 2吨锅炉1台。造纸生产线2条，幅宽
1880mm圆网2缸2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60米/分；幅宽1092mm圆网2缸
2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00米/分。6吨锅炉1台。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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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湖南

株洲市
龙兴纸
业有限
公司

淘汰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3月：原料名称：商品浆、废纸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包装纸、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
（有、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吨）或定量范围幅宽1880mm长网
多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180米/分。磨浆机4台、浆泵4台、真空泵1台
、平板切纸机2台、卷筒切平板切纸机2台、打包机4台。2吨锅炉1台
。

1

108 湖南
新邵县
新阳造
纸厂

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8月10日。1760mm型圆网4网21缸白
板纸机生产线1条,幅宽1760mm,定量范围250g-300g/m2,设计车速
120m-170m/min。
1条淘汰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8年8月10日，
产能2万吨。15m³碎浆机4台。脱墨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
除渣器5组，罗茨真空泵2台，洗浆机2台，浓缩机1台，漂洗机1台，
浆泵30台。

2

109 湖南

新邵县
金龙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1条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11月1日，产能1万
吨：8m³碎浆机1台，100m³漂洗机3台，450双盘磨5台，TCZX-2跳筛
2.2㎡1台，浆泵8台，除渣泵1台，推进器5台，电机30台。
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11月1日，年产能1万吨：1880mm长
网多缸生产线一条，二道压榨，一道挤水，9个直径1.5m烘缸，3个直
径1.25m烘缸，定量120-150g/㎡，设计车速150-180米/分

1

110 湖南

邵阳市
诚信造
纸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2条，产能3.8万吨：1760型圆网5缸（2.5米直径烘缸
4个）4网纸机1台，设计车速120m-160m/min，定量80g-120g/㎡;2400
型5网28缸（2.0米直径烘缸28个）4道压榨工业白板纸机1台，定量范
围120g-350g/㎡，设计车速100m-200m/min。
以废纸为原料脱墨制浆生产线2条：碎浆机2台，双盘磨3套，压力筛3
台，洗浆机2台，10吨锅炉1台，脱墨设备1套，离心筛３台，磨浆机3
套，浓缩机2台，10T锅炉1台。

3.8

111 湖南

邵阳市
双清区
日升造
纸厂

2条（废书纸、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2年6月，产能2.6万吨：10立方米碎浆6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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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方米洗浆机2
台、10平方米浓缩机2台、5平方米漂洗机6台、浆泵8台。
2条1760型纸机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6月，产能2万吨：原料
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特种色纸及瓦楞原纸）、产品
（无）施胶或涂布、定量范围100-300 g/㎡、幅宽1760mm圆网3网9缸
（2.5米直径烘缸9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160-180米/分，浆泵8台、
真空泵2台。

2

112 湖南

新邵县
广源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以废旧瓦楞纸箱为原料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10
月，产能3万吨：2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
分离机4台、浆泵30台,罗茨真空泵2台、8吨锅炉。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10月，产能3万吨：原料名称为废
纸桨、生产的产品名称为纱管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范围200-
800g/m2、幅宽2400mm（加宽型，可做2700mm幅宽）圆网6网18缸
（3.0米直径烘缸2个、1.8米直径烘缸16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150-
90米/分，浆泵16台、真空泵4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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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湖南

岳阳市
蓝海造
纸科技
有限公
司

1、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一条，主要设备有8立方碎浆机2台、
高能洗浆机1台、斜筛2台、浆泵15台、450磨浆机1台、380麿浆机1台
、跳筛4台、挤浆机2台、微滤机1台。压力筛2台，2.5米直径烘缸1个
。
2、造纸生产线2条，产品为文化纸和白板纸，主要设备有1760mm圆网
单缸纸机1台[设计车速（100克）]150米/分、4T锅炉1台。1760mm长
网多缸纸机1台[设计车速（90-200克）]150米/分，2.5米直径烘缸2
个，1.6米直径烘缸6个。

1

114 湖南

邵阳市
北塔腾
辉纸业
有限责
任公司

造纸生产线3条，投产日期2005年8月28日，产能3.65万吨：1880型圆
网4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工业白板纸纸机2台，定量范围50-
60g/平方米,设计车速120-150m/min;2400型长网16缸（2.0米直径烘
缸16个）二道压榨生产瓦楞纸纸机1台，定量范围100g-150g/㎡，设
计车速100-120m/min。
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3条，投产日期2005年8月28日，产能3.65万
吨：碎浆机4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7组、洗浆机3台、
浓缩机1台、漂洗机1台、浆泵29台，脱墨设备1套，高浓磨浆机2台。

3.65

115 湖南

邵东县
鑫源纸
业发展
有限公
司

第1条以废文化纸为原料脱墨制浆线，投产日2007年5月，第2条以废
纸板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5月：10立方米脱墨碎浆机4
台，8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CX筛3台，450型双
盘磨3台，纤维分离机2台，高速洗浆机3台，10立方侧压浓缩洗浆机3
台，8立方侧压浓缩洗浆机2台，8立方米碎纸机3台，浆水分离机
3台，推进器9台，搅拌器14台，浆泵20台，漂洗池16个。第一条幅宽
1880长网多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5月，设计车速280米/分，生
产60克—120克文化纸；第二条幅宽1760长网多缸描图纸生产线，设
计车速250米/分，生产100克—160克描图纸；第三条幅宽1880长网多
缸生产线，设计车速280米/分，生产90克—130克瓦楞原纸。浆泵15
台，台高浓除渣器3台，低浓除渣器3台，16罗茨真空泵15台，清水泵
15台，1760卷纸辊30根，1880卷纸辊35根，超级压光机2台，双刀分
切机2台，水平复卷机1台。

4.58

116 湖南
邵东县
永胜造
纸厂

淘汰1条废纸制浆线，产能1.7万吨，拆除碎浆机15立方米*2台、浓缩
机10立方米*2台、洗浆机16立方米*2台、磨浆机2台、除渣器2组*16
只、平框振动筛4个、压力孔筛2台、双螺旋挤浆机2台、6吨燃煤锅炉
1台。造纸生产线1条，1880mm造纸机生产线1台，设计车速100—150
米/分，纸幅宽1880mm，生产工业白板纸180—300克，纸机缸
3000mm*1880mm*1个、2500mm*1880mm*1个、1500mm*1880mm*12个、5
网*1500mm。

1.7

117 湖南
邵东县
廻龙造
纸厂

造纸生产线3条：1880型圆网4网16缸造纸机2台,定量范围250g-
300g/m2,设计车速120m-150m/min；1760mm型圆网多缸多网文化纸机1
台，定量范围80g-120g/m2，设计车速100m-120m/min。
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3条:高浓碎纸机6台，压力筛2台，CX离心机
2台，高浓脱墨机1套，复卷机3台，切纸机1台,10t锅炉1台，高浓度
磨浆机2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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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湖南

汨罗市
罗城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6月
15日，产能0.9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5台，9立方米碎浆机1台，9立方
米压力筛2台，离心筛6台，除渣器14台，萝茨真空泵4台，浓缩机
5台，浆泵32台，4吨锅炉1台，幅宽2200mm五缸四网纸机1台（直径
2.5m1个，直径2m2个，直径1.5m2个），设计车速90米/分。（生产产
品：瓦楞纸、灰板纸）

0.9

119 湖南
临湘市
新华纸
品厂

1575型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4年8月，产能
1.18万吨：以废纸浆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原纸，产品定量
（200—300克/平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 1.575米。（圆网）3 
网 8缸生产线1条。机型（缸直径 3米 ，网直径 1.25米）。 15立方
米碎浆机1台、立式精浆机3台，浆泵24台，纤维分离机1台、16型罗
茨真空泵2台、离心筛1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1组。

1.18

120 湖南
临湘市
如雅纸
厂

以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年生产
能力1.66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3台，1.2平方米
压力筛2台，1.6平方米离心筛5台，高浓除渣器2台，网前除渣器
40个，14型罗茨真空泵5台，1.5X1.45米洗浆机4台，浆泵18台，白水
泵共40台，380型双盘磨4台，6吨锅炉1台，除渣泵2台，推进器
14台，电机总台数100台。1092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产日期2000年8
月，投产2台，生产的产品名称鞭炮纸；产品的定量范围：（80—200
克/平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35米。圆网4网8缸，（缸直径2.5
米，网直径1.25米）。1575型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4年7月，
投产1台，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纸，产品的定量范围（150—280克/平
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6米，2网4缸，（缸直径2.5米7台，3
米1台，网直径1.5米）。

1.66

121 湖南
临湘市
骆坪再
生纸厂

以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5月，年生产
能力1.45万吨以上，15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3台，1.2平
方米压力筛2台，1.6平方米离心筛5台，高浓除渣器2台，网前除渣器
40个，14型罗茨真空泵5台，1.5X1.45米洗浆机4台，浆泵18台，白水
泵共40台，380型双盘磨4台，6吨锅炉1台，除渣泵2台，推进器
14台，电机总台数95台。1092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产日期2005年
5月，投产2台，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纸；产品的定量范围：
（130—80克/平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35米。圆网2网4缸，
（缸直径2.5米，网直径1.25米）。1575型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
2005年5月，产品的定量范围（150—280克/平方米），车速150米
/分，幅宽1.6米，4网8缸，（缸直径2.5米7台，3米1台，网直径1.5
米）。

1.45

122 湖南
邵东县
桐江造
纸厂

以废纸为原料制桨生产线2条：8立方碎纸机2台，脱墨机2台，除渣器
2组X16个，真空泵2台，10平方米漂洗机4台，6吨燃煤锅炉1台，磨浆
机4台。
以废纸为原料造纸生产线2条，产能3万吨，1880mm长网16缸(3.0米直
径烘缸2个、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12个)生产工业特种
纸纸机2台，设计车速100-150米/分，定量范围150-250克/m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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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湖南

临湘市
羊楼司
国新再
生纸厂

以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年5月，年生产
能力2.12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3台，5立方米碎浆机4台，1.2平方米
压力筛3台，1.6平方米离心筛5台，高浓除渣器2台，网前除渣器
46个，14型罗茨真空泵4台，1.5X1.45米洗浆机4台，浆泵46台，白水
泵8台，380型双盘磨4台，4吨锅炉2台，除渣泵4台，推进器14台，电
机总台数100台。1092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产日期2000年5月，投产2
台，生产的产品名称鞭炮纸；产品的定量范围：（80—200克/平方
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35米。圆网2网4缸，（缸直径2.5米，网
直径1.25米）。1575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产日期2003年6月，投产2
台，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纸，产品的定量范围（150—280克/平方
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6米，每台4网8缸，（缸直径2.5米
8台，3米1台，网直径1.5米）。

2.12

124 湖南
临湘市
普查纸
品厂

以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5月16日，年
生产能力2.68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2台，5立方米碎浆机3台，1.2平
方米压力筛4台，1.6平方米离心筛5台，高浓除渣器5台，网前除渣器
50个，14型罗茨真空泵5台，1.5X1.45米洗浆机5台，浆泵23台，白水
泵45台，380型双盘磨5台，6吨锅炉2台，除渣泵4台，推进器16台，
电机总台数120台。1092型造纸生产线3条，投产日期1998年5月
16日，投产3台，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纸和鞭炮纸；产品的定量范
围：（80—200克/平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35米。圆网2网
4缸，（缸直径2.5米，网直径1.25米）。1575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
产日期2000年8月12日，投产2台，生产的产品名称瓦楞纸，产品的定
量范围（150—280克/平方米），车速150米/分，幅宽1.6米，4网
8缸，（缸直径2.5米8台，网直径1.5米）。

2.68

125 湖南

临湘市
羊楼司
镇兴和
纸厂

以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2月10日，年
生产能力1.79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3台，1.2平
方米压力筛2台，1.6平方米离心筛5台，高浓除渣器2台，网前除渣器
40个，14型罗茨真空泵5台，1.5X1.45米洗浆机4台，浆泵18台，白水
泵共40台，380型双盘磨4台，6吨锅炉1台，除渣泵2台，推进器
14台，电机总台数100台。 
1092型造纸生产线2条，投产日期2000年2月10日，投产2台，生产的
产品名称鞭炮纸；产品的定量范围：（80—200克/平方米）车速150
米/分，幅宽1.35米。4网8缸，（缸直径2.5米的8台，网直径1.25米
的4个）。
1575型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4年7月12日，投产1台，生产的
产品名称瓦楞纸，产品的定量范围（150—280克/平方米），车速150
米/分，幅宽1.6米，4网8缸，（缸直径2.5米的7台，3米的1台，网直
径1.5米的4个）。

1.79

126 广东

东莞市
白天鹅
纸业有
限公司

1575型造纸生产线5条：投产日期1998年10月，产能1.18万吨：原
料：商品浆、生产产品：生活用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
12-18g/m2）、纸机实际抄宽1730mm，设计车速180-220米/分。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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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广东

中山永
发纸业
有限公
司

造纸生产线一条，产能3.5万吨；幅宽1092mm双网三烘缸(直径1.5m烘
缸3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m/min；幅宽1575mm双园网三烘缸(直径
1.5m烘缸3个)纸机3台，设计车速80m/min；幅宽1575mm双园网三烘缸
(直径2.5m烘缸3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m/min；幅宽1575mm单长网
三烘缸(直径2.5m烘缸3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120m/min。

3.5

128 广东

江门甘
蔗化工
厂（集
团）股
份有限
公司

①草浆化学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58年1月。产能8万吨，150
～170立方米蒸煮锅5个，锅炉7台，洗浆浓缩生产线1条，幅宽3400mm
浆板机1台，360立方漂洗生产线1条，网宽3850mm双网压滤洗浆机一
台。
②造纸生产线5条，幅宽1760mm长网多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100～200
米/分，投产日期:分别为1982年1月和1997年12月；幅宽2632mm长网
多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100～200米/分，投产日期：1987年8月；幅
宽1930mm单缸（杨克式）纸机1台；设计车速100～200米/分，投产日
期：1994年1月。
③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产能3.4万吨，投产日期：1997年7月，
高浓碎浆机ST9CW1台，多盘脱水机DF3808/06  1台，双网压滤机
DSP2023Sh  1台，热分散机36-1C  1台，气浮池ST9CW  1个。

11.3

129 广东
高州市
长源造
纸厂

1575型造纸生产线3条，产能0.67万吨：原料废纸浆，生产的产品是
有光纸，产品定量26-40g/m2，实际抄宽1680mm圆网单缸纸机3台，设
计车速80-120米/分。

0.67

130 广东

电白县
罗坑镇
广兴纸
厂

1092型造纸生产线2条，产能0.85万吨：原料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包
装纸、产品定量60-80g/m2、实际抄纸幅宽1400mmX网XX缸（2.5米直
径烘缸）纸机2台，设计车速90-110米/分。

0.85

131 广东

电白县
双峰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6条，产能2.38万吨：第1条造纸生产线，原料废纸浆、生
产卫生纸、产品定量45-70g/m2、幅宽1092mm纸机，设计车速70-80米
/分；第2条造纸生产线，原料废纸浆、生产卫生纸、产品定量80-
90g/m2、幅宽1092mm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70-80米/分；第3
条造纸生产线，原料废纸浆、生产包装纸、产品定量40-50g/m2、幅
宽1092mm2.5米直径烘缸纸机；第4条造纸生产线，生产新闻纸、产品
定量60-70g/m2、幅宽1575mm纸机，设计车速100-110米/分；第5条造
纸生产线，生产新闻纸、产品定量60-120g/m2、幅宽1575mm双网双缸
纸机，设计车速80-110米/分；第6条造纸生产线，生产新闻纸、产品
定量60-120g/m2、幅宽1880mm双网双缸纸机，设计车速80-110米/分
。

