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绿色产品

建设美丽中国

(2017 年中国塑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委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曹俭副理事长、尊敬的各们嘉宾、各位领导、各位行业代表：大
家上午好！
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让大家相聚在无锡，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各位行业代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本次会议，共同为行业健康发展出谋
划策。接下来让我为大家总结一下行业的相关情况，请各位代表指正。）
去年 11 月 4-5 日我们在南京新纪大酒店成功召开了 2016 年硬质 PVC 发
泡制品行业年会，该年会开得很成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行业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受到了中国塑协领导和大家的好评。一年来,硬质 PVC 发泡制品
专委会，在中国塑协的正确指导下，在协会领导的关心帮助下，积极为行业服
务，为会员单位服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去年五届九次理事会上，上海一柯模具有限公司提出了承办 2017 年会的
请求，通过理事会讨论确定，同意由上海一柯模具有限公司承办 2017 年会暨
技术交流会。今年的六届一次理事会上，上海一柯模具有限公司拿出了承办年
会的初步方案，他们克服了今年下半年工厂需要搬迁的困难，保证年会的如期
召开。本次会议是在上海一柯模具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如期举行。我
衷心感谢上海一柯模具有限公司为本次会议提供的大力支持和辛勤服务。同
时也感谢大力支持本次年会召开的协办单位及赞助单位，感谢你们对中国塑
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委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在此基础上，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
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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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的新要求。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发展绿色产品，建设美丽中国”，紧
跟国家政策导向，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我们认为，在大家的努力下，通过相关
企业紧密合作、加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硬质 PVC 发泡制品行业一定能健康
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次报告将分“行业现状”、“行业
主要活动”及“2018 工作重点”三部分。
[行业现状]

一、行业产能与生产规模
据中国塑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委会不完全调查显示，预计 2017 年硬质
PVC 发泡制品产能将超过 110 万吨，全年总产量将超过 77 万吨。产量同去年
相比增幅约为 8.3%，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 PVC 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
总体价格也较高，加之发泡调节剂创历史新高，使得生产成本较高，从而影响
市场竞争；另外，PVC 发泡地板基材由于生产技术要求高，部分厂家转型生产
PVC 石塑地板基材。PVC 发泡墙板由于加工和安装技术不断进步、完善，其产
量仍保持较高的增幅。
二、产品市场与开发
我国 PVC 发泡制品应用领域主要是广告业、室内外建筑及装饰材料、家
具、地板及车船装饰等，市场应用情况参见下图。门窗及装饰建材包括 PVC 发
泡门窗、管材、墙板、及其它装饰装修材料等。中国对建材的需求量巨大，但
是目前仅有很少一部分使用 PVC 发泡制品，该领域市场潜力巨大。广告方面
主要是广告展板、裱画板、丝印、喷绘、雕刻等用途，所用 PVC 发泡制品大多
采用自由发泡板及共挤发泡板，前者密度小，成本低，后者可以提供更好的弯
折性能及表面硬度。在建筑模板方面，由于其具有优良的阻燃性及可钉性，其
比其它塑料建筑模板发展更快，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家具包括各种柜体、房间隔断、办公隔断、屏风等，随着人们对 PVC 发泡材料
的优良性能及无毒环保等特性进一步了解，其在家具上的用量也将会快速增
长。硬质 PVC 地板基材是最近几年才快速发展起来的，目前主要为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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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替代密度板作为地板基材，不但解决了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还具有防潮
防水、防火阻燃等优势。经过几年的技术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交通工具装饰方面主要是用于大中型客车、列车及轮船等交通工具的板面。

硬质 PVC 发泡制品应用领域及比例
三、运营状态
2017 年 PVC 树脂价格波动较大，
一季度价格基本稳定在 6500 元/吨左右，
3 月底价格开始下降，最低降至 5500 元/吨左右，到 6 月底开始持续上涨，至
9 月初最高达到近 8000 元/吨，随后又快速回落到 6500 元/吨以下。由于主要
原料波动大，给 PVC 发泡制品加工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影响。加工助剂量方
面却长期处于较高价格，特别是发泡调节剂价格从 5 月份的 19000 元/吨快速
上涨到 23000 元/吨以上，价格创历史新高，并且超过同类进口产品价格。由
于发泡调节剂在 PVC 发泡制品配方成本中占有较高比例，因此也明显增加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
传统 PVC 发泡板材由于前几年新增产能较大，短期内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因此，今年这方面新增产能较小。产量方面，由于原料价格、生产成本及市场
竞争等原因，除几家大厂生产增幅较大外，其它大多增幅很少甚至减产。
2017 年新增产能较大的是 PVC 发泡墙板和地板基材。PVC 发泡墙板产能
和产量都保持了很高的发展速度，PVC 发泡地板基材上半年增速比较快，但由
于加工难度较大，下半年地板基材有部分转向更容易加工的石塑板。
总之，硬质 PVC 发泡制品是节能环保新材料，已得到全世界所公认，它又
符合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可以大量替代木材，并且是目前替代木材性能
最好的材料，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此，我们行业内的企业，要大胆创新，要
不断扩大我们产品的用途范围，要持续提高产品的工艺技术和质量水平，这样
硬质 PVC 发泡制品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受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逐步减小，
实现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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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要活动]
一、 组织召开行业相关会议
1.

