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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进口针叶浆周均价 6578 元/吨，较上周上升 0.19%，同

比上升 46.20%；进口阔叶浆周均价 5170 元/吨，较上周

上升 0.14%，同比上升 38.32%；进口本色浆周均价 5790

元/吨，较上周上升 0.12%，同比上升 29.14%；进口化机

浆周均价 4178 元/吨，较上周上升 0.08%，同比上升

4.57%。 

◆  本周非木浆市场价格平稳，西南地区竹浆板含税出厂

报价 5200-5700 元/吨，浆厂开工积极性较高；广西地区

漂白甘蔗浆湿浆含税出厂报价 3950-4150 元/吨，个别浆

厂开始检修，场内观望气氛浓郁；辽宁地区漂白苇浆浆

板含税出厂报价 4500 元/吨，漂白苇浆湿浆含税出厂报

价 4300 元/吨。 

◆  文化印刷用纸市场本周 157g铜版纸市场均价为 5930

元/吨，较上周持平，较去年同期下调 1.58%。本周 70g

双胶纸市场均价为 5558元/吨，环比上调 0.26%，同比下

调 10.59%；70g 木浆双胶纸市场均价为 5912元/吨，环

比上调 0.34%，同比下调 8.33%。 

◆  包装用纸市场本周白卡纸市场价格维稳运行。卓创资

讯数据显示，250-400g 平张白卡纸市场成交含税周均价

7899.11元/吨，较上周价格持平，同比上涨 34.54%。目

前 250-400g平张白卡纸市场主流成交含税参考价 7700-

8200元/吨。80g 精制牛皮纸含税现货现金市场价多在

5800-6400元/吨，与上周持平；再生牛皮纸 70g含税现

货现金市场价报 4600-5000元/吨，与上周持平。 

◆  下游生活用纸市场整体变动较窄，据卓创资讯监测数

据显示，本周生活用纸均价 6327.50元/吨，较上周四趋

强 50元/吨，涨幅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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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1.1 进口木浆现货市场 

  近期进口木浆现货市场报盘持续震荡上扬，放量情况各异。影响价格走势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纸浆期货受资金面影响，高位运行位置，市场流通性紧缩，带

动现货市场报盘上扬；第二，新一轮进口木浆外盘暂未明朗，但浆厂仍存提价意向，市

场预期面效应持续发酵；第三，下游文化纸、白卡纸、生活用纸、牛皮纸涨价函接踵而

至，业者对后市预期良好，支撑浆市信心。  

  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进口针叶浆周均价 6578 元/吨，较上周上升 0.19%，同

比上升 46.20%；进口阔叶浆周均价 5170 元/吨，较上周上升 0.14%，同比上升 38.32%；

进口本色浆周均价 5790 元/吨，较上周上升 0.12%，同比上升 29.14%；进口化机浆周均价 

4178 元/吨，较上周上升 0.08%，同比上升 4.57%。 

1.2 国产非木浆现货市场 

  本周非木浆市场价格平稳，西南地区竹浆板含税出厂报价 5200-5700 元/吨，浆

厂开工积极性较高；广西地区漂白甘蔗浆湿浆含税出厂报价 3950-4150 元/吨，个别浆厂

开始检修，场内观望气氛浓郁；辽宁地区漂白苇浆浆板含税出厂报价 4500 元/吨，漂白

苇浆湿浆含税出厂报价 4300 元/吨，春节期间正常开工，盘面暂无调整。 

图 1： 纸浆日度价格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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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纸浆供需比（年度）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 纸浆基本面（库存，均价，毛利率）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纸浆开工负荷率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5： 纸浆下游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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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6： 我国纸浆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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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纸浆期货价格 

 纸浆期货 SP2103 开盘价 6820，收盘价 6972，结算价 6928，振幅 2.93%。 

图 7： 纸浆期货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针叶浆进口量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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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纸浆开工负荷率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0： 纸浆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下游需求 

2.1 文化印刷用纸市场分析 

本周铜版纸市场行情平稳运行。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本周 157g铜版纸市场均价为

5930 元/吨，较上周持平，较去年同期下调 1.58%。影响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有：第一，纸

企基本正常开工，库存低位，接单意愿不强；第二、春节假期临近，发运受限，下游经销商

相继休市，市场交投平平；第三，社会订单寥寥，需求有限；第四，上游纸浆价格高位整

理，成本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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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双胶纸市场整理为主。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本周 70g双胶纸市场均价为 5558

元/吨，环比上调 0.26%，同比下调 10.59%；70g木浆双胶纸市场均价为 5912 元/吨，环比

上调 0.34%，同比下调 8.33%。影响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有：第一，规模纸厂基本正常生

