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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1           证券简称：正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6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优化人造板业务的中期规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规划中涉及的生产基地布局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

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鉴于原材料产地、市场环境以及拟选址地政策的不

断变化，公司亦存在根据发展需要在本规划实施过程中作相应调整的可能，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尚未就本规划中的内容与任何单位签订相关协议，本规划的实施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目前人造板业务现状 

1.1 目前生产线基本情况与业务现状 

公司目前主要生产线的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子公司 产品 生产线名称 
投产时

间 

设计产能 

M
3
 

四川鸿腾源实

业有限公司 

纤维板 

 

双流西航港工业开发区 20 万 M
3
/年

纤维板生产线（老线，厚板） 
2005 年 200,000 

四川鸿腾源实

业有限公司 

双流西航港工业开发区 45 万 M
3
/年

纤维板生产线新一线（厚板为主） 
2012 年 225,000 

四川鸿腾源实

业有限公司 

双流西航港工业开发区 45 万 M
3
/年

纤维板生产线新二线（薄板为主） 
2012 年 225,000 

四川嘉瑞源实

业有限公司 

南充高坪区 22 万 M
3
/年纤维板生产

线（薄板） 
2012 年 220,000 

纤维板生产线产能小计 - 870,000 

四川泰祥源实

业有限公司 
刨花板 

双流黄水镇 10 万 M
3
/年刨花板生产

线（已停产） 
2004 年 100,000 

纤维板+刨花板产能合计 - 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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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川鸿腾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鸿腾源”；四川嘉瑞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均

简称为“嘉瑞源”；四川泰祥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泰祥源”。公司 2004 年投产了秸秆

生产线，该生产线在 2012 年开始改造，并于 2014 年改造完成，最终形成了泰祥源的双流黄水镇

10 万 M
3
/年刨花板生产线。该生产线已经于 2019 年陆续停产，由于正源国际荟产城融合项目的

建设顺利推进，目前该生产线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公司是产业升级的受益者。公司人造板制造起步于 2001 年，由四川鸿腾源实业

有限公司、四川嘉瑞源实业有限公司、四川泰祥源实业有限公司构成，拥有从德国

迪芬巴赫/辛贝尔康普公司原装进口的四条高端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纤维板的设

计产能 87 万 m
3
/年，产品覆盖从 1.6-40mm 厚度全系列，2017 年起公司在区域内率

先开发镂铣板、E0 家具板、移门板、E0 地板基材等拳头产品，所有系列产品甲醛释

放量均达到或优于 E1 级，在全国同行业率先淘汰 E2 级产品。 

公司是产能去化的受益者。人造板受限于原材料收购半径及运输的影响，是一

个区域性的市场，公司人造板客户主要集中于成渝地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关闭、

拆除或停产纤维板生产线累计 663 条，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2528 万立方米/年。（来源：

现代林业产业网）。在人造板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快的当下，公司 2018-2019

年连续每年产量与销量均在约 55 万 m
3，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纤维板中高端产品生产企

业，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是环保监管的受益者。公司 2017、2018 年累计投入 4000 多万元与四川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对生产线进行环保升级技改，技改完成后使得环保排放水平在

原已满足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降低，排放控制水平处于全国同类行业领

先地位。在环保监管要求愈发趋严的当下，人造板行业已开始朝着绿色生产、循环

转型，公司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产品环保技术，进行环保升级，使自身在新一轮的绿

色转型中葆有更强的生命力。 

1.2 当前的外部政策与发展机遇 

公司子公司鸿腾源地处的成都市双流区坚持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以“人

港城产”融合发展为方向，推进产业集聚、城市转型、机制创新，高质量建设具有空

港特色的产业功能区，奋力打造中国航空经济之都。综上来看该区域的产业规划，

公司目前的主业人造板并非该区域鼓励和支持的产业。双流区作为成都市“中优”战

略规划的重点区域，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及提档升级，公司未雨绸缪，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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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发展，规避风险，抓住机遇。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