成功召开2016年年会及技术交流会

中国塑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年会暨技术交流会，于
2016 年 11 月 4-5 日在南京新世纪大酒店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塑料加工
工业协会主办，由中国塑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委会、青岛三益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承办，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钱桂敬、常务副理事长曹俭、会
员部主任刘姝、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北京化工
大学教授何亚东、华南理工大教授王小萍、湖北工业大学教授陈绪煌等领导
及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 PVC 发泡制品生产企业，
及与之相关的原料企业、模具及设备企业、科研院校等单位代表约 200 参加
了这次会议。
上午会议为专委会 2016 年年会，下午为技术交流会。本次会议总结了
专委会的工作、完成了理事会换届改选工作、分析了行业的现状、明确了下
一步工作重点。同时，由相关专家从宏观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企业应
该如何面对的建议。由行业技术专家及高校教授介绍了 PVC 发泡技术难点
及最新科研成果。
在技术交流会上，多位国内外 PVC 发泡行业的技术专家到会讲解行业发
展新技术及应用。由于会议内容具有针对性，符合与会代表需求，所以代表
们认真听讲，会场始终座无虚席，秩序良好。在晚宴上专委会为“十二五”
期间 PVC 发泡行业优秀企业和先进个人，以及在 PVC 发泡行业具有突出创新
能力的企业，颁发了奖状和证书。这次会议不仅为行业企业交流提供了一个
平台，也加强了行业内企业的合作，展现了行业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成功
的将 PVC 发泡制品生产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及科研单位连接在一起，针对 PVC
发泡产品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为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

召开专委会六届一次理事会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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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六届一次理事会扩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青岛三益塑料机
械有限公司召开。中国塑料协曹俭副理事长、刘姝副秘书长、专委会孙锋主任、
周家华秘书长、青岛三益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周玉亮董事长等领导出席了这次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专委会副理事单位、理事单位、重点会员单位及其它相关
行业代表等，与会单位涵盖 PVC 发泡制品生产企业，及与之相关的原料企业、
模具及设备企业、科研院校等单位代表 30 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分析了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坚持靠品质赢得市场，做好品牌，
提升利润空间。会议介绍了国家相关规定和政策，强调在国家对协会深化改革
的新形势下协会必须规范管理和动作，行业要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要诚信和自
律，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会议传达了协会领导相关重要讲话，行业应当务
求实效，创新发展。会议总结了专委会的主要工作，讨论年会的相关事宜。
二、 组织或参加相关标准制修订
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板材行业标准修订：现有的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板
材标准分自由发泡、结皮发泡及共挤出发泡三个标准（QB/T 2463.1-1999、
QB/T 2463.2-1999、QB/T 2463.3-1999），都是在 1999 年制定的，随着硬
质聚氯乙烯发泡板材加工技术不断提高，在产品性能提高的前提下，密度可
以远低于标准要求的指标，加之硬质聚氯乙烯发泡板材的应用领域不断扩
展，标准中的性能参数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专委会组织了宝天高
科、山东博拓等企业参加这三个标准的修订工作，这三个项目经工信部批准
（工信厅（2015）115 号），目前已经召开了四次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已经
形成送审稿并报送塑标委，计划在今年 12 月 13 号进行审查。起草小组将会
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并形成报批稿报送相关部门。
根据 PVC 发泡制品的应用领域，今年组织了广告宣传用硬质聚氯乙烯发
泡板材、建筑模板用硬质聚氯乙烯发泡板材、硬质聚氯乙烯发泡型材等行业
标准立项工作，工信部已经批准建筑模板用硬质聚氯乙烯发泡板材、硬质聚
氯乙烯发泡型材这两个标准的立项（工信厅科[2017]106 号），将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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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成立相关起草工作组。另外专委会还将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提出其它产品
的标准立项。
三、 专委会建设
1. 充分利用协会及专委会的资源优势，为企业提供全面服务
配合中国塑协，组织会员企业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参加中国塑协组织的
行业十强、轻工联合会组织的行业百强等活动，参与工信部组织的信用评级
等。
2. 完善并维护专委公网络平台，提升行业宣传力度
专委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快捷方便的为行业相关企业服务，也是
广大会员交流平台。为了提高这些平台的服务质量，专委会及时对网站的
“重点报道”及“行业动态”等项目进行更新，将行业最新消息通过专委会
公众平台及时发布，以便会员单位能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同时还利用网站
的“产品介绍”、“推荐产品”及“广告宣传”等栏目为会员单位的产品进
行宣传。并且，还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补充到网站的“技术资料”、
“行业标准”等栏目内。同时更好利用专委会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相关政
策、行业动态、生产技术及行业内重点企业介绍。
3. 积极发展会员，壮大专委会队伍
通过网络宣传、行业走访、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提供政策及信息服务等
多方面来积极发展会员，为本专委会逐渐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8 工作重点：】
1、

