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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口行业影响很大，但纺熔工业十分幸运。由于中国内需的强劲发

展，限塑令的执行以及甲型H1N1流感全世界的蔓延，各国的口罩的需求量及储备量的激增，带来

了纺粘与熔喷大量订单。2009年4月份国务院公布了纺织工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作为国家国民经济

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作为面向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纺熔工

业市场情况良好，绝大多数的企业开工率足，收人稳定，并且不少企业正在酝酿新的发展。

l 2008年中国纺熔非织造布行业概况

2008年，中国纺粘和熔喷法非织造布行业依旧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中国纺粘法非织造布总

生产能力达到122．09万妇，稳居世界纺粘大国的地位。总生产能力比上年增长了19．30％；总的实

际生产量达到84．73万池，比上年增长了21．53％；熔喷法非织造布总生产能力为41200 t／a，总实际

生产量为23800 t／a。

2008年度的统计工作仍旧按照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纺丝成网非织造布共分为纺粘法(sB)和

熔喷法(MB)非织造布两个大类，其中纺粘法非织造布又分为聚丙烯纺粘法非织造布(PPSB)、聚

酯纺粘法非织造布(PETSB)和在线复合非织造布(SMS)三个类别。

2008年中国纺丝成网非织造布各类别统计情况见表1和图l。

表l 2008年中国纺丝成网非织造布各类型统计表

生产厂家 生产线数 2008年 2008雄
类 型

(间) (条) 生产能力(t／a) 实际产量(t／a)

PP纺粘法非织造布 228 505 1028750 728979

纺粘法
PET纺粘法非织造布 21 28 96600 51850

非织造布

SMS在线复合非织造布 10 12 95500 66500

合 计 254 545 1220850 847329

熔喷法非织造布 29 90 41200 23800

注：(1)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厂家的合计数因有厂家生产多类型产品，所以不是各类型生产厂家的算术合计数。

(2)熔喷法非织造布的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含连续和间歇两种生产形式。生产厂家与生产线的数量仅含连
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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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I 2008年中国纺丝成同非织造布各种类型分配田(按实％产量

截止2008年12月底．中国(不包括台湾地区，下同)共有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工厂254家，

比2007年增加5l家，年增长率为2512％；连续式熔喷法非织造布生产厂29家。

截止2008年12月底，中国共有纺牯法非织造布生产线545条，比上年增加110条。其中PP

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线505条，比上年增加99条；PET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线28条，比上年增

加7条；在线复合SMS非织造布生产线12条，比上年增加4条。连续式熔喷法非织造布生产线90

条。

截止2008年12月底，中国纺牯法非织造布生产线的生产能力总计达12209万吨。与2007年相

比．增幅为19 30％；纺粘法非织造布实际产量总计达84 74万池．比2007年增长2l 53％。

截止2008年12月底．中国纺粘法非织造布实际总产量847329吨，其中PP纺粘法非织造布实

际产量为728979吨，占整个纺粘布的86∞％；PET纺牯法非织造布实际产量为51850吨，占整个

纺牯布的612％；在线复合SMS非织造布实际产量为66500吨，占整个纺粘布的7 85％。熔喷法

非织造布实际产量为23800吨。

2008年中国纺牯法非织造布的宴际生产量为生产能力的69．40％．与上年的68 13％相比基本持

平。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从统计过程中了解到，2008年初随国家“限塑令”应声而上的多条国产

线中有很多新厂在下半年的金融风暴影响下开机状况不好，但数据说明这些新厂多数是国产小幅宽

生产线，因而所占份额较轻．而一些老企业扩建的新生产线由于市场、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一

般启动较为顺利和平稳．因而总的设备利用率，并没有因为这批新厂的境遇而被拉低。这个现象也

说明．大中型企业在完善自身规模，提高设备利用率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

2008年，来自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第四季度部分外向型企业的出口订单锐减．不得不关掉

部分机器，停产待单或提前检修。其中大多数企业能迅速地调整营销方式，转向内销市场，生产适

合内销的品种，努力保外销、促内销．扩大经营。正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归属于产业用纺织