2.38

132 广东
电白县
罗坑双
星纸厂

造纸生产线2条，产能0.52万吨，原料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包装纸、
产品定量50-60g/m2、幅宽1092mm纸机2台，设计车速90-110米/分。

0.52

133 广东

新兴县
通力造
纸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1997年5月，产能0.6万吨，原料名称（废
纸）、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110-
250 g/m2）、幅宽1420mm（1092mm非标）（圆网）4网三缸（2米直径
烘缸3个）纸机，设计车速60米/分，精浆机2台、浆泵4台、真空泵2
台、压力筛2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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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福建

福清市
阳下福
利造纸
有限公
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产能4万吨：碎浆机5台、磨浆机10台，真
空泵5台、除渣器13台,60立方米浆池37个,压力筛4台,洗浆机8台,浆
泵57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原料为废纸浆。主要产品：
瓦楞原纸和茶板纸。定量范围：105-180g/㎡。主要设备：1092㎜2网
3缸(缸径2m）纸机2台，车速60m/min，1575㎜2网5缸（缸径1.5m）纸
机1台，车速80m/min，1575㎜2网4缸（缸径2.5m）纸机1台，车速
80m/min，2400㎜3网4缸（缸径2.5m）车速100m/min纸机1台。
第2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产能2万吨。碎浆机3台、磨浆机5台，真空
泵3台、除渣器16台，60m³浆池21个,压力筛2台,洗浆机4台,浆泵36台
。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原料为木浆、废纸浆和涂
料,主要产品为箱板纸、涂布白板纸,产品定量：180-300g/㎡，主要
设备：1800㎜3网16缸（缸径1.5m）带涂布机纸机，车速120m/min纸
机1台。

6

135 福建

福建省
龙海市
大桥纸
制品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95年11月，产能0.5万吨
。5m³碎浆机2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1
台、真空泵3台、浆泵5台。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5年11月：原料为废纸浆、产品包装纸、无
施胶、产品定量范围：45-100g/㎡，幅宽1300mm，圆网单缸（2m直径
烘缸）1092型纸机2台套，设计车速130m/min；幅宽1650mm，圆网单
缸（2.5m直径烘缸）1575型纸机1台套，设计车速130m/min，精浆机1
台、浆泵8台、真空泵3台。 

0.5

136 福建

龙海市
颜厝隆
达造纸
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90年4月，产能1万吨。
5m³碎浆机3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台、真空泵4台、
3m²浓缩机4台、浆泵18台。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4月，产能1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包
装纸，无施胶，产品定量范围：30-90g/㎡、幅宽1550mm，圆网单缸
（2.5m直径烘缸）纸机4台套，设计车速200m/min，浆泵4台、真空泵
4台。

1

137 福建

华发纸
业（福
建）股
份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6月，产能2.6万吨。
10m³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1台套、纤维分离机
1台、真空泵3台、浆泵15台、双磨盘4台、斜筛2套。
1880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6月。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原纸
、有施胶。产品定量100-150g/㎡。幅宽1800mm，圆网多缸（3m直径
烘缸3个、1.5m直径烘缸8个），设计车速100m/min，冲浆机1台、真
空泵2台。
2400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6月。原料废纸浆、产品瓦楞原纸
、有施胶。产品定量100-150g/㎡。幅宽2400mm，圆网多缸（3m直径
烘缸3个、1.5m直径烘缸8个），设计车速 120m/min，冲浆机1台、真
空泵3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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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福建

龙海市
颜厝民
政抄纸
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92年7月，产能1.5万吨
。10m³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
2台、真空泵3台、浆泵17台。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3年7月，产能1.5 万吨。原料为废纸浆、
产品瓦楞原纸、无施胶。产品定量100-180g/㎡。幅宽1400 mm（圆
网）2网5缸（2.5m直径烘缸）纸机1台套，设计车速120m/min；幅宽
1092mm（圆网）2网2缸（2.5m直径烘缸）纸机1台套，设计车速
60m/min；幅宽1575 mm（圆网）2网5缸（2.5m直径烘缸）纸机1台
套，设计车速60m/min。

1.5

139 福建

龙海市
颜厝镇
东珊抄
纸厂

废纸制浆（非脱墨）生产线，投产日期1991年5月，产能0.7万吨。
5m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除渣器2台、真空泵3台、5m²浓缩机2台
、浆泵4台。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1年5月，产能0.7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
卫生纸。产品定量15-25g/㎡。幅宽1500mm,圆网单缸（3m直径烘缸）
1092型（加宽）纸机3台套，设计车速200m/min，浆泵6台、真空泵3
台。

0.7

140 福建

龙海市
信达纸
业有限
公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第一条生产线，投产日期1995年。10m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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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真空泵2
台、10m²浓缩机1台、浆泵10台。
1760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5年，产能0.7万吨。原料为废纸浆、
产品瓦楞原纸、有施胶。产品定量112-180g/㎡。幅宽2000mm，圆网2
网4缸（2.5m直径烘缸4个），设计车速120m/min，精浆机1台、浆泵
10台、真空泵2台。
1575废纸（非脱墨）制浆第二条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10m³碎浆
机1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2台、10m²
浓缩机1台、浆泵9台。
1575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产能0.6万吨。原料废纸浆、产
品瓦楞原纸、有施胶。产品定量112-180g/㎡。幅宽1800mm，圆网3网
4缸（2.5m直径烘缸4个），设计车速120m/min，精浆机1台、浆泵9台
、真空泵2台。

1.3

141 福建

福建南
安市益
发造纸
有限公
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99年10月，产能2万吨。5m³
碎浆机2台，1m³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纤维分离机2台，浆泵24台
。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9年10月，产能0.5万吨。原料废纸
浆，产品涂布白板纸。产品定量220-250g/㎡、幅宽1760mm（圆网）4
网（1.5m直径缸12个、3m直径缸1个、2.5m直径缸1台）纸机，设计车
速70m/min，浆泵7台，真空泵2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
年10月，产能1.5万吨。原料废纸浆，产品涂布白板纸。产品定量
220-250g/㎡、幅宽2184mm（圆网）5网（1.5m直径缸12个、3m直径缸
1个、2.5m直径缸1台）纸机，设计车速85m/min，浆泵8台，真空泵3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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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福建

福建省
泉州景
玉纸业
有限公
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产能2万吨。10m³碎浆机1台、3m³碎浆机
1台、浆泵19台、真空泵2台。(1)2640造纸生产线1条，产能1.3万吨
。产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定量范围80-250g/㎡、幅宽
2640mm、圆网、3网8缸（3m直径烘缸1个、2.5m直径1个、1.5m直径6
个）纸机，设计车速80m/min；(2)1570造纸生产线1条，产能0.7万吨
。产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定量范围80-250g/㎡。幅宽
1575mm、圆网、3网12缸（3m直径烘缸1个、2.5m直径1个、1.5m直径
10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污水处理设备1套，6T锅炉1台。

2

143 福建

宁德市
恒顺纸
业有限
公司

以木浆为原料的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5年，5m³高浓打浆
机3台、浆泵25台、真空泵6台、离心筛2个。                                                               
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5年，产能1.5万吨。原料为商品浆、废
纸浆，产品名称为卫生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1760主机2
台；产品定量20g/㎡。幅宽1950mm圆网3台，2.5m直径烘缸3个；设计
车速180m/min。

1.5

144 四川
彭州市
红岩康
悦纸厂

第1条造纸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1996年6月，产能0.08万吨：原料名
称（商品浆、竹浆）、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15g/m2）、幅宽1092mm单网单缸（1.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台，设计车速85米/分，盘磨精浆机2台、浆泵8台、K13罗茨真空泵1
台。

0.08

145 四川

彭州市
顺元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8月，产能0.3万吨：原料名称
（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
定量（13g/m2）、幅宽1092mm圆网4网4缸（1.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
4台，设计车速80米/分，360精浆机3台、浆泵6台、ZDL-14真空泵4台
、350千伏安变压器1台、4吨锅炉1台。

0.3

146 四川

自贡市
银鑫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新闻纸、旧书）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
1979年，产能0.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
、606除渣器10台、纤维分离机1台、20立方米漂洗机2台、30立方米
漂洗机1台、7平方米浓缩机1台、筛浆机1台、磨浆机3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7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5-40g/m2
、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70米/
分，150真空泵1台、浆泵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5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5-40g/m2
、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70米/
分，150真空泵1台、浆泵2台、0.69兆帕锅炉1台、切纸机1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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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四川
自贡市
吉祥造
纸厂

第1条（新闻纸、旧书）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
1996年：2立方米碎浆机1台、1平方米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606铁
罐除渣器8台、纤维分离机1台、50立方米漂洗机3台、1平方米浓缩机
1台、筛浆机1台、磨浆机3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5-40g/m2
、幅宽1092mm圆网1网1缸（1.3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68
米/分，浆泵4台、100真空泵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5-40g/m2
、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切纸机1台、0.69兆帕锅炉1台、浆泵4台、100真空泵1台。

0.3

148 四川

自贡市
东升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
2004年：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除渣器5台、纤维分离机1
台、8平方米洗浆机2台、浆泵6台。                                                         
第2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
2010年：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1台、除渣器5台、35立方米洗浆
机2台、浆泵5台。                                         第1
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
名称（瓦楞原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范围（110-
160g/m2）、幅宽1575mm（圆网）3网5缸（2.5米直径烘缸5个）纸
机，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6台、真空泵3台。             第2条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
称（瓦楞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80-
110g/m2）、幅宽1575mm（圆网）1网1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
机，设计车速60米/分，浆泵4台、真空泵2台

1

149 四川

泸州市
纳溪区
新兴纸
厂

第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等）废纸（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4年6月，产能0.15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3台、5立方
米脱墨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4台、纤维分离机2台
、130型真空泵4台、3平方米洗浆机2台、3平方米浓缩机2台、4平方
米漂洗机2台、浆泵12台、幅宽1092mm浆板机2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6月：原料名称（废纸浆）、产品
名称（土草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3.8g/m2、幅宽
1092mm圆网单网单缸（1.8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500型精浆机1台、浆泵6台、130型真空泵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6月：原料名称（废纸浆）、产品
名称（土草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3.8g/m2、幅宽
1092mm圆网单网单缸（1.8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500型精浆机1台、浆泵6台、130型真空泵2台。

0.15

150 四川

泸州市
圣峰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6月,产能1.2万吨：原料名称（商
品浆），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
20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4个）纸机，设计
车速190米/分，ZDK150型真空泵4台，推进器4套，浆泵4台，8立方米
碎浆机2台、推进器5个、磨浆机3台1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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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四川
泸县玄
滩宏达
纸厂

第1条（旧瓦楞纸箱、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7年，产能1.2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脱
墨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高浓除渣器1台、13型真空泵2台
、16型真空泵2台、8平方米洗浆机2台、8平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15
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产能1.2万吨：原料名称（废纸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
围（120-180g/m2）、幅宽1760mm圆网3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
纸机3台，设计车速250米/分，浆泵15台、13型真空泵2台、16型真空
泵2台。

1.2

152 四川

合江德
亿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1月，产能1
万吨：8立方米碎浆机1台、500中浓盘磨5台、真空泵8台、浆泵14台
、推进器10台、70立方米制浆池10个、10吨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1月，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商
品浆、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15g/m2、幅宽1880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
机8台，设计车速150米/分。

1

153 四川

遂宁市
远明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12月，产能0.9万吨：原料名称
（废纸浆、竹浆）、生产产品名称（冥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
品定量28g/m2、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5个）纸
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5台。

0.9

154 四川

四川水
都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3月，产能1.4万吨：原料名称
（废纸浆、竹浆）、生产产品名称（冥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
品定量28g/m2、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8个）纸
机，设计车速150米/分，浆泵8台。

1.4

155 四川

四川省
隆昌刘
氏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
12月，产能1.5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2台、离心筛1台、洗鼓4台、斜
筛2台、浆泵3台、4吨燃煤锅炉1台、1吨燃煤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12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
围35-70g/㎡、幅宽1092mm圆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设
计车速80米/分，浆泵2台、罗茨真空泵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9年12月：原料名称（商品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0-
50g/㎡、幅宽1092mm圆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车速80
米/分，浆泵3台、罗茨真空泵3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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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四川

隆昌天
赋纸业
有限责
任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9年
12月，产能2.6万吨：20立方米碎浆机2台、2立方米碎浆机1台、离心
筛7台、除渣器209台、斜筛4台、浆泵14台、10吨燃煤锅炉1台。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9年12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范围
120-250g/㎡、幅宽1575mm圆网3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
幅宽1575mm圆网3网3缸（1.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车速120米/
分，浆泵5台、罗茨真空泵2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8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箱板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范围105-200g/㎡、
幅宽2400mm 圆网4网7缸（3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幅宽2400mm圆网

4网7缸（1.5米直径烘缸6个）纸机，设计车速180米/分、浆泵5台、
罗茨真空泵2台。 

2.6

157 四川

内江市
甜郁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88年
12月，产能0.526万吨：8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
、除渣器1台、2BK真空泵3台、12平方米带式真空洗浆机1台、¢500中
浓缩机2台、漂洗机4台、浆泵10台、立式搅拌机1台。
第2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9
月，产能0.526万吨：8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
除渣器6台、2BK真空泵2台、12平方米带式真空洗浆机1台、4.5立方
米浓缩机1台、漂洗机4台、浆泵10台、直径450mm双盘磨2台、直径
600mm推进器5台。
第3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
12月，产能1.548万吨：2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
、606型除渣器10台、2BK真空泵4台、12平方米带式真空洗浆机2台、
4.5平方米浓缩机2台、漂洗机4台、浆泵15台、卧式浆池1000立方米
、直径450mm双盘磨3台。

2.6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8年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80-105g/
㎡、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双缸（1.8米直径烘缸4台）纸机，设计车速
80米/分，Ø400精浆机2台、浆泵15台、ZBK-15真空泵10台、1092mm

压光机1台、1092双刀切纸机2台套、1092mm复卷机4台。第2条造纸生
产线，投产日期1988年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
（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80-105g/㎡、幅宽
1092mm圆网双网双缸（1.8米直径烘缸2台）纸机，设计车速80米
/分，Ø400精浆机1台、浆泵2台、ZBK-15真空泵2台、1092mm压光机1

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年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
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80-
105g/㎡、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双缸（1.8米直径烘缸4台）纸机，设
计车速80米/分，Ø400精浆机2台、浆泵2台、ZBK-15真空泵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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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四川

内江市
甜郁纸
业有限
公司

第4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3年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80-105g/
㎡、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双缸（1.8米直径烘缸2台）纸机，设计车速
80米/分，Ø400精浆机2台、浆泵4台、ZBK-15真空泵2台、1092双刀

切纸机1台套、1092mm复卷机2台。
第5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12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120-
250g/㎡、幅宽1575mm圆网单网3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计
车速120米/分，浆泵10台、ZJ600真空泵1台、1575型卷纸机3台、复
卷机各2台、1575mm切纸机3台。

2.6

第6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12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120-
250g/㎡、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
计车速120米/分、浆泵5台、ZJ600真空泵2台。
第7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12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
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120-
250g/㎡、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杠2个）纸机，设
计车速120米/分，浆泵2台。DZL4-1.25-ALL锅炉1台（套）、DZL2-
1.25-ALL锅炉2台（套）。

