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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本月关注 

一、行业相关政策 

（一）国务院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部署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方案》提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作目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

况，了解污染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国家、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

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

平台，为加强污染源监管、改善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

决策提供依据。 

《方案》明确，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

资料。普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范围包括：

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

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同时，《方案》还确定了普查内容和技术路线。 

《方案》强调，本次普查遵循“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

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2017年完成前期准备、启动清查建库和普查试

点，2018年完成全面普查，2019年完成成果总结与发布。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标准及排污许可证等相关要求开展监测，如实填报普查年

度监测结果。各类污染源普查调查对象和填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染

源普查表填报工作。要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现有统计、监测和各专项调查成果，借

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效率。 

《方案》要求，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领导普查质量管理工作，

建立覆盖普查全过程、全员质量管理制度并负责监督实施。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

执行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制度，做好污染源普查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工作。同时，

要建立健全普查责任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普查数据

质量溯源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开展普查数据核查和质量评估，严厉惩处普查违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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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部近日新发布四项土壤污染评估、监测的环保标准 

环保部近日新发布四项土壤污染评估、监测的环保标准，我国现行土壤环境

监测方法标准由此达到64项，所覆盖的目标化合物也将达到280项。 

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配套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土壤

和沉积物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微波消解法》(HJ 832-2017)、《土壤和沉积物硫

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HJ 833-2017)、《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

机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和《土壤和沉积物有机氯农药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5-2017)四项环保标准近日发布。 

《土壤和沉积物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微波消解法》填补了我国当前土壤和沉

积物分析技术体系中无相应国家标准的空白。该标准适用于土壤和沉积物中砷、

铬、铅等17种金属元素总量测定的前处理。与传统的湿法电热板消解方式相比，

该标准有加热速度快、消解能力强、溶剂用量少、高效节能、选择性好、准确度

高、通用性强、绿色环保等特点。另外，《土壤和沉积物硫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

分光光度法》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硫化物含量，填补了我国土

壤中硫化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空白，具有灵敏度好、准确度高、操作简便等优

势。 

二、本月重点事件 

（一）湖南首次全面实行网上年度审核 2216 家印刷企业通过年检 

为加强对印刷企业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2017

年印刷企业年度核验、年度报告公示试点和国家印刷示范企业年度考核的通知》

和《湖南省印刷业规定》要求，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全省2228家印刷企业

开展了网上年度核验工作。这是湖南首次全面实行网上年度审核。 

2017年年检工作中，湖南共有2216家企业通过年检，出版物企业注销6家，

降级3家；其他印刷品企业注销3家，缓检3家 

（二）江苏利民纸品与陕西白水县签约高档包装新材料项目 

9月18日上午，高档包装新材料项目签约仪式在白水县双创中心举行。中共

扬中市委副书记马家胜、副市长卜兴荣，白水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全才，县委常委、

副县长张飞军、林成春及副县长胡小英参加签约仪式。 

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年销售收入为2亿元，年上缴所得税700万元，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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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1000万元，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以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为当地农民剩余

劳动力及贫困户提供300个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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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月行业运行数据分析 

一、纸加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一）文化用纸行情周报（9.18—9.22） 

本周铜版纸市场交投火热。终端均价为6985元/吨，较上周上涨3.52%。本周

铜版纸市场交投依然火热，下周铜版纸价格将迎来第三轮调涨，幅度多在300-400

元/吨。纸厂提价幅度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纸浆价位仍处高位，加之化学品辅料价

格走高，导致生产成本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市场整体供需情况依旧紧张，纸厂

库存低位。 

本周双胶纸价格继续上涨。终端均价为7009元/吨，较上周上涨2.56%。福建

地区铜版纸下游需求良好，经销商库存低位。目前157g/m² 主流品牌铜版纸厦门

经销商出货报价：鲸王7000元/吨左右，雪兔6950-7000元/吨左右，华泰牡丹7000

元/吨左右。 

（二）包装用纸行情周报（9.18—9.22） 

本周灰底白板纸价格持续上涨。终端均价为5484元/吨，较上周上涨1.86%。

本周灰底白板纸市场整体交投情况良好。多数纸厂灰底白板纸出货价格继续上

涨，上涨幅度100-300元/吨不等。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废纸原料价格的

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环保严查的状况下，中下游企业开工受到影响，市场供应

减少。 

本周白卡纸市场继续推进前期提价。终端均价为6968元/吨，较上周上涨

1.21%。在白卡纸价格不断上调的状况下，市场交投情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万国