品大类的纺粘法非织造布行业成为纺织工业中的一支独秀。按分类产品看．PP纺牯布的开机率与上

年基本持平；PET纺粘布和SMS复合布均比上年的开机率略有提高．这也得益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

的工程投人，对土工材料需求增加和国内外市场对卫生护理、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持续强劲。

设备增长率(以条敷计)达到25％以上的有安徽省、上海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

2008年中国的纺粘法非织造布行业仍保持了总生产能力比上年上涨19．30％，总实际产量比上

年上涨21 53％的高速度。2008年中种种不利因素的增多，上述两项增长率较2007年的25 84％和

30 79％有明显的降低，纺粘法非织造布行业在全球经济步伐放埋的形势下也不能独善其身。外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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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经济寒冬的感受最深，欧美经济的下滑直接导致消费能力的减退，国外客户出现库存增加和

资金困难是订单减少的直接原因。

在年初召开的“两会”上，国家又加大了政府保增长、拉内需的投入，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支

持也进一步落到实处，这些对纺粘行业来说蕴含着极大的机遇，更增强我们稳步发展的信心。

1．1 200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纺粘非织造布生产情况

2008年中国纺粘法非织造布产量超过一万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情况见表2。

襄2 2008年中国纺粘法非织造布实际产量超过l万吨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生产情况

注：此表中数据包括PPSB、PETSB和在线SMS复合非织造布的产量，不包括熔喷法非织造布的产量。

2008年全国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拥有纺丝成网非织造布生产线，地域分布仍以东南沿海

地区较为发达，一般外向型企业多聚集于此，便于货物装船外运。

年产量超过10万吨的浙江、广东、江苏和山东四省合计产量为60．12万吨，占全国产量的70．95

％，是我国纺粘法非织造布最重要的产区。原先纺粘发展较为集中的浙江、江苏、上海地区，比上

年的增长率均超过30％。由于产业集群作用，河北省的箱包业转向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2008年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了40％以上的增长。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使得安徽、

江西、四川都有了快速的发展，重庆还有了零的突破。有些新企业大胆选用国际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使本企业赢在起跑线上。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2008年湖北省的非织造布后加工产业保持快

速增长，有效地保证了纺粘卷材的正常开工生产。广东省和山东省都是年产超过10万吨的大省，但

2008年较上年增加幅度较少，据分析这两个省的情况与金融风暴的影响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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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产量超万吨(含达到万吨)的纺粘法非织造布企业又有了增长，达到2l家，对

比2007年的14个厂增加了7个，证明纺粘企业加快了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步伐。

浙江省2008年的实际产量达到19．8l万吨，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一名。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迅猛是人所周知的，乡镇企业家把握各种商机的能力很强。2008年初，

国家“限塑令”引发了浙江省的新一轮国产线的上马热，据统计，2008年浙江省净增PP生产线35

条，其中66％是1．6米幅宽，3．2米幅宽的生产线只占5％，说明民营企业多数选择起点较低的小幅

宽国产机型，短期看如果经营得当，这种小机型技术简单易学，产品转换容易，效益尚可。但长远

来看，加剧了国内低端产品市场竞争，无益于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而目前国际上纺粘法生产线的

发展趋势是向高速度、大幅宽、高品质发展。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2007年我国的PP生产线平均

产能为2160吨，2008年则降到2035吨，这与美国的单线产能平均8700吨相比还加大了差距。因此，

有实力的企业家项目确定和设备选型必须充分考虑到行业走向，要有前瞻性，避免因技术落伍带来

投资风险。

广东省是我国最先开始纺粘非织造布生产的省份，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广东省产

量万吨级企业就占到全国21席中的5个。但在2008年，广东省第一次当了亚军，实际产量落在浙

江省的后面，虽然广东省纺粘非织造布生产起步早，但近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浙江省的年增幅已连

