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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减少时期造纸工业的未来战略 
 

日本《木材情报》2014 年 10 月发表日本造纸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河

潔的文章，概述并分析了日本造纸工业的现状与未来战略。全文如下。 

一、引言 

曾经说，纸和纸板的消费量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还说,纸和纸

板的消费量与 GDP成正比，但如今，这都已成为过去的话题。日本纸和

纸板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持续增加到 2000年的 250 kg高峰后开始减少，

到 2012年已减至 218 kg，相当于 1990年前后的水平。纸和纸板生产量

在 2000年创 3 182万 t历史最高纪录后，直到 2008年浮动在 3 000万 t

强的水平上，2009年因雷曼冲击迅速减少至 2 626万 t，此后浮动在 2 600

万 t左右。 

日本纸和纸板需求减少的原因和美国及欧洲诸国一样，主要是 IT

业的发展等推动了脱纸化的结构变化，加之日本总人口从 2009 年起连

续 4年持续减少。今后，在日本总人口逐渐减少、老龄化逐渐加重、纸

和纸板的国内需求也将逐渐减少的严峻环境中，日本的造纸工业在与迅

速发展的中国、印尼等亚洲国家的造纸工业竞争的同时，必须致力于生

存结构的彻底改革。本文将探讨日本造纸工业的未来战略（本文内容为

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属日本造纸联合会的公开观点）。 

二、纸和纸板的供需预测 

即使日本纸和纸板的总需求已开始减少，但从个别品种看有很大不

同。减少幅度大的是纸，而非纸板，尤其是瓦楞纸板在强度高、重量轻、

可回收利用等方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替代，因此需求量并未大幅减少，

基本上与 GDP 动向相对应。而且，近年 Amazon 等销售的通讯器材的包

装需求正在增长，扩大新需求领域的可能性较多，但要注意通过节省资

源推进薄物化。卫生纸、面巾纸及凹模布等卫生用纸是生活必需品，尽

管随着人口减少而相应地减少，但推测需求基本上是坚挺的。 

对此，新闻纸及印刷复印纸等纸品部门，受到人口减少及 IT 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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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巨大影响，预测结构性需求的减少将会持续，今后将面临更加严峻

的状况。在北美及欧洲等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趋势，美国近 10 年新闻

纸的需求减少了一半。日本造纸业在人口减少和国内市场极为严峻的竞

争环境中，已陷于为今后生存不得不采取大胆战略的境地。 

三、日本造纸工业的未来战略 

在未来纸和纸板的国内需求持续减少的严峻状况下，日本造纸工业

生存战略的关键是多元化、高附加值化、国际化、绿色化，主要包括：

①开发以前的纸和纸板产品以外的新产品；②向新兴国家需求增加的海

外市场进军；③向造纸工业相关的新兴产业进军；④垂直整合以造纸工

业为中心的林业和木材产业；⑤灵活运用国内森林资源。在各项战略中

制定利用和发展以往形成的核心造纸技术及制造技术的方向。 

1．新产品开发 

日本的造纸企业历来致力于利用造纸技术开发纸和纸板以外的新

产品。例如：作为新产品，琳得科公司开发了半导体制造用胶带、液晶

电视偏光膜、汽车玻璃贴膜、智能贴膜等；三菱造纸公司开发了锂离子

电池用分隔板、玻璃纸、屏障膜等；RENGO（日本某大型造纸公司）开

发了抗菌纸浆材无纺布、放射线遮蔽膜等；王子集团开发了天然马尼拉

麻纤维、电磁波屏蔽碳纤维、智能贴膜等；中越纸浆工业开发了竹纸等；

日本造纸开发了防水耐氧防护包装材等；特殊东海造纸开发了锂电池用

分隔板、铯吸附材料等；大王造纸开发了轮胎用碳黑等。这些产品数量

不多但附加值高，加之以前的特殊纸、功能纸，作为造纸企业的重要收

入来源，是有望增长的领域。 

在新产品开发中，近年特别吸引关注的是纤维素纳米纤维（CNF）。

这是将木材纤维以化学或机械的方法开纤到纳米级（4~7 nm）的产品，

它具有重量只是钢铁的 1/5而强度却是钢铁的 5倍、热线膨胀率极低等

优异特征，可用于各种用途。可期待在汽车车身使用的强化塑料、可发

电透明薄膜、有机 EL 显示器及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基底、锂电池分

隔板、食品和化妆品添加剂、医疗领域等的广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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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经济产业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为中心，经济产业省、