太阳纸业发布提价通知，自9月26日起，公司生产的白卡纸、铜版卡纸、扑克牌

纸、烟包白卡纸、液包原纸、食品卡纸，在原价格基础上分别涨价300元/吨。 

本周箱板瓦楞纸市场延续涨价趋势。箱板纸终端均价为6324元/吨，较上周

上涨1.61%。瓦楞纸终端均价为5885元/吨，较上周上涨1.73%。本周箱板纸厂提

价幅度有所放缓，提价多在100-200元/吨，箱板纸价格达到历史新高。与箱板纸

市场表现相似，本周瓦楞纸市场整体表现同样理想，出货价格多上调100-200元/

吨，市场供应仍显紧张，交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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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纸加工行业运行动态 

（一）2017年 1-8月中国纸浆进口数据 

2017年8月中国纸浆进口量为186万吨，2017年1-8月中国纸浆进口量累计为

1569万吨，累计同比增速14.3%。 

（二）2017年 1-8月中国新闻纸产量同比下滑 13.1% 

9月份至今，废纸价格已上涨14.01%，尽管近期广东地区废纸价格有所下调，

但从全国各地区整体来看，废纸价格仍保持上涨趋势。废纸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内废纸回收量有限，其次，进口废纸配额有所缩减，最后，

造纸行业即将进入需求旺季，造纸厂家采购废纸积极性提高。综上所述，废纸供

需格局偏紧张，造成废纸价格居高不下，预计短时间内，废纸价格或将持续易涨

难跌的局面。 

从9月开始，国内最大的箱板原纸生产商玖龙纸业开始上调产品价格，这已

经是8月份以来进行的第四次提价。在2016年7月的时候，原纸的价格还是3000

元/吨，2017年9月却涨至5000元/吨，一年内疯长近七成。纸价连续上涨，我国

纸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新闻纸也不例外。 

数据显示，2017年8月，中国新闻纸产量22.6万吨，同比下滑17.8%；2017

年1-8月，中国新闻纸行业累计产量183万吨，同比下滑13.1%。 

2017年8月，全国生产新闻纸的省份共有8个，分别是：山东省、河北省、广

东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和湖南省。其中，山东省以月产量10.96

万吨位于排行榜第一位，为全国新闻纸产量第一大省，也是唯一一个产量超10

万吨的新闻纸产量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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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分析 

一、上游行业分析 

（一）纸浆 

本周（9月18-9月22日）本周国际针叶浆、阔叶浆价格上涨。NBSK EU报904.99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0.12%；BHKP EU报885.23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25%。 

本周国内针叶浆、阔叶浆价格维稳。市场价格：乌针6820元/吨，持平上周；

布针6800元/吨，持平上周；布阔6275元/吨持平上周；银星7000元/吨持平上周。 

（二）废纸 

9月16日-9月17日全国66家造纸厂最新废纸报价信息显示，有54家纸厂上调

收购价，涨幅在30-300元/吨。其中，有28家纸厂废纸价涨幅超过100元/吨，尤

其以河北地区涨幅最大，幅度为100-300元/吨。 

二、下游行业分析 

本周（9.18—9.22）造纸板块跑输市场。造纸板块整体下跌0.71%（重点公

司上涨0.31%），跑输市场（同期沪深300上涨0.17%）。成品纸价格继续全面上

涨。 

铜版纸市场交投火热。本周铜版纸市场交投依然火热，下周铜版纸价格将迎

来第三轮调涨，幅度多在300-400元/吨。双胶纸市场价格继续上涨。福建地区铜

版纸下游需求良好，经销商库存低位。 

灰底白板纸价格持续上涨。本周灰底白板纸市场整体交投情况良好。多数纸

厂灰底白板纸出货价格继续上涨，上涨幅度100-300元/吨不等。白卡纸市场继续

推进前期提价。万国太阳纸业发布提价通知，自9月26日起，公司生产的白卡纸、

铜版卡纸、扑克牌纸、烟包白卡纸、液包原纸、食品卡纸，在原价格基础上分别

涨价300元/吨。箱板瓦楞纸市场延续涨价趋势。本周箱板纸厂提价幅度有所放缓，

提价多在100-200元/吨，箱板纸价格达到历史新高。与箱板纸市场表现相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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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瓦楞纸市场整体表现同样理想，出货价格多上调100-200元/吨。 