续几年高于广东省，因此，浙江省超过广东省也是必然结果。广东省毗邻港澳，是传统的出口大省，

因此受国际金融风暴的正面吹袭也较为严重，这也是影响增长率的因素之一。2008年广东省新增生

产线10条，虽然数量上看广东增加的不多，但从新增产能来看，老厂扩建高档次品种的比重较大，

如新增SMS或PET生产线，都为将来广东省的发展后劲留下伏笔。

江苏省作为长三角腹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基础较好，配套设施较完善，被国外投资者看好。

近两年崛起的苏州普杰、南通东丽和张家港骏马都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高端产品的工厂，2008

年多数已进入正常的连续生产状态，带动了江苏省纺粘行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江苏省具有产量万吨

级企业3个，民营经济发展兴旺。统计显示，2008年江苏省新增纺粘法生产线14条，多为中小型

纺粘国产线。

山东省纺粘企业的单线平均产能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说明山东省的纺粘设备产能较高，

企业整体素质不错。山东省2008年出口企业也受到了金融风暴的较大冲击，山东寿光的防水材jIsI集

群中的出口企业下半年停机待单情况严重。据企业反映省内内销市场竞争混乱，比较难做，小型生

产线增加的不多。位于潍坊的俊富非织造布材料有限公司引进了先进的德国莱芬大型纺粘设备，并

计划以此为基地做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纺粘企业，2008年第一期工程已顺利投产，为提高中国纺

粘非织造布行业技术水平作出贡献。

2008年中国纺粘发非织造布实际产量达万吨以上的企业，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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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8年中国纺粘法非织造布实际产量达万吨以上的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 广东俊富集团有限公司
12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含广东俊富和山东俊富)

2 仙桃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3 东丽高新聚化(南通)有限公司

3 晋江兴泰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14 山东汇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4 PGI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 15 浙江华银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5 福建东源无纺布有限公司 16 山东康洁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6 佛山市南海稳德福无纺布有限公司 17 温州瓯海吕隆化纤制品厂

7 上海枫围无纺布有限公司 18 浙江裕隆化纤有限公司

8 温州华夏合成纤维有限公司 19 义乌市广鸿无纺布有限公司

9 广州锦盛无纺布有限公司 20 广州市新辉联无纺布有限公司

10 昆山市三羊无纺布有限公司 21 香河华鑫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国桥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Il

(含深圳国桥和江西国桥)

注：此表数据中未含熔喷法非织造布的产量

1．2 2008年中国熔喷法非织造布生产企业统计情况

2008年中国拥有连续式熔喷法非织造布的生产企业29家，生产线90条；加上间歇式熔喷法非

织造布生产线的生产能力，熔喷法非织造布总生产能力为41200t／a，总生产量为23800t／a，与上年相

比略有上升。

我国熔喷法非织造布主要用途是过滤材料、复合纺粘非织造布的阻隔层、电池隔板、吸油材料、

保温材料等，这些用途的需用量不是很大。更多的用途和市场有待于不断的探索和开发。江阴金凤

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生产熔喷非织造布的厂家之一，多年来，在熔喷复合产品方面不断

创新，开发了多种功能型特殊品种，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

今年以来尽管有一时期随国际金融危机纺粘工业缺少订单，产生了工厂间降价互抢市场的情况，

但目前纺粘市场情况良好，熔喷产品市场由于防治甲型H1N1流感的需要大量的口罩订单，因此销

售形势特别好价格。

1．3国家政策明确支持纺熔工业发展

目前，大多数企业销售情况良好，效益也较好，SMS工业形势也较好，不仅莱芬豪舍设备而且

STP设备都得到了转机，中国纺织工业振兴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快产业用纺织品的开发应用，加快

推进产业用纺织的新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满足水利、交通、通讯、建筑、新能源、农业、环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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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的新领域的需求，重点发展以宽幅高强工艺技术为主的土工格栅、土工布防水卷材等多功能复

合材料。高端土工布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由20％提高到50％。如加快推进针刺、水刺、纺粘等先进