158 四川

四川省
金福纸
品有限
责任公
司

第1条化学竹浆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产能3.4万吨；25立方
米蒸球10个、150立方米喷放锅4台、40平方米黑液提取真空洗浆机4
台、2平方米振框筛2台、2平方米CX筛2台、0.5平方米CX筛2台、50平
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40平方米漂白真空洗浆机4台、5平方米黑液过
滤机1台、180立方米漂白塔4台、180立方米氯化塔1台、低浓除砂器
88支、浆泵65台、推进器10台、双辊混合器4台、静态浆氯混合器1套
、液氯汽化器1台、15立方米漂液制备系统2套；35t/h沸腾锅炉1台、
8t/h链条锅炉1台、6t/h链条锅炉1台；五体五效管板蒸发器1套；
225tds/d低温低压碱回收炉1台。

3.4
纯制
浆能
力

159 四川

马边凤
凰纸业
有限责
任公司

第1条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89年12月，产能
0.2万吨：1立方米碎浆机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4台、1.5平方米圆
网洗浆机2台、浆泵8台、360#盘磨2台、0.5吨打浆机1台、推进器4台
、2吨锅炉1台。
第2条办公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7月，产能0.4
万吨：1立方米碎浆机1台、离心筛2台、1.8平方米圆网浓缩机2台、
1.8平方米跳筛机1台、0.9平方米离心筛2台、5立方脱墨水力制浆机1
台、50#真空泵2台、2立方米旋翼筛1台、盘磨2台、高浓磨1台、除渣
器8台、真空泵2台、浆泵15台、推进器6台、4吨锅炉1台、松香锅2台
。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89年12月，产能0.2万吨：原料名称
（商品浆、废纸浆）、生产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定量
范围60-150g/㎡、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双缸（1.5米直径烘缸3个）纸
机，设计车速100米/分，真空泵2台、切纸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7月，产能0.4万吨：原料名称
（商品浆、废纸浆）、生产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定量
范围80-250g/㎡、幅宽1575mm长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
机，设计车速120米/分，真空泵2台、切纸机2台。

0.6

34



序号 省份
企业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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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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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四川

眉山市
阳光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旧瓦楞纸箱、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5年：3立方米碎浆机4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台、
除渣器3台、纤维分离机3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20平方米浓缩机1
台、排渣分离机1台、浆泵20台。
第2条（新闻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5立
方米碎浆机1台、8立方米碎浆机1台、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2
台、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米洗浆机2台、15平方米浓缩机1台、低
浓除沙器8台、浆泵8台。 
第3条（旧瓦楞纸箱、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9年：10立方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1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
离机2台、10平方米洗浆机1台、排渣分离机1台、低浓除沙器8台、浆
泵11台。

5.6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200-
400g/m2、幅宽2400mm圆网5网11缸（3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
缸9个、1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9台、罗茨
真空泵2台、切纸机1台、卷纸机1台、复卷机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7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200-
450g/m2）、幅宽2880mm圆网6网12缸（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
烘缸1个、1.5直径米烘缸9个、1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100
米/分，浆泵10台、罗茨真空泵3台、水环式真空泵1台、切纸机1台、
卷纸机1台、复卷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有施胶和涂布、产品定量范围（200-
400g/m2）、幅宽2100mm圆网4网10缸（3米直径烘缸1个、2.5米直径
烘缸1个、1.5直径米烘缸7个、1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70
米/分，浆泵10台、罗茨真空泵1台、切纸机1台、卷纸机1台、复卷机
1台。

161 四川

四川省
眉山市
五江纸
业有限
公司

第1条（办公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产
能1.1万吨：10立方米碎浆机3台、浮选脱墨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
筛1台、除渣器23台、16平方米洗浆机1台、8平方米浓缩机6台、11平
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14台、50立方米漂缸3个，50立方米储浆池
3个，50立方米浓缩池1个，50立方米配料池2个，50立方米抄前池
3个，5000立方米清水池1个，第2条（办公废纸）废纸（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产能1.1万吨：10立方米碎浆机4台、浮选
脱墨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器25台、16平方米洗浆机1
台、8平方米浓缩机6台、11平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14台、50立方米
漂缸3个，50立方米储浆池3个，50立方米浓缩池1个，50立方米配料
池2个，50立方米抄前池3个，8000立方米清水池1个。第1条造纸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5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文化
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70-100g/m2）、幅宽
1760 mm长网1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车速100-120米
/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2台、卷纸机2台、圆刀切纸机1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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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四川

四川省
眉山市
五江纸
业有限
公司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70-
100g/m2）、幅宽1760 mm长网1网3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
计车速100-12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2台、卷纸机2台、平板
切纸机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50-
80g/m2）、幅宽1575 mm长网1网2缸（1.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设
计车速90-11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1台、卷纸机1台、平板切
纸机1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0-
60g/m2）、幅宽1092mm长网1网3缸（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
车速80-10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1台、卷纸机1台、平板切纸
机1台。

2.2

第5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0-
60g/m2）、幅宽1092mm长网1网3缸（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
车速80-10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1台、卷纸机1台。
第6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0-60 
g/m2）、幅宽1092mm长网1网3缸（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车
速80-10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1台、卷纸机1台、平板切纸机
1台。
第7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6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文化用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范围（30-
60g/m2）、幅宽1092mm长网1网3缸（1.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设计
车速80-100米/分，浆泵1台、罗茨真空泵1台。

162 四川

眉山市
东坡区
万牌纸
厂

第1条（办公废纸）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5月,
产能1.7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2台、浮悬脱墨机2台、压力筛3台、离
心筛1台、除渣器96台、3平方米洗浆机4台、22平方米浓缩机4台、
100平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42台、幅宽3000 mm浆板机3台、跳筛1台
。
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5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再生文化用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80～150g/m2）、幅
宽1880 mm长网18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7个）纸
机，设计车速150～180米/分，浆泵2台、罗茨真空泵2台、卷纸机1台
、双刀切纸机1台、复卷机1台、压光机1台、网前筛1台、二级除渣器
6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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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四川

眉山市
东坡区
万牌纸
厂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5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再生文化用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80～150g/m2）、幅
宽1880 mm长网18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7个）纸
机，设计车速150～180米/分，浆泵2台、罗茨真空泵2台、卷纸机1台
、压光机1台、碎浆机1台、网前筛1台、二级除渣器6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1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再生文化用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70～120g/m2）、
幅宽1760 mm长网8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2个）纸
机，设计车速120～150米/分，浆泵2台、罗茨真空泵1台、压光机1台
、碎浆机1台、网前筛1台、二级除渣器6台。
第4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11月：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再生文化用纸、产品有施胶、产品定量（70～120g/m2）、
幅宽1760 mm长网8缸（2.5米直径烘缸2个，1.5米直径烘缸2个）纸
机，设计车速120～150米/分，浆泵2台、罗茨真空泵1台、圆刀切纸
机1台、平板切纸机1台、复卷机1台、压光机1台、网前筛1台、二级
除渣器6台。

5

163 广西

广西马
山县华
宇纸业
有限公
司

化学木浆生产线1条：投产日期2006年，产能3.2万吨/年，原料采用
桉木加工后边角板皮，蒸煮工艺为碱法蒸煮，漂白工艺为CEH传统三
段漂白，产品为漂白浆板（含水18—20﹪，定量180-320克/平方），
淘汰设备：40m³蒸球5个， 25m³蒸球2个，200m³喷放仓1个（4米×17
米），幅宽1900mm、2100mm压滤机各1台，15m²真空鼓式洗浆机4台，
50m³氯化塔1座（¢2米×17米），100m³碱化塔1座（¢4米×8米），
200m³漂白塔1座（¢5米×11米），H28m-Q200m³、H18m-Q180m³老式纸
浆泵共10台，侧压浓缩机1台，中浓混合器2台（设备能力80-100吨/
小时，介质浓度6—8﹪），原配套的污水处理落后设备：汽浮机一
台，曝气机3台，污水处理泵2台。

3.2

纯化
学木
浆制
浆能
力

164 广西
南宁市
昆宝造
纸厂

3条废纸为原料的非脱墨制浆生产线。第1条3立方碎浆机机1台，0.6
平方离心筛1台，浆泵3台，330型双盘磨浆机1台，投产日期1993年； 
第2条 3立方碎浆机机1台，0.6平方离心筛1台，浆泵3台，330型双盘
磨浆机1台，投产日期1999年；第3条3立方碎浆机机1台，0.6平方离
心筛1台，浆泵3台，330型双盘磨浆机2台，投产日期2001年。

1.22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165 广西
南宁市
龙龙纸
品厂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3立方碎浆机1台，0.6平
方离心筛1台，浆泵3台，浆池推进器4台，螺杆浓缩机1台，330型双
盘磨浆机1台，1.6平方振动筛1台，0.9平方振动筛1台。13型真空泵1
个，第1条造纸生产线（1092型），投产日期2005年，产能0.22万
吨，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包装纸，瓦楞原
纸）、产品（有）施胶涂布、产品定量（ 60g／㎡），幅宽
（1200mm）（圆网）Ф1.25米1个、 1网2缸（1.5米直径烘缸1个，1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 80米/分，分浆泵3个，15型真空泵
1个，33型真空泵1个，2吨锅炉1台。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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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广西
南宁市
高岭造
纸厂

第1条生产线：投产：1989年；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品名
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6克/m²；幅宽：
1575mm;单园网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5m1个、烘缸直径
2.5m1个）；设计车速120m/分。直径450双盘磨2台、浆泵3台、13型
真空泵1台。第2条生产线：投产：1989年；产能0.08万吨；原料名
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
定量：16克/m²；幅宽：1575mm;单园网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5m1
个、烘缸直径2.0m1个）；设计车速120m/分。浆泵3台、13型真空泵1
台。第3条生产线：投产：1989年；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
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6克/m²；幅宽：
1092mm;单园网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25m1个、烘缸直径
1.8m1个）；设计车速100m/分。浆泵3台、13型真空泵1台。第4条生
产线：投产：1989年；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品名称：卫生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6克/m²；幅宽：1092mm;单园网
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25m1个、烘缸直径1.8m1个）；设计车速
100m/分。浆泵3台、13型真空泵1台。第5条生产线：投产：2004年；
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16克/m²；幅宽：1575mm;单园网单烘缸纸机（园网直
径1.5m1个、烘缸直径2.0m1个）；设计车速120m/分。浆泵3台、13型
真空泵1台。第6条生产线：投产：2004年；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
浆；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6克/m²；
幅宽：1092mm;单园网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25m1个、烘缸直径
2.0m1个）；设计车速120m/分。浆泵3台、13型真空泵1台。第7条生
产线：投产：2004年；原料名称：商品漂白蔗渣浆；产品名称：卫生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6克/m²；幅宽：1092mm;单园网
单烘缸纸机（园网直径1.25m1个、烘缸直径2.0m1个）；设计车速
120m/分。浆泵3台、13型真空泵1台。

0.5

167 广西
南宁市
玲珑纸
品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1575型纸机4台，投产日期1998年-2003年，原料废
纸浆，生产产品（包装纸，薄页纸），产品定量14g/㎡，幅度1575，
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3个,2米直径1个）,设计车速80米/
分,；2100型纸机1台，投产日期2008年,原料废纸浆，生产产品（包
装纸，薄页纸），产品定量14g/㎡，幅度2100，圆网，单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设计车速80米/分；400型双盘磨浆机4台，碎
浆机3立方2台,2立方2台；除渣器15台；浆器推进器30台；洗浆池30
立方四个；压滤机2台；15型真空泵6台；17型真空泵1台；浆泵
35台；4吨锅炉2台。

0.25

168 广西

南宁君
盈纸业
有限公
司

第1条化学木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产能2.3万吨：40立方米蒸
球8个、25立方米蒸球4个。

2.3
纯制
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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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广西

宾阳县
腾龙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
期1993，产能0.4万吨：15立方米碎浆机1台、离心筛6台、除渣器4台
、0.6压力筛2台、浆泵8台 、ø350磨浆机4台                                               
②造纸生产线：1条1092型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3，产能0.4万
吨：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红炮纸、包装纸）、产品
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80-90 g/m2）、幅宽1092mm，圆网、2网2
缸（2.5米直径烘缸2个）纸机4台，设计车速80米/分，、浆泵8台、
15A真空泵4台

0.4

170 广西
宾阳县
沙龙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压力
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ø35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份，
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
装纸、工业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6台、15A真空泵3台、1575型切纸机
3台，4吨快装锅炉1台。

1

171 广西
宾阳县
峻良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
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
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ø35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份，
产能1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
包装纸、工业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
（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3
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6台、15A真空泵3台、1575型
切纸机3台，4吨快装锅炉1台。

1

172 广西

宾阳县
强盛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
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7月14日，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除
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8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7月14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有光纸、卫生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
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
浆泵6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7月14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
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880 m、圆网、双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
33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1880型切纸机1台，1880复卷机1台，4
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2吨快装锅炉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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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广西

宾阳县
凤凰造
纸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3条，第1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
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7月14日，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
浆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50型
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
条至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5年7月份，产能1万吨：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
、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
1575 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3个）纸机3台，设计车速
80-120米/分、浆泵6台、15A真空泵3台、1575型切纸机3台，4吨快装
锅炉1台。

1

174 广西
宾阳县
佳福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3条，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
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浆
机3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50型磨
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份：原料名称
（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
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
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
年8月份：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
装纸、工业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
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3条造
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份，产能0.5万吨：原料名称（废纸
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产品
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单
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
泵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1

175 广西
宾阳县
永祥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
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5月1日，产能1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3台
、除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8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5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2100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33A真空泵
1台，6寸浆泵2台、2100型切纸机1台；第2条、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
产日期2002年5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
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
1575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
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
锅炉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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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广西

宾阳县
华丰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
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2台
、浆泵3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5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
1台，6寸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
2002年5月1日，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高档生活用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
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浆
泵2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1

177 广西

宾阳县
金山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原料名
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定量（14-28 g/m2）、
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
80-16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
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原料名称：商品浆
、生产的产品名称:高档卫生纸,(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
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
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8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5m³碎浆机2
台, 45KW的双盘磨3台,70kw精磨机1台.