林野厅等 10 个特别会员机构、108 家法人会员、42 名个人会员组成的

产官学财团“纳米纤维素论坛”于 2014 年 6 月 9 日正式成立，并将积

极推动关于纤维素纳米纤维的研究开发。进而，政府的增长战略（日本

复兴战略，2014年修订）就林业增长产业化也赋予了这样的地位：“关

于木质生物量，通过与地区密切结合的小规模发电及热利用的组合等推

进能源利用，同时努力推进通过纤维素纳米纤维（超微细植物结晶纤维）

的研究开发等促进材料利用。”，目标是到 2030 年形成 1 万亿日元的

产业。纤维素纳米纤维是从纸浆中提取制造的，造纸企业引领研究开发，

王子集团、日本造纸、中越纸浆工业、大王造纸等企业已经进行了试验

生产，预计不久的将来将开始商业生产。 

2．海外发展 

日本国内纸和纸板的需求正在衰减，而全世界纸和纸板的需求正在

增加，尤其是亚洲、南美等新兴国家。因此，为弥补日本造纸企业失去

的国内需求，正在积极地谋求海外发展。在海外发展中，既有像王子集

团的中国南通印刷纸工厂（年产 80万 t）及北越纪州造纸中国广东省白

板纸工厂（年产 30 万 t）等的直接投资，也有通过并购（M&A）及资本

收购取得海外企业的情况。但是，最近通过企业收购的情况正在增多。 

日本的造纸企业今后会越来越积极地致力于海外发展，例如，王子

集团提出如下发展目标：在 2015 年度之前，向新兴国家投资 1 000 亿

日元，将销售额 1.34万亿日元中现有海外占有率 20%提高到 25%。 

3．新开发事业 

2014年，日本造纸企业随着造纸行业销售额下降，正在运用自有资

本和技术向新领域拓展。例如，王子集团将工厂产生的热能用于农产品

及生物乙醇生产等，日本造纸灵活运用林木育种技术的农业生产等，三

菱造纸致力于放射性铯的管理等，这些企业将以上各项事业作为一项新

事业加以开发，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量购入制度（FIT）为首的发

电事业为主力，也有像日本造纸那样设立能源事业总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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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造纸企业，历来拥有国内木片收集的强大路线，而且在造纸厂

内或在附近设置木质生物量燃料锅炉，在发电的同时可以供热，具有电

热联供的优点。此外，RENGO 在工厂屋顶、日本造纸在工厂空地利用太

阳能发电，特殊东海造纸研究水利发电，王子造纸研究在公司林中开展

地热发电，等等，与造纸互动的新兴的发电事业是有发展前景的领域。 

4．垂直整合 

造纸工业，作为木材梯级利用最末端的产业，与上游林业及锯材业、

胶合板工业等其他木材工业密切相关。日本造纸企业在海外 10 个国家

34个项目中拥有 47.8万 hm
2
造林地和国内 34.1万 hm

2
的公司林。因此，

从森林经营到制材、胶合板、集成材、纤维板等的木材生产及纸和纸板

的森林、林业、木材产业的垂直整合为目的的动向活跃起来。例如，在

国内，日本造纸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日本造纸木材，利用从公司林生产的

SGEC森林认证材，发展了木片、制材、纸浆、捆包材的生产、销售乃至

与住宅生产相合作的综合林产业。另一方面，在海外，王子集团以综合

林产企业为目标，在印尼通过与韩国企业合并的 KTH公司营造了 6.4万 hm
2

人工林，同时 2013 年设立王子印度尼西亚林产品公司，利用从 KTH 公

司人工林生产的木材生产出家具用锯材、单板、胶合板、木片。在越南，

利用 QPFL 子公司人工林生产的 FSC 森林认证材生产出口家具，同时预

定在越南、老挝建立胶合板厂。如上所述，日本造纸企业旨在发挥拥有

森林的强项，不仅停留在纸和纸板的生产上，而是以上游至下游的林业

和木材产业的垂直整合为目标。 

5．国内资源的利用 

日本造纸企业使用的木片，2013年国产率为 33.8%，近年正在逐渐

提高。从针阔叶材来看，针叶材木片中国产材占有率为 70.2%，但阔叶

材木片的国产材占有率仅为 12.4%。从品质和性能来看，针叶材木片的

国产材占有率很难再提高，要谋求国内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必须提高阔

叶材木片的国产材占有率。但是，从国内木材产业现状看，林业工人明

显减少和老龄化，要增加阔叶材木片生产量极其困难。但从另一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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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材木片与进口材相比不容易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提高国产木片