物流成本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服务、高新技术、金融等更明显，人口自

然向城市聚集。在城市化进程中，公司的产城融合业务蕴含着巨大的机会。 

公司拟主动调整生产基地布局、优化产品结构，从战略上提升人造板生产竞争

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二、公司人造板业务产业链情况分析 

公司生产的人造板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速生林、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木材原料

和尿素、甲醛等化工原料，以及电费、人工等其它成本，其中木材原料占比公司人

造板业务成本的约 50%。而公司人造板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地处川渝两地的家具制造

企业以及门业企业。 

2.1 上游原材料情况分析 

木材原料的成本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且随着城市扩张，

公司的收购半径在不断扩大，成本相应增加。 

木材资源主要分为天然林和人工速生林，四川天然林在《四川省天然林保护修

复制度实施方案》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后，天然林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采

伐。人工速生林必然成为人造板行业的木材原料来源，人工速生林的分布及其采伐

指标将决定项目落地后所需木材原料是否能够满足项目需要和收购成本是否能够得

到有效控制。 

鉴于川西地区地形复杂、木材缺乏且交通不便，不宜作为项目选址地点；川北

地区气候不适宜速生林的生长，且距离产品销售市场较远，运输成本没有优势，不

宜作为项目选址地点；川南与川东地区是四川速生林占比最高的地区。因此综合生

产线运行所需原材料因素和产品销售市场因素考虑，公司人造板产业布局调整选址

情况主要考虑在四川南部和东部。南部主要以乐山市，宜宾市，内江市等为代表；

东部主要以遂宁市、广安市等为代表。重新调整生产基地布局后，上述区域将更加

贴近原材料产区所在地，可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提升公司竞争力。 

2.2 下游市场及产品情况分析 

产品方面，近几年来，定制家具发展迅猛，四川省外定制家具企业纷纷来四川

建设工厂，定制家具成为下游产业升级的的新趋势，未来四川定制家具对高端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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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产品的市场需求将大幅增长。 

2.2.1 纤维板市场分析（以平压线纤维板产品作为依据） 

从工艺上看，国际顶尖人造板设备大都采用连续平压机，连续平压机投资大、

产能大、精度高、产品性能稳定。因此从装备水平上区分，不论是平压线纤维板产

品还是平压线刨花板产品，均代表着中高端市场。 

通过对主要使用客户 2019 年纤维板采购量，对主要纤维板代理商 2019 年的销

量，对川内平压线生产厂家产量进行走访了解，研判得出川渝地区对平压线纤维板

产品的需求量稳定，高端产品的结构性缺口主要以广西、山东、湖北、云南等省份

同档次产品作为补充。随着公司管理水平的提升、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公司纤维板产