的工艺和高性纤维在环保过滤用纺织材料生产上的应用。新材料的比重由20％提高到50％；支持多

功能篷盖材料、膜结构材料等轻量化特殊装饰用纺织材料的开发应用；支持采用高性能纤维开发风

力发电机叶片、航空和航天器预制件等高性能增强复合材料，年产量达到5000万平方米；开发节水

灌溉、储水材料和缓释包装材料等农用纺织材料；加快手术衣、隔离服等医用纺织材料及制品的开

发和应用；推广纺粘、熔喷、水刺及其复合非织造工艺技术，突破“三抗”(抗微生物、抗血液、

抗酒精)手术衣、隔离服等科技攻关项目的产业化难题。

表4纺织工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投资方向纺织三年振兴规划(2009年一2011年)摘要

名称 实施内容

过滤用纺织品加工 针刺、水刺、纺粘等非织造和机织高效过滤用纺织材料及其制品的成套加工技术和产业化

技术和开发应用 应用。

医用纺织品产业化 纺粘、熔喷、水刺及其复合等非织造“三抗” (抗微生物、抗血液、抗酒精)手术衣、

和应用推广 洞巾等医疗用纺织品的产业化生产和应用；仿生器官等医用纺织材料及制品的开发和应用。

高级土工布成套生 宽幅高强工艺技术为主的土工布、土工格栅、防水卷材等高档多功能土工复合材料的生产

产技术和产业化 和应用。

特殊装饰用纺织品 多功能高级帐篷材料、车用轻量化蓬盖和内饰材料、膜结构材料等特殊装饰用纺织品的加

产业化 工技术和产业化应用。

高性能增强复合材 采用高性能纤维开发风力发电机叶片、航空和航天器预制件等高性能增强复合材料的生产

料产业化 和应用。

农业用纺织品产业
节水灌溉、储水材料和缓释包装材料等农用纺织材料的生产和应用。

化和应用推广

新型纺织机械技术装备自主化

名称 实施内容

产业用纺织品装备 特种和高性能化纤及复合材料专用设备、特种产业用纺织品织造设备，双组分、多头纺熔

和多种成网、固网方法组合复合的生产线，薄型丙纶、涤纶热轧纺粘柔性生产线，特宽幅

造纸毛毯联合机，高效针刺设备，产业用布后整理设备

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下，中国的SMS手术衣、洞巾、铺单等的市场将来一个发展高潮，熔喷

也会有一个发展机遇。纺粘在高性能方面产品也将有发展。涤纶纺粘也有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的纺

织工业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满足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将肩负重任，也是发展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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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纺熔工业的技术进步与差距