占有率也将提高日本造纸工业的竞争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日本造纸厂

在全国广泛分布的优势，如与小型分散的采伐业等联手，形成少量、多

处的阔叶材木片生产网络是有效的。 

6．结语 

日本造纸产业受到经济增长下国内需求增长旺盛的支撑，一直在利

用木片生产多品种纸和纸板的商业模式下发展，而使这种商业模式持续

发展的是来自海外的大量的廉价进口木片。但是，近年来日本进入了人

口减少时期，纸和纸板的国内需求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造纸企

业也在通过新产品开发及新项目引进、经 M&A 跻身海外等彻底改革，谋

求不局限于造纸厂这一框框的自身变革。变革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一边维

持废纸回收利用率高达 60%以上的世界领先水平的废纸回收系统，一边

不能忘记支撑日本木材梯级利用的底层产业这一起点，利用正在增长的

国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如何谋求国内山村及林业和木材产业的有机结

合。                                                （白秀萍） 

 

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杜绝野生动植物不正当交易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5年 8月 18日消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

过了关于尽快采取防止和杜绝野生生物不正当交易果断措施的决议。在

非洲偷猎犀牛的活动增加及猎杀大象的数量之多，有可能引起这些动物

区域性或世界性的灭绝。而且，不正当交易不仅对物种及生态系统，而

且还对地方社区的生活及观光等造成恶劣影响，危及到减贫的努力及可

持续开发的实现。针对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不正当交易，该决议提出

要实施并强化如下有效措施：针对不正当交易的防止、搜查、起诉所必

要的法律建设和执行以及刑事司法应对，提高通过“打击野生生物犯罪

国际财团（ICCWC）”提供技术援助的认知度等。而且，促进了为实施相

互提供证据的司法、法律、行政的各项规章的建设和国家层面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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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野生生物犯罪专责小组”的设立。                （白秀萍） 

 

全球首个沿海湿地恢复方法学通过 VCS审定 

 

美国河口恢复网（Restore America's Estuaries）2014 年 12 月

17日消息：全球首个《潮汐湿地和海草恢复方法学》（Tidal Wetland and 

Seagrass Restoration Methodology）12 月 17 日通过了“核证减排标

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所要求的 2轮独立评估中的第

一轮——审定（validation），标志着该方法学朝着最终获批迈近了一

步。该方法学详细介绍了项目开发者通过实施湿地恢复活动而获得温室

气体净减排量或清除量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并允许碳富裕的沿海湿地可

以获得碳信用额。湿地恢复活动包括创建和/或管理健康的、可持续的

湿地生态系统所必需的活动。 

潮汐湿地（如盐沼和红树林）能够提供许多效益，如保护海岸线免

受侵蚀和风暴，改善水质，并为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和海洋物种提供了重

要的栖息地。潮汐湿地和海草生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

室气体并将其储存在地下，称之为“蓝色碳”。然而，全球范围内，这

些栖息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每年消失率最高可达 7％。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 8万英亩的潮汐湿地丧失。 

为提高沿海地区的管理，联合国 5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

组织）于 2011年 11月发布了“全球蓝色碳市场”计划。该计划的主要

特征是为海洋生物栖息地保护者创造直接经济收益。计划提出，要制定

和实施全球蓝色碳战略，必须通过一个蓝色碳的监测和认证标准，以蓝

色碳为背景设置海洋生物栖息地保护目标，还要为蓝色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开发一套经济价值估算方法。5 大机构表示，将努力把海洋和沿海生

物栖息地创建成被全球接受的、新型的可交易碳市场，并创立“全球蓝

色碳基金”；还将建立一套机制，使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碳捕获及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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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信用额度可以在国际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内使用。将沿海湿地保护引

入碳市场，需要建立湿地恢复的方法学，以促进碳汇项目的开发。 

由“恢复美国的河口”组织（RAE）及其合作伙伴编制的《潮汐湿

地和海草恢复方法学》是全球首个适用于潮汐湿地和海草恢复的方法

学，于 2014年提交给 VCS。VCS的审批过程非常严格，要通过审定机构

和核查机构的 2轮评估。该方法学已通过第一轮评估，第二轮的评估预

计在 2015年春季完成。 

选择该方法学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增加生物量和原地土壤中的有机

碳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和清除量。此类项目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开展。