品更具竞争力，公司纤维板产品开始逐步取代外省同类产品份额。 

2.2.2 刨花板市场分析（以平压线刨花板产品作为依据） 

超强刨花板（实木颗粒板）与纤维板相比，镂铣塑型效果稍差，但具有单位产

品能耗低、用胶量省，木材耗量省、成本低、重量轻、防潮耐用等特点，适合定制

家具的生产。四川作为全国主要的家具生产基地，家具产量约占全国 20%，是除广

东省以外家具产业最为集中的省份，而四川省内尚没有大型刨花板生产线，刨花板

产量不足，需从外省调运刨花板以满足四川省家具企业生产需要。且从资源供应情

况考虑，由于成都周边中高密度纤维板工厂产能较大，资源争夺激烈，生产所需木

材资源供应存在瓶颈，不能稳定供应，且价格偏高。  

通过对川渝需求客户、刨花板代理商、刨花板厂家的走访沟通，综合得出省内

市场 2020 年高端刨花板年需求量每年保持较高的增速。四川未来高端刨花板需求量

增速主要来源：一是国内头部定制家具企业加快在西南布局生产基地致使需求量激

增；二是川渝两地的龙头板式家具企业向定制家具转型致使需求量增加；三是川渝

两地的其他定制家具、办公家具的庞大群体需求量的增加和低端产品的升级改变原

材料后需求量的增加。 

疫情缓解后成都欧派和索菲亚产量恢复至去年最高水平，全友、掌上明珠订单

增加，导致 2020 年三季度末刨花板已出现部分缺口。随着 2021 年和 2022 年欧派和

索菲亚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以及全友和掌上明珠等板式家具企业的持续产品升级

转型，预计 2021 年和 2022 年四川刨花板需求量将会大幅增长。 

三、调整优化人造板业务中期规划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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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司目前人造板业务的现状、外部政策与发展机遇、产业链情况，为适应

和带动产业链的转移，公司拟在未来 5 年内实施人造板业务调整生产基地布局、优

化产品结构的计划。具体举措如下： 

3.1 成立板材产业升级工作小组 

公司将组织内部的业务、技术、财务等骨干成立板材产业升级工作小组，具体

包括南拓、东拓以及技术支持专项小组，负责与顾问单位对接、走访上下游企业、

调查区域市场、与拟选地址当地政府进行洽商等工作。 

3.2 聘请外部机构提供专业支持 

公司将聘请业内权威的研究所/院等作为拟建设项目的环保顾问、技术支持，聘

请专项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支持，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为项目提供财务经济测算工作，

以便于公司科学合理、快速有效地开展产业升级项目选址和建设工作。 

3.3 开展可行性研究评价 

公司将在进一步研判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造板的市场的需求以及后续选定厂

址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供应、原料供应能力、子公司的资金筹措能力、建设地点基

本建设条件、工艺技术和设备等因素，确定用地面积、项目建设规模，进行详细的

可行性研究测算，以预计后续具体投资项目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3.4 推进“三线三基地”投资建设项目的落地实施 

综合考虑到位于泰祥源的双流黄水镇 10 万 m
3/年刨花板生产线已经停产且基于

正源荟产城融合业务的开展面临着整体拆卸处置，位于鸿腾源的双流西航港工业开

发区 20 万 m
3/年纤维板生产线（老线）届时将无法满足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 

因此未来五年内，在生产线方面，除上述两条外，公司人造板业务的生产线将

有目前的三条纤维板生产线逐步更新升级为两条纤维板生产线及一条刨花板生产线，

其中一条纤维板生产线是以家具板、地板基材为主的厚板，另外一条纤维板生产线

为定制薄板。升级更新后的三条生产线产能将不低于目前公司人造板业务的实际产

量（2019 年公司人造板产量约为 56 万 m
3）。在生产基地方面，公司的鸿腾源工厂

以及南充嘉瑞源工厂也将逐步调整优化为三大生产基地。 

公司将结合内外专业力量，推进“三线三基地”投资建设项目的落地实施，升

级过后的生产线情况如下表： 

产品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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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板 
30 万 M

3
/年纤维板生产线（厚板） 300,000 

20 万 M
3
/年纤维板生产线（薄板） 200,000 

纤维板生产线产能小计 500,000 

刨花板 30 万 M
3
/年刨花板生产线 300,000 

纤维板+刨花板产能合计 800,000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改善人造板板块经营业绩，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调整经营节奏和管理目标，

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结合人造板行业竞争格局及环保要求提高的发展

趋势，公司将以更适应未来环保理念、更贴近原材料产地及产品销售市场为原则，

拟主动调整人造板生产基地的布局，改善产品结构，从战略上提升人造板生产竞争

力。该项产业布局规划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该规划已经通过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

照上述规划要求在可行区域进一步研判、与相关部门进行谈判、促进人造板投资建

设项目的落地实施，并办理具体手续。后续事宜若涉及到具体协议、交易、金额等

内容，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