去年报告中提到了中国纺熔工业装备基本已具备了自己设计制造的能力，相配的原材料、母粒、

测试仪器等等也有了相当的水平，但尚有一些差距。

2．1 国外纺熔技术的发展

目前国际上纺熔非织造布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可归纳为五多、四低和三高。

五多即喷丝板多孔、纺熔机多头、产品多品种、多层复合和多种原材料。

以前的莱芬线是3500孔，米或5000：fL／米，而莱芬现在做到了7000孔，米。苏州普杰是5模头的

莱芬机，而现在莱芬又做到了6模头。莱芬公司在展会上展出了一块样布，外观非常均匀，非常柔

软，是SSMMMS六模头机生产，生产最高速度达到900 m／min，只有8 g／m2克重，单丝纤度0．7 D，

喷丝板孔数达7000孔，将高速、多模头、多孔、低旦、低克重做到了新水平。据我分析这种布也大

有用途，比如我们现在一般生产17 g／m2的SMS用于尿布的防侧漏边，如果改用8 g／m2产品，低旦多

层均匀度好，阻隔效果好，又柔软，原材料还可以节省一半以上，对于现今的原材料不断涨价的趋

势，意义重大。

国际上现在纺熔最高速度达900 m／rain，轧机最高速度是1000 m／min，分切机最高达1500 m／min，

大家都在跑快，对比我国的设备水平可以看到差距是相当大的。

四低就是低消耗、低旦数、低价原料、低克重。

低消耗包括原料消耗和能源消耗；低旦数与多孔结合就能提高均匀度，减少克重，增加柔软度

以少量的原材料达到客户的要求；有些公司的熔喷不用熔融指数40的切片，而采用低熔融指数的原

料来生产合格产品，在原料成本上有所节省。

三高是高速、高产、高(大)幅宽。

莱芬机单头3．2米宽，产量已可达到5000吨，年，纽玛格做了一条7米幅宽的纺熔热轧线，目

前尚未有成功的消息。据了解国内有很多厂想上SMS，进入利润较高的医疗卫生市场，但相比早期

的莱芬机，设备价格已上涨了很多，实在不敢问津莱芬设备。

而目前出现的纽玛格、法瑞等公司避开了莱芬的强势，做出了自己的特点，意欲打破莱芬的一

统天下。他们不做莱芬的大模头，而采用小模头和直接用管子，拆卸容易，易清洗，避免了大模头

结焦不能清洗的缺点。还采用了喇叭口可调节的设计，而不是莱芬的固定吸风系统。

纽玛格在展会上称可生产0．7 dtex的产品。立达公司的设计是将S头摆成45度角，以此解决CD

强度；法瑞公司采用两段冷却以加强牵伸，风道可调节，保证每一处吸风均匀，号称风机节能为35

％。法瑞公司的组件清洗不再采用煅烧而是热风式，熔体可流出，减少了组件变形。

熔喷方面，莱芬是35孔／英寸，纽玛格做到50孑L／英寸，可以使熔喷更均匀，从而可以减少熔喷

克重达到相同的阻隔效果。总的来说，莱芬是以快见长，纽玛格是以宽见长，其他公司也各有千秋。

当然很多新公司刚刚起步，有的设备尚未投产，经验不多，教训不足，到底设备状况、产品如何有

待实践证明。纽马格有条3．2米SMS、法瑞公司有条3．2米的SMS正在调试之中，二条线都建在俄

罗斯，产品达到的水平尚且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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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近年来的进步

欧海昌隆已开发了3．2米SMMS生产线，熔喷进口；宏大研究院开发了3．2米的熔喷，并开发了

3．2米SMS生产线。

中国纺熔设备普遍卷绕速度在200米／9左右，目前已有公司开发的设备已达到350米／分的水平。

中国的纺熔线最多是4层SMMS，与国外5层、六层尚有距离，卷绕速度国外普遍有达600—700

米份，工艺速度相比尚有差距。中国纺粘喷丝板孔数最高5000孔，米。国外普及的孔数已达7000孔

，米，幅宽最大3．2米，国外最大为7米。

英斯派克公司开发的在线疵点检测仪已在纺粘线上运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价格便宜。欧

海吕隆已开发了均匀压辊的热轧机，能生产PP、PET产品，填补了空白，这为生产薄型卫生材料以

及医疗SMS产品打下了基础，多家厂自主开发了舔液辊上油装量以及相应的红外线干燥装置，也有

正在开发的热风干燥装置，7米宽国产涤纶纺粘针刺线运行良好，市场效益显著。

江西三江国产的(喷丝板进口1．6米宽的桔瓣型双组份复合纺粘水刺开纤超细纤维的非织造布

第一条生产线已投入运行。

山东俊富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莱芬豪舍的Ⅳ型Reicofil SS线已正常运行。

湖北金龙与以色列Avgol进一步合资引进了4．2米SMMXS生产线，该线有可能成为中国唯一的

一条六头纺SMS生产线。

上海合纤所双组份皮芯型纺粘运行日趋正常。

天津泰达引进纽马格双组份的复合熔喷线已投入运行，成为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

3纺熔工业的发展

纺粘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国产生产装备。涤纶纺粘也在较快发展，主要也是国产生产线。