RAE 的总裁 Jeff Benoit 表示，审定是加快沿海湿地恢复的速度和规模

的重要步骤；项目开发者现在就可以使用该方法学来设计碳项目，以便

及时快速实施湿地恢复项目。 

该方法学由 RAE牵头编制，得到美国国家河口研究储备系统科学协

作项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栖息地保护办公室、海洋基金会、

Curtis 和 Edith Munson 基金会及美国 KBR公司的资金支持。（李玉敏） 

 

海岸林抑制海啸效果和抗海啸冲击力数字化研究成果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网站 2015年 6月 24日发布了“海岸林抑制海

啸效果和抗海啸冲击力数字化”的科研成果。该成果包括 2部分，一是

“以实物树木为对象通过水处理实验对黑松水力学抵抗特性的评价”，

二是“对海岸沙丘地种植的阔叶树及黑松抗倒伏特性的倾倒试验评价”。 

以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灾害为契机，海岸林的海啸减弱效果重新

受到重视，因此对海岸林抑制海啸的效果和抗海啸冲击力进行了调查。 

为调查抑制海啸的效果，采用实验水路测定流水中黑松树叶的阻力

（水流阻力的大小）。结果是流速越快树叶的阻力越大，但这一变化在

流速约 1.5m/s时变缓，而大于 1.5m/s时变化很大。这是因为被流水冲

刷的树叶在水流较缓的范围内随着流速而变形，而当流速达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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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树叶就不会有更大的变形。本项研究首次用数字表明了这种树叶的阻

力和流速的关系。 

关于抗海啸的阻力，通过海岸地区种植的黑松和阔叶树的倾倒试验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倾倒所需力度的大小因树种而异，而同样树种

树干越粗需要的力度越大。树木对倾倒的抗力由树根发挥。树根的分布

及强度因树种而异，相同的树种树干越粗根的数量越多。 

这一研究成果，可期待有助于提高通过海岸林的海啸数字模拟可信

度，研究海啸波衰减效果高的海岸林计划及管理。        （白秀萍） 

 

津巴布韦森林碳汇项目面临的问题 

 

全非洲网（allafrica.com）2015年 8 月 14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

结果显示，津巴布韦对森林及碳汇的管控与传统观念不符，所以津巴布

韦在可持续管理森林以及保存和增加森林碳储存所付出的努力正在受

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人们怀疑，如果农村社区不是土地所有者，那么

他们是否能够从土地中获益？ 

研究人员说，即使这些社区人民“拥有”土地，他们也往往发现自

己受到怀有其他经济目的者的竞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REDD+机

制的目标因此会大打折扣。 

尽管津巴布韦的农业改革计划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了数以百万计的

没有土地的当地人民，但是国家仍然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使人们对于

社区增权和森林所有权产生了疑问。 

非洲绿色碳汇公司（Carbon Green Africa）的负责人温泽尔（Steve 

Wentzel）说，对地上自然资源的需求正在年复一年地以不可持续的速

度增长，也就是每年要砍伐数以百万计的树木。这些树木种植在不属于

当地社区的地方，而农民们要砍伐这些树木用做燃料。 

REDD+的想法是通过再造林和减排，社区可以从出售经过认证的减

排额度获得或赚取收入，而污染大户可以通过花钱买额度来使自己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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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的要求。但是，与其他经济交易一样，谁拥有生产能力，谁就会获

得最大利润，这是很明显的。土地仍然为国家或大公司企业所拥有，生

活在底层的贫民所拥有的土地极少。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工业化国家是

靠牺牲农村社区的利益来赚钱的。 

《非洲的碳冲突与森林景观》的作者斯库恩斯（Ian Scoones）认

为，林业碳汇项目，如过去对森林利用、所有权和管理的干预，并没有

如预期的那样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土地所有者、森林使用者和项

目人员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要想通过森林碳汇项目达成一个纯

粹以市场为基础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绝非易事。 

关于津巴布韦的 REDD+项目，斯库恩斯表示，作为名义上传统的和

有管理权的土地所有者，农村社区应当拥有权利，但他们却遭到对于资

源有其他想法和有其他经济侧重点的有权势之人的排斥。民间团体组织

也认为这就是农村社区处于吃亏状态的原因。同时，津巴布韦环境、水

利与气候部最近的一份简报指出，富国几乎没有兑现承诺，农村社区不

禁要怀疑是否确实能用碳信贷换取到钱。 

津巴布韦环境、水利与气候部的官员也认为，在 REDD+中土地所有

权仍然是就当地社区如何从碳汇项目中分红问题与民间团体组织对话

的一个关键点。该部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甘都（Veronica Gundu）说：