1

178 广西
宾阳县
生宝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旧瓦楞纸箱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8年9月1日，产能1.33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6台、除
渣器6台、浆泵12台份，ø450型磨桨机4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至第6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9月1日，
产能1.33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红炮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8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双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6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5寸常浓
浆泵6台、8寸浆泵6台,15A真空泵6台、1575型切纸机1台；1575复卷
机3台，6吨快装锅炉1台

1.3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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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广西
宾阳县
宏达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至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产能1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3台、除渣器3
台、浆泵6台份，ø35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份：原料名称
（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包装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1
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2年8月份：
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工业包装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
、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
、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
2002年8月份：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
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纸机，设
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1

180 广西

宾阳县
金龙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0.6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3
台、浆泵6台份，ø35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
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1.4万吨：5立方米碎浆
机1台、2立方米碎桨机1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50型磨桨机2
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菜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2400mm、圆网、单网单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33A真空泵1台；第
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997年8月22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工业包装纸、包菜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
（40-12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1
个，1.5米直径1 个）纸机2 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33A真空
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0.6

181 广西
宾阳县
福泰造
纸厂

1、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9年月1日：2立方米卧式碎浆机2台、除渣器3台、浆泵4台，
ø35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
期2009年9月1日：2立方米卧式碎浆机1台,除渣器3台、浆泵2台份，
ø350型磨桨机1台                                                                                   
2、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9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红炮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1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红炮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40-
120g/m2）；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
机1 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
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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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广西

宾阳县
新潮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0.6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3台、除渣器3
台、浆泵6台，ø380型磨桨机3台，45KW精桨机1台，15N纤维疏解机4
台，22N纤维疏解机2台，0.6平方米升流压力筛3台，5寸浆泵8台1.8
平方跳筛3台，ø450磨浆机2台，ø380磨桨机4台，除沙器4台，2立方
米卧式碎桨机3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0.8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3台、除渣器3台
、浆泵6台，ø380型磨桨机3台，0.6平方米升流压力筛1台，5寸浆泵8
台，ø380磨桨机6台，除沙3台，2立方米卧式碎桨机2台；第3条新闻
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0.8
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2台、浆泵6台，ø380型磨桨机
1台，ø450型磨桨机1台，0.9平方米跳筛2台，5寸浆泵8台机2台，2立
方米卧式碎浆机2台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
年8月22日，产能0.6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
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
（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1
个，1.8米直径烘缸1个）2台，(2米直径烘缸1个，1.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4台、15A真空泵
4台，6寸浆泵8台、1575型单刀切纸机2台，1575型分切机2台，1575
型分盘复卷机4台，1880型分盘复卷机2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
日期1997年8月22日，产能0.6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
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幅宽1575 m、圆网、
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
泵4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2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
1997年8月22日，产能0.6万吨，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
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
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
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幅宽1575 m、圆网、单网
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4台
、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2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4台。

1.8

183 广西

宾阳县
东阳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日：原料名称:
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1台,（1.8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
米/分；、15A真空泵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
日：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
或涂布、产品定（40-50g/m2）；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单缸（1.8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 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13A真空泵
1台，；6吨快装锅炉1台,3m³立式高浓碎浆机2台、5m³立式高浓碎浆
机1台

1

184 广西

宾阳县
利兴隆
造纸有
限公司

6m³立式高浓碎浆机1台、9m³立式高浓碎浆机1台、1575mm型纸机6台 1.8

185 广西

宾阳大
桥金玉
纸业有
限公司

4吨快装锅炉1台.5m³立式高浓碎浆机2台、7m³立式高浓碎浆机1台、
1575mm型纸机10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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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广西

宾阳县
安利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日，产能1万
吨：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定量（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5
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浆泵10台、15A真空泵5台，6寸浆泵5台；
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10月22日，产能0.3万吨，原料名
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高档卫生纸,(14-28 g/m2）幅宽
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
160米/分、13A真空泵2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
2台,5m³碎浆机2台, 45KW的双盘磨3台,70kw精磨机1台   

1.3

187 广西

宾阳县
新宾永
华造纸
厂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6年10月20日，产能
0.6万吨：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定量
（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1台，（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
浆泵10台、15A真空泵3台，6寸浆泵6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
1台,5m³碎浆机2台, ø600高浓磨110KW1台,1575型侧压常浓缩机1台,

0.6

188 广西

宾阳县
祥新造
纸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2009年7月02日：8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台，
ø35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9年7月2日：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6台份，
ø35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月2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红炮纸、包装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
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
、15A真空泵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8月22日：原料
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红炮纸、包装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
圆网、双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 台，设计车速80~120
米/分；、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0.9

189 广西

宾阳县
福乐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8年6月01日：4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2台、浆泵6台，
ø35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1998年8月22日：5立方米碎浆机1台、4立方米碎桨机1台,除渣器
2台、浆泵6台份，ø350型磨桨机1台，500磨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8年6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菜纸、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15A真空泵
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998年8月22日：原料名称:废纸浆
、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工业包装纸、包菜纸、卫生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单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 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33A
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4吨快装锅炉1台，2吨快装锅炉1台。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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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广西

宾阳县
康发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1日：3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3台、浆泵6
台，ø38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1日：3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3台、浆泵6
台，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3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6台、15A真空
泵3台，6寸浆泵6台、1575型切纸机1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0.9

191 广西

宾阳县
金玉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3年9月4日：4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3台、浆泵4台，
ø38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1993年9月4日：2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4台份，
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3年9月4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
量（40-150 g/m2）、幅宽1575 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
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33A真空泵1台，6寸浆
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3年9月4
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
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

0.6

192 广西

宾阳县
新桥金
鑫造纸
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4年8月1日：6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4
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8月1日：6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4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8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
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
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8月
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
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
泵1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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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广西

宾阳县
宾宝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
6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
6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

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原料名称:
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
6寸浆泵2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8月22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
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双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
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
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0.9

194 广西

宾阳县
新宝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日：3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2台、浆泵4
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

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
泵2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3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有光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
台，6寸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
1997年9月3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
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
网、双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
浆泵1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0.6

195 广西

宾阳县
金阳业
有限公
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
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

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总，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2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

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8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
台、浆泵4台份，ø45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
生产线：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
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092mm、圆网、
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
、13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1092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
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第3条
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
4台，6吨快装锅炉1台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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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广西

宾阳县
宾南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2日，产能0.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
渣器1台、浆泵4台，ø600型磨桨机1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

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2日，产能0.25万吨：4立方
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第3条新闻

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2日，产能
0.25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

1台，第4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
年9月2日，产能0.25万吨：4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
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2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
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4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4台
、15A真空泵4台，6寸浆泵12台、1575型切纸机2台；第2条造纸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2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
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8吨快
装锅炉1台。

1.1

197 广西
宾阳县
南春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0年10月1日：8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
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

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10月1日吨：8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

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10月1日：8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0年10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
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2台
、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0年10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
台、1575型切纸机1台，2吨快装锅炉1台

0.9

198 广西

宾阳县
嘉利纸
业有限
公司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10月20日，产能1万
吨：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定量（14-28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5
台,设计车速80-160米/分,浆泵5台、15A真空泵5台，6寸浆泵10台；
10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5m³碎浆机2台, ø600高浓磨
110KW1台,1575型侧压常浓缩机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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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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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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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99 广西

宾阳县
金宇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8年8月30日，产能0.4万吨：1.8立方米卧式碎浆机2台，并联
3立方米高浓碎浆1台、除渣器2台、浆泵6台，ø38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8月30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红炮纸，水果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
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
（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
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
产日期2008年8月30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092mm、圆网
、双网单缸（1.8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
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0.4

200 广西
宾阳县
银兴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旧瓦楞纸箱纸非脱
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2月1日：1立方米碎浆机3台、除渣器
3台、浆泵6台，ø380型磨桨机2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旧瓦
楞纸箱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2月1日：1立方米碎浆
机1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2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红炮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
泵2台，6寸浆泵8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2月1日，原
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红炮纸，产品无施胶或
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092mm、圆网、双网单缸（2.5
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
1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13A快装锅炉1台

0.8

201 广西

宾阳县
金岛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7年9月1日，产能0.6万吨：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4台，ø380型磨桨机2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
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产能0.6万吨：3立方米碎浆
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4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
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1
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
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
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
2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13A快装锅炉1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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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广西

宾阳县
生祥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5年8月1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4台，
ø380型磨桨机2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4
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
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880mm、圆网、单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1
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
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
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
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
2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13A快装锅炉1台

0.66

203 广西

宾阳县
永恒纸
业有限
公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
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1立方米卧式1台，除渣
器1台、浆泵4台，ø380型磨桨机2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
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3立方米碎浆机1台、
除渣器1台、浆泵4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
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3立方米碎浆机
1台、除渣器1台、浆泵4台份，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有光纸，卫生纸、产品无施
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1台，设
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2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4台；第2
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
产品名称: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28~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
1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2台，6寸浆泵
4台，6吨快装锅炉1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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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广西

宾阳县
太守宙
宏纸业
有限公
司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3条，第1-3条1.3万吨（新闻纸、办公废纸）废
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5月10：3立方米碎浆机3
台、除渣器3台、浆泵6台，ø350型磨桨机3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5月10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
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
分、浆泵1台、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
线，投产日期2010年5月10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
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
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单缸（1.8米直径
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1台、15A真空泵1台、
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10年5月10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
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水果包装纸、工业包装纸、卫生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 m、圆网、单网
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1台、
15A真空泵1台、1575型切纸机1台1575型切纸机1台4吨快装锅炉1台。

0.7

205 广西
宾阳县
华宝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8年10月31日，产能0.3万吨：3.5立方米碎浆机1台
、除渣器1台、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
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10月31日，产能0.3万
吨：3.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
10月31日，产能0.4万吨：3.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泵2
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年10月31日：原料
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
定量（40~120 g/m2）、幅宽2100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直径烘
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
泵2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8
年10月3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
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
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
、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4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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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广西
宾阳县
兴新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3.5立方米碎浆机2台、除渣器2台、浆
泵4台，ø380型磨桨机2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9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2台、
浆泵4台份，ø380型磨桨机2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月10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092mm、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
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2台、33A真空泵1台，6
寸浆泵2台、2100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
月10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
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
网单缸（2.5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浆泵1台
、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第3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9
月10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
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880mm、长网、双
网双缸（2.5米直径烘缸1个，1.8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
80~220米/分、浆泵1台、33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4吨DZL4-1-A
快装锅炉1台。

0.8

207 广西
宾阳县
富兴造
纸厂

①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1年12月1日：3.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浆
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第2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制浆
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12月1日：3.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器1台
、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第3条新闻纸、办公废纸废纸非脱墨
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12月1日：3.5立方米碎浆机1台、除渣
器1台、浆泵2台，ø380型磨桨机1台。                    
②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1年12月1日：原料名
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
、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圆网、单网单缸（2.5米
直径烘缸1个）纸机2台，设计车速80-120米/分，8寸浆泵2台、15A真
空泵2台，6寸浆泵4台、1575型切纸机1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
日期2001年12月1日，原料名称：废纸浆，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
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或涂布、产品定量（40-120 g/m2）幅宽1575mm
、圆网、单网单缸（2米直径烘缸1个）纸机，设计车速80-120米/分
、浆泵1台、15A真空泵1台，6寸浆泵2台，，4吨DZL4-1-A快装锅炉1
台。

0.6

208 广西
灵川县
恒盛竹
制品厂

非木浆制浆生产线2条，其中PHV-1纸机2台，卫生纸生产线2条，1575
汽缸生产机2台，投产日期2010年5月，产能0.87万吨，原料名称（竹
废料）生产的产品名称（1、生活用纸（草纸、土纸），2、卫生用
纸）。

0.87

209 广西

灵川县
平乐山
竹制品
综合加
工厂

非木浆制浆生产线2条，设备B-3型纸机2台,投产日期2006年9月，产
能0.35万吨，原料名称（竹废料）生产的产品名称（1、生活用纸
（草纸、土纸），2、卫生用纸）。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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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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广西

全州县
才湾镇
德宝为
民造纸
厂

第1条造纸生产线（1092型），投产日期1995年，原料名称（废纸
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无）施胶涂布、产品定量（ 
1260 g／m），幅宽（1200mm）（圆网）Ф1.5米1个、Ф1.25米1个、 
2网1缸（2.5 米直径烘 1个）纸机，设计车速 150 米/分，  精浆机 
1 台、  真空泵 1 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1575型 ），投产日期
2009年，原料名称（废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产品
（无）施胶涂布、产品定量（ 1260 g／平方米），幅宽（1800mm）
（圆网）Ф1.5米1个、Ф1.25米1个、 2网1缸（2.5 米直径烘 1个）
纸机，设计车速150米/分，  精浆机4台、真空泵1台

0.6

211 广西
灵川县
顺鑫竹
制品厂

非木浆制浆生产线2条，设备C-2型纸机2台,投产日期2009年7月，产
能0.31万吨，原料名称（竹废料）生产的产品名称（1、生活用纸
（草纸、土纸），2、卫生用纸）。

0.31

212 广西

广西壮
族自治
区昭平
县造纸
厂

第一条马尾松化学制浆生产线，1989年投产，产能1.5万吨：Φ

1600mm削片机1台，25m3蒸球6台，15㎡四鼓真空洗浆机1台，5㎡园网
浓缩机2台，Φ450双盘磨6台，Φ600高浓磨浆机1台，1092mm长网多
缸造纸机2台，25t／n(1.3MPa)锅炉1台，浆泵30台，一套日处理100
吨固形物的碱回收系统。第二条竹片三段漂白化学制浆生产线，2004

年投产，产能1万吨：配套切竹机2台，型号B×218A、B×G218，40m3

蒸球1台，10㎡四鼓真空洗浆机1台，制漂设备一套

0.2

213 广西

扶绥县
天威实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第1条旧瓦楞纸箱、办公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
线，投产日期2009年，产能2万吨：6立方米碎浆机3台、6平方斜筛4
台、除渣器11台、纤维分离机1台、16K真空泵4台、6平方米洗浆机4
台、3平方米浓缩机3台、8平方米漂洗机4台、浆泵12台。
造纸生产线：第1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3月：原料名称：废
纸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包装纸、箱板纸、瓦楞原纸，产品有施胶。
2400纸机1台，圆网3网3缸，2500mm直径烘缸3个，设计车速250米
/分，浆泵10台、真空泵3台。第2条造纸生产线，投产日期：2009年8
月，原料名称：商品浆，生产的产品名称：卫生纸。产品定量

（80g/m2、幅宽1575mm，3网4缸（2.5米直径烘缸2个），设计车速90
米/分，1575纸机8台。

3.5

214 贵州

都匀开
发区金
誉翔纸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造纸生产线4条，幅宽1.2m，单缸单网机4台，网笼4个，设计车速150
米/分。

0.8

215 贵州

三穗县
磊鑫纸
业有限
公司 

年产0.5万吨造纸生产线1条，幅宽1575mm长网、园网多缸机1台，设
计车速63米/分。

0.5

216 云南

昆明市
宜良左
营造纸
厂

1575造纸机生产线1条，1092造纸机生产线1条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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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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甘肃

兰州立
祥纸业
有限公
司

第一条旧瓦楞纸箱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2004年，产能
1万吨：5立方米碎浆机一台、压力筛一台、离心筛二台、除渣器十台
、纤维分离机1台、水环式真空泵2台、二平方米漂洗机3台、浆泵20
台、双盘磨浆机4台、离心清水泵10台、双盘磨5台、跳筛1台、推进
器13台、网前筛1台、1.2平方升流机1台、电机50台、50立方米浆池
15个、100立方米浆池2个。

1

纯废
纸制
浆能
力

218 甘肃

甘肃古
浪惠思
洁纸业
有限公
司

第一、二、三条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投产日期1997年12月31日，产
能3.4万吨：25立方蒸球14台、60立方米喷放塔3台、10平方米圆网浓
缩机3台、12平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40立方米漂白机8台、10吨切草
机3台及相配套的附属设施。

3.4
纯制
浆能
力

219 宁夏

宁夏科
进峡光
纸业有
限公司

草浆生产线和废纸制浆生产线，产能7.38万吨，包括：2.5m²侧压浓
缩机4台；Ø360盘磨4台；Ø450盘磨2台；3m²重力式圆网浓缩机4台；
1.6m²CX筛4台；1.8m²CX筛2台；25m³蒸球10台；4m²跳筛4台；刀辊切
草机3台；螺旋预浸器3套（6台）；多缸多网（35只烘缸*4网）纸
机；多缸多网（29只烘缸*4网）纸机；5m³立式碎浆机2台；2.5m³立
式碎浆机4台。