产，春节假期日益临近，接单意愿下降，部分中小纸厂停机检修，供应压力略有缓解；第

二，因假期临近，物流多有停运，发运受限，下游经销商相继休市，市场交投更显清淡，多

观望年后市场为主；第三，社会订单寥寥，需求面支撑有限；第四，上游纸浆价格高位整

理，成本利好。 

2.2 包装用纸市场分析 

本周白卡纸市场价格维稳运行。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50-400g 平张白卡纸市场成交

含税周均价 7899.11元/吨，较上周价格持平，同比上涨 34.54%。目前 250-400g平张白卡

纸市场主流成交含税参考价 7700-8200元/吨。影响本周价格走势的原因：第一，纸厂生产

正常，白卡纸利润水平较高，厂家开工积极，多数厂家表示春节期间暂无检修计划，产量较

稳定。第二，成本面，进口纸浆现货价格高位小幅上行，成本压力略有增加；第三，规模纸

厂对节后市场信心较足，有意继续推涨价格。预测：进入春节假期，市场进入有价无市状

态，预计春节期间价格持稳。纸厂开工积极，多数企业暂无检修计划，卓创资讯预计节后价

格上涨趋势明显。卓创资讯分析，下周白卡纸市场维稳运行，加之物流车辆减少，下游纸厂

消耗原料库存为主。 

本周牛皮纸市场维稳运行。临近春节，市场业者操盘动作锐减，下游询盘稀少，市场

零星报单。随着下游终端年单结束，业者多已进入节日休市状态。目前 80g 精制牛皮纸含

税现货现金市场价多在 5800-6400元/吨，与上周持平；再生牛皮纸 70g含税现货现金市场

价报 4600-5000元/吨，与上周持平。预测：下周正值春节假期，牛皮纸市场业者多未返

市，市场交投变化不大。预计市场仍是零星报盘，个别按需补库，市场无较大调整可能。卓

创资讯分析，牛皮纸市场休市气氛浓郁，浆市交投清淡。 

2.3 生活用纸市场分析 

本周生活用纸市场局部报盘偏强，但实单不足。据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本周生活

用纸均价 6327.50元/吨，较上周四趋强 50元/吨，涨幅 0.80%。本周影响价格走势的主要

因素：第一，本周川内部分纸企积极推进涨价函落地，提振市场信心；第二，进口木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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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高位震荡，部分中小纸企成本面压力依旧较大，节后仍有提价意向；第三，临近春节物

流车辆减少，叠加下游加工厂陆续休市，需求支撑稍显乏力，个别高报盘实单跟进暂不理

想。截至 2月 10日，山东地区喷浆木浆大轴厂提未税主流成交价 6550元/吨，较上周四持

平；河北地区喷浆木浆大轴厂提未税主流成交 6450 元/吨，较上周四持平；川内本色竹浆大

轴厂提含税主流 7100元/吨，较上周四走高 400元/吨，涨幅 5.97%；广西地区甘蔗浆大轴

厂提含税主流成交约 5450 元/吨，较上周四持平。市场交投迟缓，部分纸企报盘偏高，卓创

资讯分析，下周市场交投零星，节后初期行情坚挺为主。卓创资讯分析，下周生活用纸市场

交投清淡，纸厂消耗自身原料库存，预计浆市交投延续清淡。 

二.价差分析 

 纸浆期货升水 200左右，存在无风险期现套利区间，折合年收益率：7.18%。大于银

行 1年期贷款利率 3.85%，达到无风险套利边界。后市预计纸浆期货价格上行同时现货价格

小幅回调，届时将有更大的套利空间。 

图 11： 纸浆无风险套利空间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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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进口浆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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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纸浆价格指标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4： 纸浆基差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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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趋势研判 

纸浆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1，下游纸厂上调价格。 

2，国外供应商低库存。 

3，外盘报价上调。 

4，双禁令继续推进。 

 

利空因素 

1，国内港口库存较高。 

2，纸浆社会库存偏高。 

3，疫情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SP2103 6928 逢低做多 6700 7200 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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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 

 限塑令之下，龙头企业继续提涨白卡纸，生活用纸。文化用纸虽处淡季，但厂家近期

又发布涨价函，提涨幅度高达 800 元/吨。下游仍供应偏紧，库存不高，预计价格强势难改。

1 月中旬国内青岛、常熟、保定港纸浆库存合计 152.6 万吨，降至 2019 年 1 月以来最低水

平，青岛港纸浆总库存约 88.6万吨，常熟港木浆库 56.5万吨，保定港库存 7.5万吨。12 月

国内漂针浆进口 78.7 万吨，环比下降 1.9%，同比上升 10.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产量为 12700.6 万吨，同比增长 0.8%是