国际针叶浆、阔叶浆价格上涨。国际浆市需求改善，行情平稳。国内针叶浆、

阔叶浆价格维稳。需求相对偏淡，实际成交不旺。 

美废ONP、OCC价格下跌，本周美废外盘市场持续清淡行情，常规标号价格疲

软，供应商几乎没有报盘，国内下游纸厂普遍没有进口额度，停止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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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行业区域运行动态 

一、南京海关严堵"洋垃圾"进境 300 余吨超标废纸被退运 

9月13日下午2点，在南京海关隶属连云港海关的严密监控下，一批环保不合

格废纸搭载“中海长摊”号货轮，从连云港港起航退运出境。 

这批自美国进口的废纸共计16个集装箱，重318.7吨，于8月下旬到达连云港

港，向海关申报进境。连云港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实施联合检查时，发现其中混

有大量旧衣服、废金属、废饮料瓶，经分拣检验及专业鉴定，确定其中夹杂物含

量超过我国相关规定。 

我国对“固体废物”的进口实施分类管理，进口废纸被纳入《限制进口类可

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主要用于纸品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造

纸原材料短缺的压力。但是，如果夹带物严重超标，含有其他各种废物和携带害

虫、病媒生物，则可能对国内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为防止出

现污染源，连云港海关迅速办理了该批货物的退运手续，依法责令企业尽快安排

出口船期。 

二、新疆将对石油化工及包装印刷行业开征 VOCs 排污费 

10月1日起，自治区开始对石油化工和包装印刷两个行业开征VOCs排污费。

这是为促使企业减少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VOCs）排放，加强排污收费管理，

建立的环境保护治理长效机制。 

在我国，VOCs（英文全称volatileorganiccompounds）挥发性有机物，是指

常温下饱和蒸气压大于70Pa、常压下沸点在260℃以下的有机化合物，或在20℃

条件下蒸气压大于或者等于10Pa具有相应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它作为城市

雾霾和光化学污染的主要来源，在阳光照射下可与氮氧化物发生光化学反应，生

成臭氧、二次气溶胶粒子，是近地面臭氧、二次细粒子生成的重要前体物。针对

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治理将对控制臭氧、PM2.5，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迫切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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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环保厅日前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法》（新财非税[2017]13号）指出，暂定

VOCs污染当量值为0.95千克。全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VOCs排污费征收标准为

每污染当量1.5元，其他区域VOCs排污费征收标准为每污染当量1.2元。 

三、五粮液集团成为宜宾纸业控股股 

停牌10多日的宜宾纸业公告称，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国有大型企业的协同发展和产业融合，宜宾市国资公司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宜

宾纸业37.77%股权无偿划转给五粮液集团。本次划转前，五粮液集团持有宜宾纸

业16.06%股份；本次划转完成后，五粮液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53.84%的股份，公

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五粮液集团，宜宾市国资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宜宾纸业的股份，

而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五粮液集团间接持有宜宾纸业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仍为宜宾市国资委。 

宜宾纸业表示，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有利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符合中央

对各级国资监管“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要求。本次收购完成

后，宜宾纸业作为五粮液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可充分借助五粮液集团的资金优势

和管理经验，提高宜宾纸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实现产业升级。 

四、龙游县特种纸产业新添一投资过五亿的“新丁” 

9月15日下午，在龙游投资规划5.1亿元的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杭州

正式成立，标志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特种纸产业又添一实力雄厚的“新丁”。 

成立现场嘉宾云集。龙游县、歙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万邦集团、古楼

集团以及中国德国商会、中国造纸协会、中国林产工业协会装饰纸委员会等领导

先后致辞。 

特种纸作为龙游县“五大百亿”主导产业之一，年产值现已达百亿元，凭借

良好的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平台优势，成为龙游产业经济中活力最强、前景最

广、潜力最大的产业，部分主要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50%。这次成立的华邦古

楼新材料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高端数码介质纸、家用装饰类纸、食品医用

包装纸等产品，对龙游县特种纸产业占领市场细分领域、扩大区域品牌影响力、

形成良性错位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将为龙游加快建成国家级高端特种纸基地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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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纸业和古楼集团双方精诚合作，高效整合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优