7.38

220 新疆

新疆博
湖苇业
股份有
限公司

草浆化学制浆生产线1条，产能5.1万吨：连续蒸煮23英寸螺旋喂料器
1套（蒸煮管3根Ф1520×10950毫米）、锅炉2台、真空洗浆机9台

（55平方米洗浆机4台，45 m
2
洗浆机2台、40平方米洗浆机3台）、筛

选机3台、幅宽2400毫米浆板机1台、150吨/天漂白系统1台（套）。

5.1
纯制
浆能
力

221 新疆

新疆南
湖纸业
有限公
司

2400造纸生产线2条，（旧瓦楞纸）废纸（非脱墨）纸浆生产线，20
立方米碎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2台，3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筛6
台，离心筛3台，除渣器2台，纤维分离机3台，2.2千瓦真空泵5台，
20平方米洗浆机2台，20平方米浓缩机2台，40平方米漂洗机1台，浆
泵45台。年产0.4万吨1800型造纸生产线1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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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14年制革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标张）

1 河北 河北中韩营东裘革有限公司

制革生产线1条，主要设备：SP330-520水平
式螺旋转鼓33台，SP280-440水平式螺旋转鼓
20台，SP220-350水平式螺旋转鼓29台，2T、
3T、5T划槽共50套，共计132台套

10.3

2 河北 南宫耿氏同盈裘革有限公司 年产4万张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 4

3 内蒙古
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皮革有
限责任公司

年产6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 6

4 浙江 温州市瓯海丽岙益友皮件厂

年产12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
3.6米*2.8米干式转鼓2台、Ф3.2米*2.8米干
式转鼓2台、Ф3.8米*2.2米干式转鼓1台、Ф
2.8米*3.2米湿式转鼓8台、烫板9块、滚筒烫
平机1台、磨革机4台、翻浆机1台、喷浆机3
台、量革机3台、拉软机2台、烫平机1台、油
压机2台、湿法流水线1台、干法流水线1台、
螺杆型空压机1台、削匀机3台

12

5 浙江 温州市丽岙宏发皮件厂

年产9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湿式
转鼓6台、干式转鼓4台、精密剖层机1台、精
密压水机1台、压软机1台、磨革机1台、量革
机1台、喷浆机1台、烘干烫板9台、削匀机3
台

9

6 浙江 温州市瓯海丽岙华利皮件厂

年产9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湿法
转鼓5台、干式转鼓5台、扫灰机1台、磨革机
3台、拉软机1台、量革机1台、烫板10台、削
匀机4台、喷浆机1台

9

7 浙江 温州市丽岙畜革厂

年产9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湿法
转鼓5台、干式转鼓4台、拉软机1台、烘干烫
板11台、喷浆机1台、削匀机2台、磨革机2台
、量革机1台

9

8 浙江 温州市泰福移膜革厂

年产1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
3.2米*2.8米鞣制转鼓4台、干式转鼓3台、烫
板8台、450型削匀机3台、扫灰机1台、量革
机1台、磨革机3台、拉软机1台

10

9 浙江 温州市任华皮革有限公司

年产15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
2.6米*3.4米湿法转鼓1台、Ф2.4米*3米湿法
转鼓1台、Ф2.2米*4.3米干式转鼓2台、Ф2
米*2.6米干式转鼓2台、Ф2.2米*2.8米干式
转鼓1台、Ф2.2米*3米干式转鼓1台、削匀机
4台、量革机2台、磨革机3台、湿烫板1台、
拉软机1台、喷浆机1台

15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标张）

10 浙江 瑞安市华盛制革有限公司
年产1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3
米*3.2米浸水浸灰转鼓6台、Ф3米*3.2米鞣
制转鼓6台、Ф3米*3.2米加脂染色转鼓2台

10

11 浙江 瑞安市红光制革有限公司
年产1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3
米*3.2米浸水浸灰转鼓6台、Ф3米*3.2米鞣
制转鼓6台、Ф3米*3.2米加脂染色转鼓2台

10

12 浙江 平湖市天神制革有限公司

年产2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
2.5米*2.5米加脂染色转鼓28个、Ф3米*2.8
米加脂染色转鼓7个、Ф3米*2.8米浸水浸灰
转鼓35个、Ф3米*2.8米鞣制转鼓10个

20

13 浙江 湖州南浔长增皮业有限公司
猪蓝湿皮制革生产线1条：Ф2.2米*2米湿式
转鼓11台、Ф2.5米*2.5米湿式转鼓18台、削
匀机3台、自动片皮机1台等设备共计50台

30

14 浙江 绍兴市皮业有限公司

年产2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
300*3500型转鼓1台、2100*600型不锈钢烘板
4台、500D2型压花机1台、1500型通过式焬平
机1台、1800型滖滁机1台、1800型喷浆机1台
、1500型电脑量革机1台、100*85型平板压花
机1台

2

15 浙江
兰溪市鑫华制革有限责任公
司

年产18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
3.5米*3.8米转鼓6台、Ф3.2米*3.5米转鼓
（高盐浸酸）6台、Ф3.2米*3.5米转鼓（铬
鞣废液）6台、Ф2.5米*2.5米转鼓（染色）
20台等设备共计38台

18

16 浙江 浙江恒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5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3
米*3米浸水浸灰转鼓24台、Ф4米*4米鞣制转
鼓12台、Ф2米*2米加脂染色转鼓24台、片皮
机4台等设备共计89台

50

17 山东 莒南县康浩制革厂

年产5万牛皮（50万张羊皮）标张制革生产线
1条：Ф2米*2.2米浸水浸灰转鼓4台,Ф2米
*2.2米鞣制转鼓2台,Ф2米*2.5米加脂染色转
鼓3台,去肉机2台等设备共计35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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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标张）

18 山东 临沂君成皮革有限公司

年产6万标张牛皮（60万张羊皮）制革生产线
1条：Ф2米*2.2米浸水浸灰转鼓4台，Ф2米
*2.2米鞣制转鼓6台，Ф2.2米*2.7米加脂染
色转鼓4台，去肉机GJX150型4台，削匀机
JCHC型6台，挤水机CJSP型4台，伸展机CJSP-
150 4台，三板真空干燥机1台、喷浆机GGZ-
2200 2台，磨革机CMG-180 5台，绷板机2.2m 
3台套、1.8m 1台、熨平伸展机2台、进口湿
磨机MOSCONI 1台、干削机GXYY-150 1台，拉
软机MERCIER-150 2台等设备共计50台（套）

6

19 山东 山东派皇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年产8万标张牛皮（80万张羊皮）制革生产线
1条：Ф2米*2.2米浸水浸灰转鼓6台，Ф2米
*2.2米鞣制转鼓5台，Ф2米*2.5米加脂染色
转鼓4台，去肉机5台等设备共计49台（套）

8

20 河南
际华三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
公司

生皮制革生产线4条：Ф3*3米浸水浸灰转鼓
20台、Ф2.5*2.5米鞣制转鼓40台、Ф2.5*2
米加脂染色转鼓50台、片皮机3台等设备共计
384台套

90

21 安徽 界首市中源皮革有限公司

牛皮制革生产线1条，羊皮制革生产线1条：
Ф2.5米*2.5米转鼓14台、Ф2米*2米转鼓8台
、磨革机80型4台、磨革机60型2台、削允机
450型1台、削允机120型1台、干伸展机150型
2台、湿伸展机150型2台、去肉机120型1台、
去肉机150型3台、振荡机160型1台、电脑喷
浆机2台、电脑量革机2台、烫皮机2台、绷扳
机2台、真空机1台、铲皮机2台、抛光机2台
、2吨锅炉1台、污水处理站1座，共计54台
（套）

25

22 湖南 益阳长青制革有限公司

年产10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2.5
米*2.4米转鼓机32个、450削匀机2台、30削
匀机3台、150片皮机2台、0.5吨锅炉4台、挤
水机2台

10

23 四川
德阳市祥松皮革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年产15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Ф3
米*3米浸水浸灰转鼓10台、Ф3米*3米鞣制转
鼓5台、片皮机1台、GXYY-180削匀机1台、幅
宽3米电脑皮革面积测量机1台、GQR2-3200去
肉机1台、X8A-300TR、GYG-YH3200烫光压花
机1台、DZL4-1.25-AⅢ锅炉1台、IS50-60-
100抽水机3台，共计24台

15

3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标张）

24 广西 平乐县桂江皮革厂

年产5万牛皮标张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年产3
万牛皮标张蓝皮制革生产线1条：Ф2.2米
*2.5米浸水浸灰转鼓6台、Ф2.5米*2.5米鞣
制转鼓6台、Ф2.2米*2.5米加脂染色转鼓2台
、片皮机2台、300厘米削匀机3台、15门绷板
机1台、20门绷板机1台等设备共计21台
（个）

5

25 云南 大营佳利达皮革厂

年生产兰革6万张和成品革6万张生产线2条:
转鼓8台，牛皮去肉机3台，片皮机1台，滑槽
4台,挤水机1台,量革机1台,削匀机3台，压花
机1台，绷板机1台，喷浆机1台,打鞣机1台,
磨革机1台,抛光机1台共计27台设备

12

26 云南 昆明市嵩明大营皮革制品厂

年生产10万张兰革生产线1条：转鼓8台，羊
皮去肉机1台，片皮机1台，滑槽2台,量革机1
台,削匀机1台，压花机1台,绷板机1台，喷浆
机1套,磨革机1台,牛皮去肉机2台，绷板干燥
机1台,锅炉1台共计22台设备

10

27 云南 昆明市嵩明金利来皮革厂

年生产15万张标皮生产线1条：3.2米*3米转
鼓10台，滑槽2个,剖层机1台,去肉机1台，削
匀机2台，量革机1台,挤水机1台共计18台设
备

15

4



十三、2014年印染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米）

1 河北
深泽县昶晟布艺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1条：前处理设备：280
型退浆机7台、180型煮练机1台、180型漂白机1台；后整
理设备：280型定型机1台、260型圆网印花机1台。

1200

2 河北
河北益康针棉织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1条：前处理设备：
N365-2型煮染机4台；后整理设备：TB-320型烘干机1台
、SJK-1800型上胶定型机1台、LF-1800布铗拉幅机1台、
BRVCKNER-UN型定型机1台、YW-2000型开幅机1台、
MODEL-2B型刷毛机2台、PT-4型梳烫机1台；锅炉设备：
SHL-4-1.25型4吨锅炉2台。

418

3 河北
唐山威屹印染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前处理、后整理连续染色生产线
1条，淘汰设备有日产R漂机1台套、LMH- 641-1600热熔
染色机1条、LMH-201-1600丝光机1台套、LMH921-2000定
型机1台套、LM882-1800验码联合机2台套、M125-1800卷
染机5台套、日产树脂整理机（定型机）1台套、锅炉2台
。

1200

4 河北
高阳县三鑫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

后整理设备：绳状染色机3台 500

5 河北
高阳县广汇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染色设备：绳状染色
机6台；筒子烘干机2台；高温高压染缸3台；甩干机2台
。

700

6 河北
河北省福利织染服装
公司

74型生产线1条：产能600万米；经z303型经编机6台，
PN3SBCS织机3台，OO-1500型甩干机1台，MGR632型染缸2
台，MA473B起绒机4台，验布机1台，压光机1台，发电机
1台。

600

7 河北
保定新天羽纺织有限
公司

74型生产线2条，产能1000万米：平网印花机2台、
ASMB401C烫剪联合机10台、SME471G烫光机20台、
SME—1000型染色机1台、FA201丝束拉断机1台、
CO—1800甩干机2台、定型机2台割圈绒机120台。

1000

8 河北
高阳县羽豪毛绒制品
有限公司

2500mm冷台板印花生产线4条、MB322-2500mm烫剪联合机
5台、SME473G-2500mm烫光机15台。

300

9 河北
保定汉哲毯业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GY1000型染色机1
台，GY100D型染色机3台，GY200型染色机6台，GY300型
染色机14台，GY600型染色机4台，12管喷淋染色机1台，
20管喷淋染色机1台。

1000

10 河北
蠡县宏盛毛纺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GY300型染色机7
台，GY600型染色机1台。

295

11 河北
河北双羊毛纺（集
团）有限公司

74型生产线1条，产能700万米：FIR—4定型机1台、
LMV541A全自动印花机1台，JL99型割圈绒机150台、
ASME832型刷毛机19台。

700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米）

12 河北
博野县润通坯布整理
有限公司

05型生产线2条，产能1500万米：定型机2台、溢流机7台
、脱水机3台、退布车3台、开幅机1台、打卷机2台、长
车1条、退布车60个、锅炉2台。

1500

13 河北 邯郸市第二印染厂
MH681-160焙烘机2台、LMH734-160拉宽机1台、A761A-
360T油压打包机1台。

300

14 辽宁
辽宁腾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常温常压染布机DE-LS500、Q13染色机、定型机。 900

15 浙江
浙江红利集团有限公
司

J型染色机20台、力根型定型机3台 3000

16 浙江
杭州嘉濠印花染整有
限公司

3200型卷染机2台、2000型卷染机6台、JL2188型印花机1
台、JL2288-360型蒸化机1台。

270

17 浙江
杭州恒生印染有限公
司

高温高压染色机（COS-186、DF241A-700、DF241A-50）
10台、H系列高温染色机6台、高温染色机（YH-200、YH-
400）2台、Y系列常温染色机6台、管喷射染色机（QN-II
、YC-5）7台、开门染缸（Y-100、Y-800）2台。

5000

18 浙江
杭州富强染整有限公
司

浴比为1:10的Y、GN型（容纱量：5-600KG）间歇式溢流
染色机及其配套设备共计47台。

2500

19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正
欣印染厂

600磅染色机2台、400磅染色机4台、200磅染色机4台、
150磅染色机4台、100磅染色机4台。

1300

20 浙江 嘉兴市王店染色厂
100KG绞纱染色机12台、200KG喷射染色机2台、100KG染
色机6台。

700

21 浙江
嘉兴业成染整有限公
司

200KG喷射染色机21台、200KG筒纱染缸17台、150KG成衣
染缸28台、4×2.3吊染机12台。

3000

22 浙江
浙江冠品染整有限公
司

200KG常温常压染色机1台、5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
180KG成衣染色机1台。

800

23 浙江
桐乡市星马毛绒染整
有限公司

200KG散毛染色机2台、100KG散毛染色机32台、70KG散毛
染色机4台、5-30KG散毛染色机15台。

1500

24 浙江
桐乡市利达印染有限
公司

100KG散毛染色机26台、50KG散毛染色机2台、5-30KG散
毛染色机10台。

1000

25 浙江
浙江柏丽印染服装有
限公司

绳状型染色机8台、德国巴布考克型定型机1台、手工印
花台版8台、平幅增化机1台、平幅水洗机1台、绳状水洗
机6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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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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米）

26 浙江
浙江誉华集团湖州印
染有限公司

1800型定型机4台、3200型定型机2台、988-320型定型机
6台、928-220型定型机4台、SMD680型卷染机2台、
SMD700B-3200型卷染机8台、SMD700B-2200型卷染机4台
、SGR500型卷染机2台、SMD700型卷染机2台、SGR500-
2000型卷染机2台、SWR1200-3200型卷染机2台、
SWR1200-2200型卷染机2台、180型布铗丝光机1台、
LMH201C型丝光机1台、LMH230/20-180型丝光机1台、320
型直辊丝光机1台、LMA332A型圆网印花机1台、3200型轧
光机1台、1800型轧光机1台、MH2100-340PKK轧光机1台
、320型冷堆机1台、MH639-3200型高效氧漂机1台、
MH442B-320型预缩机1台、JELMA048A-200型退浆联合机1
台、180型显色打底皂洗机1台、退煮漂机1台、LMHO型氯
漂联合机1台、LMA442-180型预缩机1台、ZHG400型溢流
染色机11台、ASMA281-320型绳状退捻开幅机1台、
LMH022-180/200型煮炼联合机1台、MH442B-180型预缩机
1台、LMH639-180型退煮漂联合机1台、SW7-1800MM型磨
毛机1台等设备。