有统计以来，产量最高的年份。 

 俄罗斯领先的 P＆P 产品制造商 Ilim 集团在 2021 年庆祝了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即

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 25 周年。公司计划进一步扩大其业务并增加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2020 年，Ilim 达到了创纪录的出口量 166 万吨（包括 149 万吨纸浆和 17 万吨纸板），是同

期的 33.2 倍比 1996 年 Ilim 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时的出口量要多。这些年来，纸浆和纸制品

的总出口量总计为 2270 万吨。Ilim 集团将继续增加对经营地区的出口，特别是对华中和华

南地区的出口。Ilim 计划在 2021 年将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到 170 万吨，其中纸板出口量增加

到 20万吨。Ilim集团计划在 2024年将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到 240万吨。根据 Ksenia Sosnina

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Ilim 集团的重要战略市场，因为 Ilim 生产的所有 P＆P 产品中

有 44%出口到了中国。中国对纸浆和包装材料等 P＆P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据预测，到 2024

年，纸浆消耗量将达到 4800 万吨，进口量将达到 3400万吨。 

 从纸浆下游消费占比看，全球方面生活用纸占比约为 45%，印刷纸占比 27%左右，特种

纸占比 16%左右，包装纸占比 9%左右；而国内生活用纸占比 9%左右，印刷纸占比 23.22%，

而箱纸板和瓦楞原纸消费占比 45%左右。根据以上消费结构，结合全球和国内疫情的演变情

况来看，全球的生活用纸还是偏向刚性甚至有所增加，冲击相对较大的是印刷纸和包装纸，

但是其需求还是偏刚性；而国内疫情防控得力，纸浆下游需求恢复较快。因此，整体来看纸

浆下游需求偏刚性，并不会像其他一些商品一样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此外，随着疫情的逐渐

常态化和趋好预期，纸浆下游需求边际趋好。 

 国内纸浆需求恢复较快，且有增量预期，主要体现在“双禁”政策下。第一是“禁塑

令”的实施，会增加部分包装纸的需求。第二是“禁废令”，2021 年起，中国将全面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其中包括废纸），而废纸消费量一直是纸浆消费量中的大头，2019 年中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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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消费量占纸浆消费量的 57%，其价格的升降对于整个纸浆产业的价格重心起到垫脚石的作

用。而 2020 年废纸进口量的减少，造成废纸供应缺口达到 450 万吨，2021 年继续禁止废

纸进口后，废纸缺口将继续扩大，目前废纸浆的价格也已有所抬升，对于整个纸浆价格的上

涨具有潜在的驱动。从纸浆供需宏观逻辑进行了阐述，表明浆价是有上涨基础和驱动的，下

面再从产业链的角度阐述目前的基本面逻辑。目前在纸浆年产能增量有限和 2020 年因检修

等导致针叶浆产量缩减 40 万吨情况下，国外随疫情影响的常态化（如木浆原产地美洲、西

欧等地），疫苗的逐步落地，需求开始逐步抬升，纸浆供应也会分流，国内纸浆供应压力会

边际减小，叠加海运费上涨 3 倍之多，纸浆外盘报价节节攀升。而国内因为需求较好，结合

人民币持续升值，大型贸易商有囤货现象，造成了国内现货价格也逐步抬升，这也很好地解

释了为何在整体供应尚可的情况下，库存有所下降，纸浆期货升水一路上涨的情况。纸浆下

游在原材料成本上升、纸制品价格处于历史底部和需求有增量预期情况下，纷纷将纸制品价

格提涨。因此，在上游惜售、中间贸易商和大型纸厂囤货情况下，整个产业链联动促涨。结

合整体宏观氛围偏暖，需求有增量预期，目前国外纸浆报价还有上涨空间，国内仍未有抛货

现象，因此浆价短期整体还会保持强势。 

 

  

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整体宏观氛围偏暖，需求有增量预期，目前国外纸浆报价还有上涨空间，

国内仍未有抛货现象，因此浆价短期整体还会保持强势。随着物流运输车辆减少，叠加纸厂

备有合理库存，对高价现货接受度偏低及基本面边际改善有限的情况下，预计现货报盘紧跟

期货，但放量或稀少。非木浆市场成交量有限，纸厂刚需备货为主，短期浆价高位震荡。策

略推荐上我们建议逢低做多的操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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