势，发挥“1+1>2”叠加效应，加快成长为中国特种纸行业的领军型企业。同时，

龙游将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积极打造审批手续最简、办事效率最

高、服务质量最佳、投资环境最优的创业环境，努力营造重商、亲商、安商、利

商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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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重点企业跟踪 

一、玖龙纸业一工程获 2017 中国建筑“金砖奖” 

由中国建筑业品牌企业联合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协会、中国市政工程建设

协会、中国装配式建筑产业联盟、中国建筑业指数研究中心、中国建筑金砖奖评

选委员会联合发起的2017中国建筑行业发展合作论坛暨2017中国建筑“金砖

奖”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广州举办。由重庆南江建设工程公司承担实施的玖龙纸

业瓦楞纸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造纸车间桩基础工程获得2017中国建筑“金砖

奖”——全国地基基础工程优质示范奖。 

玖龙纸业年产55万吨牛卡及瓦楞纸项目是重庆市江津区重点建设项目，该项

目建设方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是江津区的龙头企业，因此该公司厂房建设

项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重庆南江建设工程公司承担该项目全部的桩基础建设

施工。2017年4月15日，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工程主要包括1265根旋挖灌注桩和

153根人工挖孔桩，要求在60天内全部完成。为保证目标顺利实现，南江建设工

程公司不惜成本投入，克服多重困难，严格按照规范狠抓现场安全文明建设，从

每一道工序入手环环把控施工质量，做到精益求精，多次受到建设主管部门的表

扬。2017年6月13日项目顺利完工，达到了预定的安全、质量、工期目标，得到

参建各方的一致认可。 

二、宝洁斥资 1亿美元在广州设立中国数字创新中心 

9月5日，宝洁公司与广州黄埔区政府、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宝洁中国数字

创新中心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宝洁计划投资1亿美元，整合该公司当前在中国的

数字技术研究、大数据、数字化供应链等研究，加速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商

业模式转型升级。 

在当日的签约仪式上，宝洁公司全球核心领导团队成员、大中华区董事长、

总裁马睿思（MatthewPrice）称，中国的消费者是“全球最先进的消费者”，要

求更优质、高端的产品，并采用新兴的、多样化的方式进行消费，比如电商购物、

电子支付等。这些变化都要求宝洁不断加强在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及市场执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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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创新，并通过消费者喜欢的平台和方式与其沟通。 

宝洁中国数字创新中心将全面探索数字营销，例如虚拟货架、数字广告、可

视化数字销售追踪技术等；实行大数据分析，精准了解消费者购买、使用的个体

习惯，并以数据指导广告投放；提升人工智能水平，主攻深度学习方向，开发流

程控制、视觉和阅读识别、拟人交流、消费心理研究、知识建构等五类人工智能

机器人；实现智能供应链；该中心还将成为宝洁主导的创新技术供应商孵化器。 

三、安德里茨供应给贵州赤天化的 20英尺钢制扬克缸卫生纸机成功开机 

国际技术集团安德里茨交付给贵州赤天化纸业有限公司的TM5卫生纸机成功

开机，该公司位于贵州省赤水市。 

新的PrimeLineST卫生纸机设计车速为2，000米/分钟，幅宽为5.6米，将生

产高质量竹纤维的面巾纸、卫生纸和生活用纸。 

该纸机目前在亚洲市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将高性能扬克缸和蒸汽加热气

罩相结合。全钢制的扬克缸直径为20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相比燃气气罩，因

其使用蒸汽而具有较高的干燥能力，并且能显著地节约成本。 

此扬克缸在安德里茨中国佛山工厂生产。安德里茨中国在此为客户提供最顶

尖的制造技术，现场服务和质量管理。 

http://www.unbank.info/


      北京银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nbank.info                    15                            电话：（010）63368810 