8650

27 浙江
德清县斯特曼真丝印
花有限公司

F5-1080/20L型印花机1台、F1680/40/18L型平网印花机1
台、LMT3型印花机2台、LMT10型印花机2台、VEGA-6000
型数码导带喷墨印花机4台、SMD-300型卷染机10台、SWR
型卷染机8台、M-125B型卷染机14台、ZHD-201型溢流染
色机12台、QN型喷射染色机46台、SPR-1300型喷射染色
机22台、喷射染色机12台、YHJ系列高温高压染色机6台
、LBO系列高温高压染色机22台、2000D7-33型高温高压
染色机2台、绳状染机18台、1031700型定型机1台、
MONTFX型定型机1台、ZLMD-420-160型拉幅机1台、
MD401-160型拉幅机1台、SZRD-911S型呢毯机2台、ZLMD-
420-160型呢毯机2台

7600

28 浙江
湖州金鹏丝绸有限公
司

ZHGR1800型高温高压卷染机32台、ZHGR2400型高温高压
卷染机2台、GR1800型高温高压自动卷染机3台、GR-220
型高温高压自动卷染机3台、GR150-1998型高温高压自动
卷染机2台、GR150-98型高温高压自动卷染机8台、GB-
150型高温高压自动卷染机1台、NSMD-128型卷染机3台、
M-125型卷染机14台、Q113-28型绳状染缸1台、Q13-23型
绳状染缸9台、ZH988/CL-200/C6-200/FEL-0519型定型机
各1台、CY200型热定型机2台、BP9288型高速定型机2台
、高温定型机2台、3200型热定型拉幅机1台、1600型小
布夹拉幅机1台、拉幅整理机1台、LQ911A-160型呢毯整
理机4台。

8600

29 浙江
长兴永鑫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RWP2D型染色机6台、LM188型定型机1台、LM5188型定型
机1台。

2000

30 浙江
长兴宇鑫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RWP2D型染色机4台、RWP1D型染色机2台、280型定型机1
台、260型定型机1台。

1900

31 浙江
长兴新峰印染有限公
司

HZ631-500CJ型喷射溢流染色机2台、ZH988型定型机1台
。

1000

3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米）

32 浙江
浙江盛兴染整有限公
司

溢流染色机44台、定型机7台、碱减量机4台、开幅机3台
。

5000

33 浙江
绍兴县星发纺织服饰
印染有限公司

KS型(装纱量230KG)染纱机2台 48

34 浙江
绍兴市天祥印染有限
公司

双管J型机染缸4台、单管J型机染缸2台 1050

35 浙江
绍兴南池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ZHGR1800型卷染机8台、STJA型O型染缸5台、SUE-236B-
Ⅱ型J型染缸8台、981-2000型定型机4台。

4700

36 浙江
浙江华都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HR500J型高温高压染色缸3台、ZHGR1800型高温高压卷染
机1台、MH5520-180型染色机1台、1600型印花机1台、
LBC998型定型机5台、LM442-200型预缩整理机1台、HL-
JQ009型氧漂机1台、打卷机2台、PTLD-200型涂层机1台
、LMN262-160型丝光机2台、退煮漂联合机1台。

1250

37 浙江
金华雅帅纺织有限公
司

300KG高温高压染缸3台、200KG高温高压染缸3台、100KG
高温高压染缸3台、50KG高温高压染缸5台、25KG高温高
压染缸2台、10KG高温高压染缸4台、TJ2200型浆纱机1台
。

300

38 浙江
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
司

621SME型（容布量50-600KG）溢流染色机19台 57

39 浙江
浙江双灯家纺有限公
司

CHR202型溢流染色机2台、M125-180型卷染机2台、绞纱
染色机3台。

900

40 浙江
浙江宝龙纺织有限公
司

HE-PTR-200单缸溢流染色机2台、HE-PTR-400双缸溢流染
色机7台、SME-80染色中样机1台、SME-30染色小样机2台
、KF-ODW-S3液流染布机1台、LG11-8双缸溢流染色机2台
、ASMA5032KP08-240热油定型机1台、TYP3200熟油定型
机1台、TPYH-2600预缩烘干机1台。

3000

41 浙江 兰溪市织造厂 ZG-1200煮纱锅2台、Q113-60绳状染色机5台 720

42 浙江
义乌市华灵拉链有限
公司

200KG染色机1台、100KG染色机3台、50KG染色机2台、
25KG染色机2台。

375

43 浙江
义乌市蓝天实业有限
公司

200KG染色机5台、100KG染色机6台、75KG染色机1台、
50KG染色机2台。

900

44 浙江
浙江曼姿袜业有限公
司

DX-200染色机1台、AGD-50染色机1台、AGD-200染色机1
台、200KG常温成衣染色机1台、50KG常温成衣染色机3台
、180KG定型机1台。

500

45 浙江
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
公司

100KG高温染色机4台、200KG常温染色机2台 600

46 浙江
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
公司

CX-450染色机1台、CX-200染色机3台、CX-120染色机3台
、XGP-550染色机2台、100KG染色机1台。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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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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米）

47 浙江
东阳市金航福利染色
有限公司

ASME250高温高压染色机3台 200

48 浙江
东阳市东砚针织服装
厂

SME500高温高压染色机1台、SME1000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
。

300

49 浙江
东阳市雄风毛纺有限
公司

Y-600常温染色机9台、Y-300常温染色机5台 1000

50 浙江
浙江横店染整有限公
司

ZHG400管式染色机1台、高温高压卷染机4台、WBRWP2B高
温溢流染色机3台、Y-300常温染色机4台、Q113常温绳状
染机2台。

1200

51 浙江 浦江县家家发印染厂
10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1台、5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
3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2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
10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50KG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

1500

52 浙江
浦江县康达砂洗有限
公司

WS-1600高温高压染色机10台、SYL-250成衣染色机8台、
WYL-200成衣染色机5台。

2300

53 浙江 浦江县染色有限公司
200KG高温染色机5台、100KG常温染色机10台、50KG常温
染色机5台。

1200

54 浙江
浙江亚华工贸有限公
司

1500型（200KG）高温染色机14台、200KG成衣染色机2台
、200KG高温染缸6台、600型卷染机6台、300型卷染机4
台及配套的氧漂机、定型机、烧毛机各1套。

3000

55 浙江 浦江县盛昌有限公司
常温常压卷染机8台、100KG高温成衣染缸2台、100KG常
温砂洗染缸4台。

1000

56 浙江
舟山市定海汇昌染整
厂

染缸10台 10

57 浙江
浙江竞宏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

O型（150KG）染色机1台、133型（200KG）染色机1台、
常温（240KG）喷射染色机1台、常温（100KG）喷射染色
机1台、常温（50KG）喷射染色机1台、常温（25KG）喷
射染色机1台、常温（5KG）喷射染色机1台。

560

58 浙江
台州市黄岩新业印染
有限公司

300KG绞纱染色机1台、200KG绞纱染色机12台、100KG绞
纱染色机7台。

150

59 山东
山东圣润纺织有限公
司

xw-cwr-3t型（容布量150kg）溢流染色机3台,htn4 型
（容布量150kg）溢流染色机3台,fdme-38型（容布量
600kg）溢流染色机3台,q133型（容布量105kg）绳状浸
染机6台等

800

60 山东
山东金号织业有限公
司

GMN-3型（容布量390kg）溢流染色机4台
GMN-2型（容布量260kg）溢流染色机1台
WGR20A-100绞纱染色机6台等。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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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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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山东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

前处理设备：LMH1072-180退煮漂联合机1台；染色设
备：PLH-160烘蜡机6台，MA361-3-180BF蒸化机6台，
LMH631-180皂洗机4台，洗蜡机6台；印花设备：MA331-
180印花机1台；后整理设备：180型定型机1台等。

1800

62 山东
山东正义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

74型漂白生产线1条，产能2000万米。
前处理设备：M-032-1800型冷轧堆1台，打卷车15台，
LMH042-1800型退浆机1台；后整理设备：M751-1800型漂
白拉幅定型机1台，打码验布机2台，双幅卷板机1台等。

1000

63 山东
山东恒泰纺织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一条。前处理设
备：1332M络筒机4台，B582细纱机4台；染色设备：Y300
染色机3台，Y600染色机4台，A464染色机30台，FH1000
开门缸5台，FNSD-30喷缸1台，FNSD-20喷缸1台，FNSD-
10喷缸1台，FNSD-4喷缸1台，F751-120脱水机4台。

3000

64 山东
蒙阴恒润漂染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1条。GRP型高温高压染
色机6台，GT-1000型脱水机1台，B061型六节烘干机
1台，SZL型蒸汽锅炉2台。

300

65 山东
山东省沂水友谊织物
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亚氧漂生产线。前处理设备：
TJ-20型退浆机1套，2.5T煮纱机1套，亚氧漂2套，水洗
增白机1套；染色设备：WMD-350型溢流机1台，125型溢
流机2台；后整理设备：ME691、692定型机2台，R456F型
园网烘干机1台，翻布机1台，标准牌缝纫机30台。

650

66 山东
临沂晶鑫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1.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染色设备：RH988-
180型染色机2台；印花设备：JL-2188型圆网印花机
2台；后整理设备：ZH988-180型定型机4台，LMH066-180
型退浆机2台，LMH066-180型煮练机2台，DMH066-180型
漂白机2台。
2.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RDM-200型（容积
1.5吨）卷染机20台。

5800

67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聚鑫源
针织厂

染色设备：
Q113型拉缸共5台(容布量150kg1台，100kg1台，中样机3
台)，
以上设备浴比为1:15
；常温溢流染色机共3台（容布量500kg2台，1000kg一
台），
以上设备浴比为1:12；
高温溢流染色机共2台（容布量为500kg），
以上设备浴比为1:12；
后整理设备：
FNT1300型定型机一台，YX3600型高温双路定型机一台。

1185

68 山东
文登市文盛染织有限
公司

LMH701A-160R型漂白机1台（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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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山东
昌邑华利达印染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前处理设备：280型煮
练机1台，250型丝光机1台；印花设备：280型圆网印花
机1台，280型彩蝶圆网印花机1台；后整理设备：928型
280拉幅定型机3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280型（容积0.5吨）
卷染机12台，320型（容积0.6吨）卷染机2台。

1600

70 山东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染色设备：台湾产
60kg筒纱染色机2台，台湾产200kg筒纱染色机2台，台湾
产300kg筒纱染色机1台，台湾产400kg筒纱染色机2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AM-HSF400型（容布量
400kg）溢流染色机1台，AMSF400型（容布量400kg）溢
流染色机4台。

1474

71 山东
潍坊华腾印染织造有
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印花设备：2600型12
色刮刀印花机1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2600型（容积0.4吨）
直流卷染机6台，JP-500型（容布量500KG）溢流机2台。

1350

72 山东
昌邑新华源家纺有限
公司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JP-500型（容布量
400KG）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12台。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印花设备：JL2188型
圆网印花机4台；后整理设备：ZH928-280型拉幅定型2台
。

2000

73 山东
山东万和纺织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印花设备：KC-
8HVR/IND型平网印花机1台，ZY-1622型平网喷墨制网机1
台。

200

74 山东
山东润通纺织品有限
公司

前处理设备：QT-90亚氯钠漂白机1台，QT-90双氧水漂白
脱氧机1台；染色设备：GY200绞纱染纱机1台；印花设
备：GM120XL连批印花机1台，MHA60J-120印花烘干机
1台，绷网感光机1台，Y8180激光照排机1台；后整理设
备：LX120脱水机1台，WMH974-180松式烘干机1台。

536

75 山东
高密市众和服装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印花设备：台湾奇正
KC-8印花机1台，上海巨新KS8000印花机1台。

600

76 山东
高密天福家纺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染色设备：香港立信
筒纱染色机4台；印花设备：DSM-120型平网印花机1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TM-18型溢流机（容
布量450kg）4台。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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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山东
枣庄鸿泰制衣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染色设备：XTC38-1T
型常温环保溢流染色机2台，自控连续式钠离子交换器2
套，SX500A型染色机1台，SX636IA型高温高压快速染色
机1台，高温高压中样染色机1台，SX636-500AⅡ型高温
高压快速染色机1台；后整理设备：FCH3200型三层松式
预缩烘干机1台，湿扩幅机1台，CO-1500型脱水机2台，
HG2260Q型烘干机1台，MB332E24型起毛机1台。

580

78 山东
枣庄市宝隆针织制衣
厂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CYL38型(容布量100kg
、200kg、400kg、600kg、800kg)常温常压染色机9台，
EOR-O型(容布量600kg、800kg)溢流染色机2台，RSP-C型
(容布量500kg、300kg)高温双流松式染色机2台，拉缸中
样机（容积50kg）8台，拉缸染色机(容积500Kg)1台；后
整理设备：PCH3200型松式烘干机1台，YX150型超喂扩幅
机2台，YXYS450s型强力呢毯预缩机2台，YX4038s型双幅
呢毯预缩机1台。

1200

79 山东
山东华欣针织品有限
公司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 GN28-4T型(容布量
800kg）常温溢流染色机2台，GN18-4T型（容布量
900kg）常温溢流染色机2台，ECO-38-20型（容布量
60kg）常温常压溢流染色机1台，ECO-38-40型（容布量
120kg）常温常压溢流染色机1台；后整理设备：TME1500
型扩幅机1台、TNZ1500型强力呢毯预缩整理机1台。

900

80 山东
山东鲁瑞针织服饰有
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前处理设备：ECO-8型
煮布锅6台，LM0664型漂白机2台；染色设备：AK-280型
常温染色机2台；后整理设备：HG2260Q型烘干机1台，
691A型定型机3台，FS1300型湿扩幅机1台。

700

81 山东
枣庄市兴源染整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生产线。染色设备：ASMA636-2高温
高压染色机2台，ASMA636-4高温高压染色机1台，ASMA50
染色机1台，AT-F型常温双层溢流染色机2台，GN38-4T型
常温双层溢流染色机1台，HCO-38-6T型常温双层溢流染
色机1台;后整理设备：TNZ1500型强力呢毯预缩整理机1
台，QMJ型起毛机3台，FB3400型气流翻布机1台，4T/H型
蒸汽发生器1台，YX128-6型立式烘干机1台，STD501型树
脂开幅定型机1台。

2200

82 山东
淄博飞狮巾被有限公
司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机GR20A-50型10台，W-01型6
台

720

83 山东
山东省武城县成龙纺
织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LMH1552A系列连
续轧染线1条，LMH064型烘干机1台，M122-180型卷染机8
台，LMH714拉幅机1台，刷绒机1台，140折布机1台，成
卷机1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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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江西
新余天翔纺织印染集
团有限公司