提高硬质 PVC 低发泡建筑模板的性能，加强其应用推广

专委会将积极推广硬质 PVC 发泡塑料复合建筑模板技术，组织相关单位
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其维卡软化点。同时，还将硬质 PVC 低发泡建筑模板的成
功应用经验，联合建设部门进行经验交流，促进该产品健康快速发展。
2、

紧跟国家政策指导，大力发展环保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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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 PVC 发泡墙板和地板具有良好的防潮防水、防火阻燃、在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均无有害物质释放，是现有墙板和地板最佳的替代材料。对于墙板和
地板，将通过改进配方和生产工艺，改善其热变形性，并计划通过制定相关标
准来促进产品健康稳定发展。
3、

推进无铅化配方发展

随着相关法规及标准出台，我国聚氯乙烯产品无铅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实
施。目前我国聚氯乙烯发泡制品年使用热稳定剂约 3 万吨，有 50%左右采用了
非铅稳定剂，其中主要是以出口为主或规模较大的企业，铅盐稳定剂市场仍然
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在 PVC 发泡制品及其它 PVC 制品中实现助剂全面环
保化之路任重而道远。不过随着对无铅化的重视，加之钙锌配方逐渐成熟，以
及配方成本与铅盐相当，近两年越来越多规模较大的 PVC 发泡制品企业完成
了无铅化工作。
4、

认真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

硬质 PVC 发泡板材三个行业标准修订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已经完成送审
稿，计划年底前完成报批稿并报批。全力做好“硬质 PVC 发泡建筑模板”及
“硬质 PVC 发泡型材”这两个标准的制定工作。同时，专委会还将组织申报其
它标准制定立项工作。
5、

加强专委会建设，提升专委会服务质量

1）

组织好 2018 年专委会重要活动

专委会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中国塑协主办的“2018 中国国际塑料展
暨第三届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展览会”。配合中国塑协做好四新
展的筹备工作。
专委会积极落实中国塑协的科技创新年活动，通过科技创新年活动，提升
会员企业的科技创新积极性和科技创新能力。本次技术交流会，也是科技创新
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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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准备好计划在 2018 年 3-4 月召开的中国塑协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委
会六届三次理事会，
落实中国塑协的各项工作，
落实专委会 2018 年工作计划，
并根据该会议重要精神，认真准备并举办专委会 2018 年年会及技术与市场交
流会。
2）充分利用协会及专委会的资源优势，为企业提供全面服务
2018 年专委将会继续加强 PVC 发泡制品企业和上游原材料生产企业的联
系和合作。联合上游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搞联合攻关，解决 PVC 发泡制
品生产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配合中国塑协，完成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于下达的各项任务，组织会员企业
积极参与。
3）完善专委会网站，及时更新网站内容，提升行业宣传力度
专委会网站及专委会微信公众号可以快捷方便的为行业相关企业服务，
也是广大会员交流平台。为了提高网站的服务质量，专委会将及时对网站内容
进行更新，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时时快捷的优势发布行业相关通知、政策、技
术资料及重点企业介绍。
总之，专委会将全力为企业服好务，为行业内企业创新、行业内企业相互
合作创造更好的平台。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硬质 PVC 发泡制品专业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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