民间团体组织代表着当地社区，土地所有权缺乏保障使社区从碳汇项目

中分红问题成为政府与民间团体组织的分歧点。他们要澄清土地所有权

及当地社区获益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实施的 REDD+制度只对项目执行

者有利，而当地社区则被排斥在外。                      (周吉仲) 

 

日本提高木材和木制品制造业劳动灾害保险费率 

 

日本《林政新闻》2015 年 1 月 14 日报道：木材和木制品制造业的

劳动灾害保险费率从今年 4月 1日起提高千分之一个点。厚生劳务省于

2014 年 12月 15日就已经明确了费率修订方针，木材和木制品制造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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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灾害保险费率将从 13‰提高到 14‰。林业的费率为 60‰，林业中

的业主为 52‰。木材和木制品制造业 2012 年度劳动灾害保险收支率为

250%，比 2011 年度的 221%恶化了近 30 个百分点。2015 年因劳动灾害

死亡 16人，比 2014年度 6人大幅度增加。劳动灾害保险费率的修订每

3 年进行一次。                                       （白秀萍） 

 

挪威成立新的生物经济研究所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5 年 9 月 2 日消息：挪威整合了以前的

农业环境研究所（Bioforsk）、农业经济研究所（NILF）、森林景观研究

所（Skog og landskap）,成立了国内最大的研究所——生物经济研究

所（NIBIO）。经过此次整合，削减了管理业务的时间和经费，将更多的

资金投入到研究活动及技术革新中，以谋求强化专业研究能力及资金。

而且，生物经济的发展扩大不会停止，将会致力于跨领域的研究活动，

与大学及学术机构的合作也将会强化。 

生物经济的基础不仅是远古时期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化石燃料，而

且还有利用现在的光合作用和进行管理。NIBIO 旨在通过粮食、森林及

其它生物利用型产业的研究和知识的创造，为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的

资源管理、技术革新及创造价值做贡献。期待着由农业部管辖的拥有约

700 名职员、拥有独立权限和理事会的 NIBIO，大力扩展挪威国内生物

经济的可能性。                                      （白秀萍） 

 

日本国产原木出口动向 

 

日本《木材情报》2015 年 2月报道：日本国产原木出口量近年迅速

增加，已从 2010年的 6.5万 m
3
，增至 2013年的 26.5万 m

3
和 2014年的

52.1 万 m
3
，出口港也增至 46 个，而且正在从集装箱出口向散装船出口

转变。在 2014年出口贸易中，对中国大陆出口 31.2万 m
3
，比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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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对中国台湾出口 10.7万 m
3
，同比增加 31.0%；对韩国出口 9.8

万 m
3
，同比增加 97.1%；其中对中国出口增长最快。 

日本原木出口猛增的背景是：在东亚，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木

材需求旺盛；在北美，新西兰产原木价格上升使日本产原木价格的竞争

力相对提高；日元贬值的迅速发展；以商社为首从事原木出口的木材商

等的真正参与；县行政对出口的支援（例如，鹿儿岛材出口促进对策事

业，大分柳杉原木等海外出口促进对策事业、宫崎材东亚出口促进对策

事业、熊本县产木材出口促进事业等）。 

从出口港口看，九州占有通往东亚的地理优势，其出口量占全国出

口总量约 80%。在各港口 2014年出口量中，鹿儿岛的志布志港占绝对多

数（约 18万 m
3
），其次为宫崎县的细岛港（约 5.3 万 m

3
）和熊本县的八

代港（约 4.9 万 m
3
）。志布志港 2014 年出口量为 18 万 m

3
，其中中国大

陆占 11.9万 m
3
，中国台湾占 4.8万 m

3
，韩国占 1.3万 m

3
。在曾於地区、

都城及南那珂的相邻 3个森林组合 2011年成立了木材出口战略协议会，

旨在共同收集木材确保一定数量，以志布志为基地，定时、定量地进行

出口。曾於地区森林组合与鹿儿岛县森林联合会在大隅地区开设原木集

散中心，通过定额购买方式扩大大径材及 B、C材的集中供货。 

2014年出现了森林组合系统出口原木的新动向。长野县森联经过有

熏蒸设备的直江津港正式开始向中国出口柳杉、落叶松 C材。而且，北

海道森联与商社合作从留萌港向韩国出口了虾夷云山间伐材 A 材和 B

材。在韩国，因俄罗斯产虾夷云杉原木价格上升，进口量减少，所以进

口日本原木以替代减少的俄罗斯材。                     （白秀萍）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