前处理设备： LMA006-300 气体烧毛机 1台 、LMA047-280 
平幅练漂机 1台、 LMA166-280 直辊丝光机 1台 ；染色设

备;222.17KUSTERS 均匀轧车 1台、SM3450-280 阔幅卷染
机 6台；印花设备：HYDRMQY50/2800 平网印花机 3台、
RD-ZJ28001/12-12 圆网印花机 2台；后整理设备：
LMA386-280 平幅皂洗机 1台、ART08-5621/2-280 长环蒸

化机 1台、SSK-83 高温烘焙机 2台、LMA106-280 轧水烘
燥机 2台、LM734A-280 热风拉幅机 1台、MA726-280 热风
拉幅机 1台；及全工艺大整理生产线的其他辅助设备。

2000

85 江西
南昌市华远针织染整
有限公司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机：立信常温染色机GNB-6T
一台；常温染色机ECO-6T二台；常温染色机SL-ECO-6T三
台；常温染色机SL-ECO-4T四台；高温染色机SME1000A-1
四台；高温染色机SME1000B-2T二台；
连续染色生产线：常温染色机SL-ECO-6T四台；常温染色
机SL-ECO-4T二台。
后整理生产线：呢毯预机YXYS450B二台；钢丝起毛机
ME200-24二台；无张力烘干机YX2300一台；圆筒定型号
机YX3600BS一台。

2200

86 江西
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
司

 FSM-A型平网印花机1台，LMH042-160型退浆机2台，

LMH084-160型退煮练机2台，LMH0644型漂白机3台，
 304B-160型染色机4台，M751-160型定型机4台，浴比超

过1:10间歇式染色机2台，LMH731-160型热风布铗拉幅机
1台。

3000

87 湖北
武汉众志实业有限公
司

MK8C-ST30型（容布量250kg）溢流染色机1台、MK8C-1LT
型（容布量500kg）溢流染色机1台、MK8C-2LT型（容布
量1000kg）溢流染色机1台、GN18M-4T型（容布量
1000kg）溢流染色机1台、GN18M-2T型（容布量500kg）
溢流染色机1台、GN18M-1T型（容布量250kg）溢流染色
机1台、ECO-38-3T型（容布量750kg）溢流染色机1台、
VTD-4I定型机1台。

1800

88 湖北
荆州市天大印染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前处理设备：M-P明佳氯漂机1台套
（6吨/天）（经过技改升级）、M-P型明佳水洗机1台套
（6吨/天）（经过技改升级）；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后
整理设备：意大利MONTI进口设备212-M型预缩机1台，德
州亚星YXZG150L型扎光机1台；浴比大于1:10的染色设
备：无锡明佳GMN9型(容布量300kg)溢流染色机1台、无
锡明佳WME型（容布量400kg)溢流染色机2台、无锡明佳
WME型（容布量600kg)溢流染色机2台、无锡英豪WME型
（容布量1000kg)溢流染色机2台。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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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湖南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
限公司

淘汰印染落后产能共2400万米，其中包括：74型前处理
生产线一条,产能1200万米：LMH063-160平幅退煮漂机1
台（平幅进落布、7台轧车、1台轧槽、1台反应箱、6台
平洗槽、烘筒20只）；LM225-160单层布铗丝光机1台
（进布落架、透风辊12支、2台气压轧车、12只绷布辊、
布铗拉幅、6台平洗轧车、蒸箱5台、平洗槽1格）； 
LMH101-160轧水烘干机1台（平幅进落布、1台轧车、烘
筒20只)。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一条，产能1200万
米: LMH424-160热风打底机1台（进布落架、均匀轧车1
台、红外线烘燥机2台、热风烘燥机2台、MH603烘筒10只
、冷水辊） ； M681-160焙烘机1台； LMH641-160平幅
显色洗机1台（进布落架、10台轧车、2个透风架、还原
蒸箱、7台平洗槽、皂蒸箱1台、长蒸1台、MH603烘筒20
只、）；M751-160热定型机1台。

2400

90 湖南
湖南省桃源杰新纺织
印染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花生产线1条：前处理设备：
LMH892-180型漂炼机1套(含退浆机、煮炼机、漂白机各1
台），CMH201型丝光机1台；印花设备：LMH571-180型圆
网印花机1台；后整理设备：LM636-180型水洗机1台，
LM714-180拉幅定型机1台

1000

91 湖南
湖南德科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前处理生产线：LMHAJ-180003烧毛机1台，MA473R-200钢
丝起毛机2台；后处理生产线：LMH714-160拉幅机2台，
验布机1台；染色线：间歇式染色机12台，MH703-2000蒸
箱1台。

1600

92 广东
增城颖海染厂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未超过15年的间歇式染色生产线一条：东成染
缸ED8-250两台、邵阳定型机LMA432A-GY260一台，邵阳
烘干机SMA6901一台。缩水机3台：邵阳纺织机械
SLME2001A-280一台、邵阳纺织机械SME8501-3000一台、
皇吉缩水机T2500一台。

1500

93 广东
汕头市锦鸿电脑印花
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花设备：12色平网电脑印花机1台
。

200

94 广东
佛山市高明顺煌染整
有限公司

高温染机（单管板机，容布量：100kg）3台，高温染机
（两管机，容布量：2×200kg）3台，高温染机（叁管
机，容布量：3×200kg）2台，高温染机（四管机，容布
量：4×200kg）3台。

3060

95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鹏峰化
纤拉架厂有限公司

印染生产线2条：脱水机6台、喷射染色机（容布量
400kg）6台、硫化罐（容布量500kg）2台、敝开式染色
机（非标，容布量25kg）16台、高温高压染色机11台、
硫化床软水处理器2台、空气能烘干机3台、络筒机8台。

2350

96 广东
揭阳市普侨区荣利织
染厂有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设备：STY圆筒针织定型机3台，
SLMA180型定型机1台，XLH松式蒸汽型烘干机3台；浴比
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SWY（容布量100kg)绳状浸
染机3台。

2580

10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米）

97 广东
肇庆市中信针织染整
厂有限公司

间歇式染色设备14台：拉缸（容布量450kg）3台，拉缸
（容布量360kg）2台，拉缸（容布量220kg）2台，拉缸
（容布量110kg）1台，拉缸（容布量45kg）1台，拉缸
（容布量22kg）5台。

504

98 福建
福建省长乐市新港印
染有限公司

SHR-W-150型溢流染色机3台、SHR21型溢流染色机2台、
SME250溢流染色机1台、SHR250型溢流染色机2台、GN8-
100-4T型溢流染色机2台、常温常压亚机型绳状浸染机2
台。

1500

99 四川
四川宏华源森织造印
染有限责任公司

1、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YJ2000型（容布
量350kg）液压卷染机2台、NORF1L-1800型（容布量
380kg）液压卷染机1台、125B-180型（容布量130kg）卷
染机8台、CUT-GL-2型（容布量400kg）溢流染色机2台、
MB236-2型（容布量400kg）溢流染色机3台，MK6-140-
247型（容布量300kg）溢流染色机2台。
2、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印花设备：STORE-
200型圆网印花机1台、MBK-2000型圆网印花机1台、印花
制网设备1台；后整理设备：MH921-2000型定型机1台，
SHR-2000型预缩整理机1台、RED-0/4/180型定型机1台、
轧光机NA4521-180型1台、5621型长环蒸化机1台、
QXQ1.5型燃气油锅炉1台。

1500

100 四川
四川御马床单毛巾有
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前处理设备：M型煮练
机2台、M型丝光机1台；染色设备：M型染色机1台；印花
设备：M型平网印花机1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G型（容布量240kg）
溢流染色机2台、M型（容积1吨）卷染机4台,Q型（容布
量120kg）绳状浸染机4台。1332络筒机3台，G121分条整
经机2台。

90

101 四川
四川蜀峰印染有限公
司

74型生产线1条，产能1300万米：LMH041B型退浆机1台、
LMH041B型煮练机1台、MH066型漂白机1台、LMH201AC-
160型丝光机1台、MH773-160型定型机1台、MH774-180型
定型机1台、MH331-180型圆网印花机1台。

1300

102 四川
南充信达云禾印染有
限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前处理设备:LMH-042
型平幅退浆机1台、LMH-066型退煮湮白机1台、LMH-201
型丝光机1台、LMH-424型染色打底机2台、LMH-641平幅
显色皂洗机1台；染色设备：LMH-424型染色打底机2台、
LMH-201型丝光机1台；印花设备：5V型平网印花机1台、
MS型平网印花机1台、64米手工印花台板2台、160型（容
布量90米）阿里奥尼连续蒸化机1台；后整理设
备:MH773-160型定型机1台、MH921-2000型定型机1台、
FMTKS-160型定型机1台、XC401-160(仿铃木）小布铗拉
幅机1台。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CUT型(容布量300KG)
溢流染色机3台、M125型（容积7吨）卷染机14台、VGSO
型（容布量100KG）卷染机4台、MBC（容布里600米）型
绳状浸染机2台；800千伏安S7型电力变压器1台。

2620

1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米）

103 四川
四川省信达丝绸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设备：前处理设备：煮浆
锅2台、蒸化机1台、煮纱锅1台、新型架精炼桶8台、方
桶精炼10桶*2、KWC-2000松弛精练机1台；染色设备：
3168-3m常温加罩卷染机4台、3168-3m常温卷染机4台、
GK1650高温高压自动卷染机2台、GN-140-3T高温高压溢
流染色机1台、JTS卧式卷染机1台、4PWY160M-6高温高压
溢流染色机1台、Q113-23绳状浸染机2台；印花设备：
50*1.4米手工印花台板4台；后整理设备：M-102热定型
机1台、BABCOLR拉幅式热定型机1台（德国产）、
ZLMD402-1600小布夹拉幅机1台、LQ911-1600三联合泥毯
整理机1台、ZLMD911-1600三联合呢毯整理机1台、
ZQ871-1600扎水打卷机1台、M-1600扎水机1台、平福水
洗机1台、软水钠离子交换器2台、锅炉2台等设备。

1200

104 陕西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

M125-160型卷染机10台
LMH003AJ200型烘干机1台
LMH424DJ-180型打底机1台
SR785-180型拉幅机1台
MA/HD241打卷机1台
G351-160型折布机1台
LM882-180型验布码布1台
A-752型打包机1台

1000

105 陕西
西安际华三五一一家
纺有限公司

T200-16磁性电脑印花机1台、新印花机1台、汽蒸机1台
、长环气化箱1台、M082高压煮纱锅2台、YSA-300-2200
煮纱锅3台、CR901-8试样染色机1台、ME262溢流染色机1
台、WMD500溢流染色机2台、江苏常温溢流染色机1台、
立信溢流染色机3台、自制开幅机1台、HSF150离心脱水
机1台、松式平幅烘燥机3台等配套设备共43台

1500

106 陕西
陕西华润印染有限公
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1条，共8台设备 1200

107 新疆
新疆嘉和毛纺织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近30年的呢绒染色生产线：前纺细纱设备7台，
织布机23台，染色整理设备41台，共71台。

100

12



十四、2014年化纤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吨）

1 浙江
绍兴华丽针纺化纤有
限公司

12部位POY长丝纺丝线2条、FK6高速弹力丝机1
台、牵伸加捻机1台、33H加弹机1台。

1.5

2 浙江
浙江省兰溪恒方合成
纤维有限公司

VC357转鼓15台、JZJS型三级罗茨泵组4台、Φ
160型螺杆挤压机总成6台、8位*Φ260纺丝箱体
6台、保温炉8台、独立同步电机计量泵传动24
台、环吹风机30台、3*8位双油轮卷绕机组3台
、熔体过滤器6台、牵伸机3台。

1.5

3 湖南
株洲宇丰实业有限公
司

采用锭轴长900mm以下半自动卷绕设备的涤纶长
丝生产线1条：烘干罐13台、螺杆融化机24台、
纺丝机3套、拉丝、后整理生产线1套、打包机4
台、牵引机1台、提升机1台、冷却风机2台、空
气压缩机2台、冷冻中央空调1组。

1.5

4 四川
四川省海天特种化纤
有限公司

年产1.5万吨间歇法聚酯聚合生产线1条：转鼓
11个、真空泵6台、挤压螺杆4条、过滤器4个、
纺丝箱2个、卷曲机2台、定型烘箱1台等设备。

1.5

1



十五、2014年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千伏安时）

极板 组装

1 河北
河北双环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极板：8万千伏安时极板生产线1条：铸扳机一锅一
机10台；熔铅切块机3套；2T燃煤锅炉一台
组装：8万千伏安时组装生产线1条

4 4

2 河北
任丘市科奥蓄电
池有限公司

极板：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一条:铸板
机6台，8吨铅粉机2台，500千克和膏机4台，涂板线
4条（单台涂板速度70片/分钟），表干机4台，26立
方米固化室6间，2800片化成槽18个，300V/200A/6
回路化成充电机10台，干燥窑4台，纯水装置2套，
配酸系统2套，分板机12台。  
组装：20万千伏安时蓄电池组装生产线一条：刷耳
机1台，称板机6台，包板机10台，铸焊机4台，热封
机3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2台，配
酸系统1套，6回路灌酸机6台，300V/6A/30回路电池
充电机16台，打码机2台。  
铅尘铅烟收集系统2套，酸雾收集系统1套

16 10

3 江苏
南京新辉电源有
限公司

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4台、铅粉机2台、和膏机4
台。涂板线4条、灌粉装置2台、挤膏机2台、表干机
2台、固化室2间、化成槽2个、化成充电机2台、干
燥窑2台、纯水装置2套、配酸系统2套、分板机2台
。 

20 0

4 江苏
江苏光明蓄电池
有限公司（通）

极板生产线4条：包括熔铅炉11台、铸板机4台、铅
粉机2台、和膏机4台。涂板机2台、表干机1台、固
化、烘干25间、化成槽1000个、化成充电机14台、
电池充电机7台、纯水装置1套、分板机2条线。                               
组装生产线2条：包括热封机2台、打孔机2台、穿壁
焊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2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
封膜机2台、打码机2台。 酸雾除尘器8台，水膜除
尘器4台，蒸汽锅炉1台。

18 18

5 江苏
连云港市云海电
源有限公司

极板生产线1条：一锅一机铸板机30台、14吨铅粉机
7台、1000千克和膏机6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
度95片/分钟）、表干机2台、67立方米固化室18间
、1回路化成充电机74台、半自动分片机（ds-149）
36台、手工磨片机(自制)144台、铅烟除尘(KE-25)3
套、酸雾净化(PST型)30套、布袋除尘（72ZC3000-
B）5套、手工称片线（自制）2条、和膏机（SH-
100）6台、76条外化成线改造内化成。

50 0

1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千伏安时）

极板 组装

6 江苏
镇江市徳力电池
科技有限公司

极板：8万千伏安时蓄电池化成线8条，铸板机5台，
6-8吨铅粉机各一台，1000公斤和膏机1台，500公斤
和膏机2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度120片每分
钟），48立方米固化室10间，D型化成槽360个，Q型
化成槽400个，250A/350V化成充电机8台，纯水装置
1套，配酸系统1套，分板机2台。组装：8万千伏安
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一条：刷耳机3台、热风机3
台、打孔机2台、穿壁焊机1台，高压短路检测机1台
、气密性检测机1台、50A/350V4回路充电机8台、打
码机2台。

8 8

7 江苏
镇江市江天蓄电
池有限公司

极板：2万千伏安时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铸板机1
台，5吨铅粉机1台，500千克和高机3台，涂板机1条
线，15平方固化干燥室6间，70升化成槽210个，
350V/300A化成充电机2台，配酸装置1套，酸雾净化
设备1套，水处理装置1套，雨污分离装置1套。组
装：3万千伏安时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热封
机3台，气密性检测机1台，配酸装置1套，酸雾装置
2套，350V/200A电池充电机4台，350V/30A电池充电
机4台，打码机2台。