Ⅵ  国际市场动态 

一、Knowaste 公司在南非建设废弃纸尿裤回收厂 

Knowaste公司宣布，在其继续实施“解决全球纸尿裤浪费问题”活动的同

时，将在南非推出“吸收性卫生产品（AHP）回收”服务。第一个AHP回收工厂计

划2017年年初投入使用，地址位于Ganteng省的Modrand地区。 

Ganteng地区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是南非的经济中心，在该国的人口密

度最高。目前，仅Ganteng一个地区每年就使用超过17亿片纸尿裤，且不包括女

性卫生用品和成人失禁用品。 

南非政府正在对减少、回收和利用废弃物的计划进行持续评审，其作为环境

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垃圾填埋气体的排放和水资源污染。Knowaste公司的这

一项目与政府的持续评审密切相关。工厂建成后，Knowaste计划于2022年前在南

非再增建3家工厂。 

二、APP 将耗资 40 亿欧元买下巴西纸浆厂 

9月2日，有关巴西纸浆生产商Eldorado Brasil Celulose股权转让最终有了

定论。该公司股东 J＆F已同意将其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出售给“Paper 

Excellence“的子公司“CA Investment S.A.”，转让价格约为150亿巴西雷亚

尔（40亿欧元）。 

CA Investment S.A.是较早与Eldorado谈判的企业之一，同时参与竞争的还

包括智利的Arauco公司，此前有报道，在谈判后期有家中国国有企业（有报道称

该公司为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突然介入，出资160亿巴西雷亚尔参与收购，

但最终股权仍然出售给APP。 

Eldorado在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的三湖市（TrêsLagoas）有一家制浆厂，

目前年产能大约170万吨漂白桉木浆，该公司木浆产品的品牌为“公牛”，90%

的产品用于出口，其中约一半是出口到中国市场。按照公司规划，未来两年还将

投建一条年产250万吨浆线，使总产能突破400万吨。另外，据该公司过往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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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巴西还有约5000万公顷的桉木林储备。 

Paper Excellence隶属于全球最大的造纸企业印尼APP，在加拿大和法国设

有制浆和造纸厂，总产能约为250万吨。 

三、美国对加拿大产未涂布磨木浆纸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二轮重新谈

判即将开始之际，特朗普政府再次向两个邻国发难。据法新社8月31日报道，美

国商务部当天宣布，对加拿大产未涂布磨木浆纸进行反倾销调查。与此同时，作

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可能打算终止NAFTA”表态的回应，墨西哥外交部

长路易斯·比德加赖8月30日表示，如果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开始着手让美国退出

该协定，墨西哥就将离开谈判桌。 

法新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表示，对加拿大产未涂布磨木浆纸进行的调查重

心是加国生产商是否获得政府补贴，以在美国市场低价倾销。如果美国造纸商的

投诉最终被证实，美国将对加拿大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此前，美国已经对加

拿大产软木加大征税力度。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正值美加墨三国谈判代表密集磋商

新的北美自贸协定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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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行业信贷机会风险分析 

图表 1：2017年 10月中国纸加工行业机会、风险分析 

序号 指标 风险 机会 

1 行业环境 

环保政策的出台，加上原纸涨价风，

市场抢夺战更加激烈，加快纸包装行

业洗牌速度，企业“转型升级”迫在

眉睫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积极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促进产业、产业组

织、产品、技术水平、产业布局迈向中

高端，加快建设产业强市。进一步转变

发展理念，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企

业模式、业态和产品创新转型，加强质

量品牌建设，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注重

人才培育引进，争当产业转型升级的排

头兵 

2 经营情况 
废纸收购价普遍上涨，白纸的竞争激

烈，原纸涨价使后加工企业不堪重负 

开展科技、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力争

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土地等传统要素情

况下，通过 3至 5年集约化发展探索，

实现规模和效益倍增 

3 产业链 

行业供给端高度分散；渠道层级多，

竞争壁垒高，运行效率低；产品和服

务质量参差不齐 

通过创新设计方式、生产工艺以及技术

手段等，大力研发包装新材料、新产品、

新装备，推动产品品种增加和供给服务

能力提升。重点发展绿色化、可复用、

高性能包装材料，加快发展网络化、智

能化、柔性化成套包装装备，大力发展

功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中高端产品，

通过丰富产品品种、优化产品结构拉动

需求、驱动消费 

贷款建议：对于受废纸涨价影响企业的贷款应该适当收窄。 

数据来源：银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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