熔喷也将有较大的发展。

下面详细谈谈行业内很受关注的SMS发展的情况。

表5亚洲正在运行的纺粘+熔喷+纺粘生产线的状况

国家 公司名称 型式 幅宽(米) 设备供应商

SMS 2．4 莱芬豪舍

东丽世韩 SSMMS 3．2 莱芬豪舍

韩国
SSMMSS 4．2 莱芬豪舍

KC SMS 2．4 KC

旭化成 SMMS 4．2 莱芬豪舍
日本

三井 SMS 3．2 莱芬豪舍

SMMS 4．2 莱芬豪舍
三井(日)

泰国 SSMMS 7 莱芬豪舍●

CNC(泰) SXMMS 3．2 莱芬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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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S 3．2 莱芬豪舍
马来西亚 Fibertex(丹麦)

SSMMS 4．2 莱芬豪舍

中国台湾 恒大(台湾) SMMS 4．2 莱芬豪舍

沙特 Saaf(沙特) ，
SSMMS 3．2 莱芬豪舍

印度 Aldstrom(芬兰) SMMMS
' 莱芬豪舍●

表6国内目前运行的纺粘+熔喷+纺粘生产线的状况

厂名 型式 幅宽(米) 设备供应商 工厂性质

PGI苏州 SMMMS 3．2 莱芬豪舍(德国) 外资

PGI南海南新 SMMS 3．2 莱芬豪舍(德国) 合资

湖北金龙 SMXS 3．2 莱芬豪舍(德国) 合资

东丽世韩 SMM)【S 4．2 莱芬豪舍(德国) 外资

广东稳德福 SMS 3．2 欧海昌隆(中国) 中资

SMS 1．6

浙江欧海吕隆 SMS 3．2 欧海昌隆(中国) 中资

SMMS 3．2

深圳国桥 SMS 3．2 宏大研究院(中国) 港资

河北香河华鑫 SMXS 3．2 STP(意大利) 中资

杭州金富 SMXS 3．2 STP(意大利) 中资

江苏骏马 SMXS 3．2 诺信(美国) 中资

表7中国目前还在筹建的纺粘+熔喷+纺粘生产线的状况

厂名 型式 幅宽(米) 设备供应商 工厂性质

湖北金龙 SSMMXS 4．2 莱芬豪舍(德国) 合资

广东稳德福 SMMMS 3．2 BBA自制 中资

山东华业 SXMS 3．2 宏大研究院(中国) 中资

湖北三羊 SXMS 3．2 欧海昌隆 中资

福建兴泰 SMS 1．7 自制 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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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表中的数据看到，中国的SMS工业已有一定数量，但真正高质量，能进入国际一流制品

企业的如宝洁、KC、3M、cardinal、Medlim、Molrdycke、J&J等卫生医疗公司，产品能符合国际标

准都是采用莱芬豪舍设备的外资或合资企业，其他设备都处于中低档水平，难以通过国际公司的论

证关，难以进入高档市场。中国设备还有很多路要走，技术要不断进步，不能老是跟着外国人的步

伐，要创新，走出自己的路来。

中国到底有多少医疗市场，这是一个逐步成熟的市场，又是一个较困难打开的市场。由于中国

式的管理以纵向为主，横向薄弱，医疗市场的打开涉及到卫生部、纺织协会、工信部等等国家部门

的协调，由于这些管理部门的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因此打破传统观念采用先进产品还是

非常困难的。这需要我们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打通关系，才能把医疗市场释放出来，

另外中国目前上马的设备或很多人想上的设备都是国产设备，有些企业对产品质量要求不甚了

解，中国设备做医疗产品能否达到国家已制定的医疗手术衣等等标准还是一个问题，再有中国到底

需要多少SMS医疗产品，国际市场上还有多少余地?不能盲目上马太多的生产线造成产品过剩。实

际上SMS生产线必须以卫生材料如尿布防侧漏边市场为后盾。因为中国的尿布市场占有率还不高，

因此新线上马必须考虑到设备也能生产卫材，不然上马以后市场是个大问题。

4结语

纺熔工业是朝阳工业。各位同仁们，我们任重而道远，为实现中国不仅是纺粘大国而且又是纺

粘强国的目标，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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