4 3

8 浙江
浙江绿浪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3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手工焊接机
35台、320V/10A/24回路充放电机25台。

0 30

9 浙江
浙江宝仕电源有
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
320V/1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25台。

0 14

10 浙江
浙江恒华电器有
限公司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ZBL60A铸电
板机11台、SF20S自动球磨机1台、SF24S自动球磨机
1台、YG－STA－400双面涂板机2台、
KGCEA200A/350V充电机26台、KQCFA10A/320V充电机
13台、30吨/H铅酸废水净化器1台。

32 0

11 浙江
浙江荣鑫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8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工序
（铸板机8台、熔铅炉3台）、铅粉工序（铅粉机2台
、除尘器2套）、涂板工序（涂板机2台、干燥机
2台）、分片工序（分片机20台、刷片机40台）。

60 0

12 浙江
浙江丰圣电器有
限公司

36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3条：全自动定量
真空灌酸机9套、360V/48回路电脑自控充放电机156
套、极群模具4000套、配酸池5个、巡检配组仪3套
、循环寿命测试仪3台、充电机2台、恒流充电机2台
、自控放电机1台、充电架24个、皮带输送机3套、
输送带架及托棍3套、移动式烘道6套、短路测试仪3
台、电池查酸装置3套、纯水制取设备1套、电解液
配置装置1套、溶铅炉1台、大电流容量试验仪1套、
打码机1台、铅烟净化装置1套、铅尘净化装置1套、
酸雾处理装置1套、净化塔2个、污水处理装置1套

0 30

2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万千伏安时）

极板 组装

13 山东
济宁远征电源有
限责任公司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铸板机
3台，8T铅粉机2台，500kg合膏机2台，涂板线2条
（单条涂板速度100片/分），灌粉机3台，表面干燥
机2台，极板干燥机1台，51立方米固化室6间，
320V/6A×24回路充电机14台,320V/6A*24回路充电
机5台、干燥窑6台,纯水装置1套,自动配酸系统
1套,D型极板联片滚切机1台,九联片刷边机1台,刷边
机6台,粉尘处理系统3套,玻璃钢冷却塔2台,钠离子
交换器1套。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铸焊线2条,
灌胶机4台,加酸机8台,喷码机1台,高压短路测试仪4
台,极群装槽机1台,烘箱1台,粉尘处理系统7套,环保
空调5套,低压配电柜3面。

24 20

14 山东
山东圣阳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

65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刷耳机
6台，包板机8台，手工焊接线8条，热封机4台，气
密性检测机4台，干燥窑8台，配酸系统2套，纯水装
置1套，6回路灌酸机12台，300V/30A/8回路电池充
电机40台，8000升化成槽40个。
11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3条。铸板机16
台，14吨铅粉机3台，1000千克和膏机5台，涂板线3
条（单台涂板速度约120片/分钟），灌粉装置1台，
压铸机1台，90立方米固化室9间，干燥室18间。

110 65

15 山东
济宁正阳蓄电池
厂

5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3条（配套铅酸蓄
电池塑壳生产线3条）。注塑机3台，充电机15台，
注焊线3条刷耳机3台，称板机3台，包板机6台，铸
焊机6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2台，
配酸系统5套，6回路灌酸机5台，380V/10A/24回路
电池充电机20台，打码机3台。

0 15

16 山东
邹城市天能电源
工贸有限公司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4条。称板机
12台，包板机12台，铸焊机4台，气密性检测机
1台，高压短路检测机2台，配酸系统3套，2回路灌
酸机1台，380V/20A/30回路电池充电机4台，
380V/2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4台，380V/10A/30回路
电池充电机6台，打码机3台，4回路放电仪10台，吸
尘机2台，空气压缩机2台，治水设备2套，温控电炉
1台，分析天平1台，电子天平一台，电导率仪1台，
恒温干燥箱1台，低温设备1台，蓄电池循环寿命检
测仪1台，恒温水浴锅1台，测厚仪1台，分光光度机
1台等。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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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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伏安时）

极板 组装

17 山东
曲阜圣威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66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
9台，熔铅炉10台，1000千克和膏机1台，涂板线1条
（单台涂板速度130片/分钟），表干机1台、80立方
米固化室12间、80升化成槽1610个、380V/200A/1回
路化成充电机14台，极板固化架14套，焊接式极板
化成梳形板18套，汽电式极板干燥机1台，纯水装置
1套，配酸系统1套，分板机11台，磨板机11台，半
自动分片刷边框磨耳生产线2条。

32 0

18 山东
山东诺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72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单机单炉铸板
机18台，5T球磨机4台，500KG和膏机10台，双面涂
板机4台，电热表干机4台，外化成槽25槽，外化成
充电机25台，外化成槽缸2600套，外化成酸雾处理
装置4套，外化成正板烘干窑2条，外化成水洗烘干
系统2条，手工分片机36台，手工刷片机90台，脉冲
铅尘环保设备（5万风量）4套，37KV空压机2台，
2000KVA变压器1台，充电电缆3000M。

72 0

19 山东
山东松本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4条。刷耳机
4台，XH-BP包板机39台，手工铸焊机2台，XQM-
400JC气密性检测机1台，100A/6V-12V高压短路检测
机1台，配酸系统1套，GS21-200-12回路灌酸机
5台，μC-2000S350V/10A/12回路电池充电机19台，
μC-3000S350V/10A/30回路电池充电机4台，μC-
3000S350V/10A/4回路20台，HM11打码机2台，DMC型
脉冲袋式除尘器1台，HKE型铅烟净化器1台。
5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DS-147-10
铸板机4台，JFX8吨铅粉机2台，造粒机1台，
HGJ1000千克和膏机2台，HGJ500千克和膏机2台，
TB390型涂板线3条（单台涂板速度60-120大片/分
钟），33立方米固化室7间，33立方米干燥窑7台，
纯水装置2套，配酸系统2套，DS-149分板机4台，
GSP-‖刷片机15台，溶铅炉7台，DMC型脉冲袋式除
尘器2台，HKE型铅烟净化器3台，SZL4-1.25-Aⅱ蒸
汽4吨锅炉1台，合金炉2台，污水处理装置一套。

30 12

20 山东
曲阜格瑞能源有
限公司

31万KVAH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刷耳机6台，
称板机8台包板机4台，人工包板16台，铸焊机2台
，手工封胶台2台，气密性检测机1台，高压短路检
测机1台，配酸系统2套12回路灌酸机3台，
320V/1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14台
，打码机2台，污水处理站一座；，铅烟收集处理器
1台，铅尘收集处理器2台，硫酸雾收集处理器1台。

0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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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山东
山东孚创电源有
限公司

22万千伏安时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刷耳机4
台，称板机4台，手工称片机24台，包板机12台，铸
焊机4台，热封机3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
检测机3台，配酸系统1套，12回路灌酸机4台，
380V/10A/30回路电池充电机23台，380V/6A/24回路
电池充电机5台,380V/200A/40回路电池充电机16台,
打码机2台。

0 15

22 山东
东昌府区江北天
能电池厂

3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手工称片机
40台，手工包片机36台，手工焊机10台，手工焊架
30台，1回路灌酸机5台，12V/20A/30回路电池充电
机4台12V/2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7台，打码机2台，
酸雾处理设备1套，YT-72A四路智能蓄电池容量检测
仪10台，加酸充电车40台，抽酸机2台。

0 20

23 山东
威海文隆电池有
限公司

4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铸板机2台，200
千克和膏机4台，32立方米固化室3间，25升化成槽
480个，400V/200A/单回路化成充电机6台，干燥窑7
台，分板机20台，化成酸雾净化环保风机8套，含铅
烟尘除尘环保风机4套，厂内叉车1辆，手推式叉车4
辆，空压机2台。

4 0

24 山东
山东龙口蓄电池
总厂

55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铸板机
12台，12T铅粉机2台，1T和膏机2台，0.5T和膏机1
台，双面涂板线2条，灌粉装置1台，干燥线2条，循
环极板水洗器2套，纯水处理系统1套，电渗析2台，
75立方固化室7间，5千升外化槽列31条，
360V/260A/1回路化成极板充电机24台，300V/30A/4
回路电池充电机5台，极板干燥线2条，配酸系统
1套，分板机4台。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5条。刷耳机
12台，铸焊机2台，手工焊台15台，手工插板台
15台，穿壁焊5台，极板短路检测仪5台，剪切试验
仪5台，热封机10台，气密检测机6台，打码机4台，
配酸系统1套，罐酸机2台，液面调整机2台，清洗干
燥机2台。

60 55

25 山东
淄博齐源蓄电池
有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铸板机
8台，12吨铅粉机4台，500千克和膏机6台，涂板线2
条（单台涂板速度60片/分钟），42立方米固化室6
间，150升化成槽400个，315V/300A/1回路化成充电
机4台，干燥窑1台，纯水装置1套、配酸系统1套，
分板机8台。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刷耳机
15台，热封机2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
测机2台，配酸系统1套，6回路灌酸机4台，
200V/150A/2回路电池充电机6台，打码机2台。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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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山东
山东康洋电源有
限公司

43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ZB160A型铸
板机16台，QFJ-8-Ⅱ型8吨铅粉机1台，QFJ-6-Ⅱ型6
吨铅粉机1台，500千克和膏机4台，T3390型涂板线2
条（单台涂板速度100片/分钟），42立方米固化室
32间，26000升砖砌自制化成槽32列，UC-
GCFS/380V/200A/1回路化成充电机32台，干燥窑26
台，分板机16台。
46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刷耳机
26台，ASM-3型称板机6台，包装生产线1条，BP20包
板机40台，人工焊接工作台26个，配酸系统1套，
GS20-200-6型6回路灌酸机18台，铸焊线1条，uc-
3000S/380V/6A/24回路电池充电机41台，uc-
3000S/380V/6A/48回路电池充电机38台，自制电池
充放电架126列。

40 40

27 江西
江西恒力电池科
技有限公司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16台
、12吨铅粉机2台、涂板线6条（单台涂板速度60-
130片/分钟）、表干机4台、分板机6台。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刷耳机10台
、包板机11台、四功能检测机4台、配酸系统1套、6
回路灌酸机6台，320V/1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33台
、铸焊生产线3条、全自动极群插入机2台、中密组
立机4台、烘干箱1台、滚道流水线5条、超声波塑料
焊接机2台。

35 40

28 江西
赣州南鹰电源有
限公司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9台
、8吨铅粉机3台、500千克和膏机4台、涂板线2条
（单台涂板速度20片/分钟）、表干机2台、固化室7
间、化成槽2000个、400V/320A/×2回路化成充电机
10台、干燥窑6台、纯水装置2套、配酸系统1套、分
板机8台。
4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装配线1条
、高压短路检测机1台、配酸系统1套、灌酸机3台，
300V/6A/40回路电池充电机7台，打码机1台。

20 20

29 江西
萍乡市钟和蓄电
池厂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4台
、4吨铅粉机1台、500千克和膏机2台、涂板线2条
（单台涂板速度100片/分钟）、灌粉装置1台、挤膏
机1台、表干机240台、10立方米固化室4间、90升化
成槽800个、380V/200A/2回路化成充电机6台、干燥
窑1台、纯水装置1套、配酸系统1套、分板机1台.刷
耳机4台、称板机10台、包板机8台、铸焊机1台、热
封机1台、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1台、
配酸系统2套、回路灌酸机2台。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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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鹏
达蓄电池有限公
司

3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8台
、4吨铅粉机3台、500千克和膏机4台、涂板线2条
（单台涂板速度100片/分钟）、表干机4台、10立方
米固化室8间、90升化成槽1800个、380V/200A/2回
路化成充电机8台、干燥窑2台、纯水装置2套、配酸
系统2套、分板机8台。
3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刷耳机10台
、称板机2台、包板机12台、铸焊机4台、气密性检
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16台、配酸系统2套、6回
路灌酸机2台、350V/6A/24回路电池充电机8台、打
码机2台。

30 20

31 江西
江西日超电器有
限公司

15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铅粉机4台
、铸板机8台、充放电机30套、和膏机4台、涂板机4
台、分切片机14台、化成槽40条等。

15 0

32 江西
江西神州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铸板机
10台，30T铅粉机5台，QD18S合膏机6台，涂板线
6台，固化室20间，化成槽40条，化成充电机12台，
干燥窑15台，分板机20台。

40 0

33 江西
江西精能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主要设备：
铸板机16台、铅粉机9台、和膏机7台、涂板机7台、
充放电机90套、化成槽90槽、分切片机28台等。

20 0

34 江西
江西汇能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20万千伏安时铅酸蓄电池极板生产线2条，主要设备
铅粉机5台、铸板机32台、和膏机7台、涂板机7台、
充放电机93台、化成槽93条、固化室35间、自动滚
切机6台、熔铅炉2台、锅炉2台、供电设施1套、供
水设备1套。

40 0

35 湖南
株洲天地龙电源
科技有限公司

组装生产线2条：铸焊设备2台、称板设备5台、包板
设备8台、刷耳半自动机2台、半自动包板机3台、高
压短路检测机1台、配酸系统1套、12回路灌酸机2台
、320V/10A/24回路电池充电机4台、320V/6A/24回
路电池充电机3台、大电池充电机1台、打码机2台、
废水处理设备1套、酸雾处理设备2套、铅尘铅烟处
理设备2套。

5 0

36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莲
下艺新塑胶玩具
厂

5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CGS20ml-16
抽真空定量灌酸机8台，HB-2008A化成充电机2台，
空气净化机1台。

0 5

37 广东
恩平市高特电池
五金厂

0.98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生产线2条：智能定量灌酸
机3台，恒流恒压充放电机（300V120A40L）1台，恒
流恒压充放电机（300VA2OA20L)1台，大电流放电测
试仪1台，微电脑蓄电池循环充放电测试仪
（10A12V）1台，容量测试机1台，300V12A40L化成
充电机2台，化成槽线2条，装配线2条，包板机2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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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伏安时）

极板 组装

38 福建
漳州市常山力源
电源有限公司

极板：4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涂板
机1台,36m³固化室3间。
组装：6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输送带
2条,焊烧工作台1张,包板工作台5张,封盖机2台,穿
壁焊机2台,铝箔封口机1台,烙印机1台,气密测试机1
台。

1 2

39 福建
福建省建阳市宏
旗电器有限公司

极板：30万千伏安时铅酸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4条，
ZB160A铸板机6台，QM-7T铅粉机3台，TS-OK-2铸粒
机1台，STB-400涂板机2台，DT-2收片机2台，UC-
KGCFS外化成充电机15台，99型热循环内机40台，
TB-02分片机11台，FD-01磨片机16台，20立方米因
化室17间，塑料化成槽1600套，离子交换纯水装置2
套，QFHG-500含膏机4台，20m³干燥室10间，2t/n锅
炉一台。
组装：30万伏安时组装生产线1条（60m），配酸系
统一套，CS-2006-6灌酸机1台，PLC2000P小密电池
充放电机2台，硅可控整流设备2台，焊接模具20套
。HX-220水膜净化器4套，DMC-120脉冲式布袋除尘
器3台，DS型铅烟铅尘湿式除尘器2套，SH-B型酸雾
净化塔16套，2T/H磨石花岗水膜除器系统1套，WS-
10铅酸废水处理装置1套。

25 3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