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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造纸行业监测报告 

浆价维持低位盘整，行业盈利能力逐步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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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 

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审议通过 

【点评】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

定，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2020 年第一季

度进口废纸到港量同比大幅减少，由此造成的中国

造纸企业原料缺口预计大部分将由国废市场填补，

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原生浆需求产生。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

点企业名单的通知 

【点评】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中，

造纸、包装相关企业占比 4.46%，造纸、包装相关行

业仍然受环保政策影响较大。 

两项造纸国家标准英文版审查会召开 

【点评】行业标准是行业规范发展的必要依据，推

动行业标准出台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生产活动，规范

市场行为，促进相关产品在技术上的相互协调和配

合，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资源合理利用率。 

 新发债券：本期造纸行业新发 3 只债券，募集资金

16.00亿元，主体级别为 AA+及 AA。本期新发债券规

模环比增加 16.00亿元。 

 债市波动：本期造纸行业债券价格涨幅均较小；跌

幅较大的债券有“18 金光纸业 MTN001”和“鹰 19

转债”。 

 债务到期：本期证券公司共计 4 只债券到期，到期

合计偿还金额 19.80亿元；1只债券回售；其中大公

国际所评造纸行业到期债券为“13金海浆纸债”。 

 行业数据：年初至今木浆均价 4,053元/吨，同比下

跌 25.1%；2020 年第二季度各纸制品下游需求总体

比较疲软，价格均保持在较低位；进入 4 月后，造

纸及纸制品业当月利润总额逐步扩大，盈利能力逐

步回调，月环比增幅保持在 20%以上；利润总额累计

同比转正，2020 年 5月，造纸及纸制品业利润总额

累计同比增长 5.6%，2020年 6 月降至为 0。 

 评级调整：本期造纸企业的公开级别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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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要闻 

（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月 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将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国家逐步实现

固体废物零进口，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商务、发展改革、海关等主管部门组

织实施。海关发现进口货物疑似固体废物的，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属性鉴别，并根据鉴别结

论依法管理。今年截至目前，2020 年度的废纸进口许可证获批总额度约为 450.97 万吨，获批

企业总数为 65家。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口废纸到港总量约 134.12万

吨，同比减少约 50.47%。 
【点评】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2020

年第一季度进口废纸到港量同比大幅减少，由此造成的中国造纸企业原料缺口预计大部分将由

国废市场填补，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原生浆需求产生。对于原本以进口混杂废纸作为主要生

产原料的造纸企业来说，需要适当调整产品的原料结构。未来原料缺口一方面可以转向国废市

场，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向更为干净更高标号的进口废纸品种。 

（二）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

名单的通知》 

4 月 19 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

企业名单的通知》，605 家企业被包含在内。其中，造纸、包装相关企业共有 27 家，多数为生

产瓦楞纸、文化纸、生活用纸的中小纸厂。本次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工作

主要由所在省辖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并对企业出具审核验收意见，省生态环境厅将根据各地

工作开展情况抽选部分企业直接开展评估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根据文件要求，实施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在文件发布之日起 1 个月内，在当地主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采取

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相关信息；2 个月内，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协助开

展审核工作，并将咨询机构基本资料和与咨询机构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本次公布的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2020 年 12 月

底前完成中期评估，2021 年 6月底前完成验收。 
【点评】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中，造纸、包装相关企业占比 4.46%，造纸、

包装相关行业仍然受环保政策影响较大。 

（三）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两项造纸国家标准英

文版审查会 

6月 2日，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 GB/T8939—2018《卫

生巾（护垫）》和 GB/T20810—2018《卫生纸（含卫生原纸）》两项造纸国家标准英文版审查会。

审查组认为，这两项造纸国家标准英文版送审稿忠实原文、行文通顺，同意通过审查。会后，

造纸标委会秘书处将根据审查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尽快报批。 
【点评】行业标准是行业规范发展的必要依据，推动行业标准出台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生产

活动，规范市场行为，促进相关产品在技术上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资源

合理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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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造纸行业新发 3 只债券，募集资金 16.00 亿元，主体级别分别为 AA和 AA+。本期新

发债券规模环比增加 16.00 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造纸行业存续发债企业仍为 11家，存续债券仍

为 26只，存续债券余额合计为 261.09亿元。以中长期债券为主。 

本期造纸行业新发 3 只债券，发债只数较 2019 年第二季度减少 1 只，较 2020 年第一季

度增加 3 只；其中 2 只为超短期融资券，1 只为公司债，发行总额为 16.00 亿元，环比增加

16.00 亿元，同比减少 20 亿元。发行主体共计 3家，分别为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金红

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级别分别为 AA+、AA和 AA+。 

表 1  本期造纸行业新发债券明细 

企业名称 主体级别 债项简称 债券类型 
发行总额 

（亿元） 

票面利率

（%） 

债券期限

（年）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AA+ 20金桂 01 公司债 8.00  7.50 5.00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AA 
20金红叶(疫情防控

债)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 5.00  6.00 0.7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 20鲁晨鸣 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 3.00  6.50 0.74 

数据来源：大公国际整理 

（二）债市波动 

本期债券市场造纸行业债券涨幅均较小；债券价格跌幅较大的债券有“18金光纸业 MTN001”

和“鹰 19转债”，跌幅分别为 5.88%和 5.52%，其余债券跌幅较小。 

（三）债务到期情况 

2020年 4～6月末，造纸行业共计 4只债券到期，到期合计偿还金额 19.80亿元；1只债券

回售，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晨鸣”）发行的“18晨债 01”，回售

金额含利息为 965,520,000.00 元，山东晨鸣于 2020 年 4 月 2 日至 2020 年 5月 20 日对回售债

券实施转售，转售数量为 3,500,000 张，转售平均价格为 100 元/张，当前余额 3.50 亿元。到

期债券中，1 只为造纸企业短期融资券，到期偿还量 3.00 亿元；1 只为造纸企业公司债券，到

期偿还量为 10.00 亿元；1 只为造纸企业中期票据，到期偿还量 2.00 亿元；1 只为提前偿还企

业债 4.80亿元。本期大公国际所评造纸行业到期债券为“13金海浆纸债”，已正常兑付。 

表 2  2020年 4～6月到期及新发行债券情况 
项目 4月 5月 6月 

本月到期债券数量（只） 3 0 1 

本月到期债券涉及主体数（家） 3 0 1 

本月到期债券总额（亿元） 17.80 0 2.00 

本月新发行债券数量（只） 2 1 0 

本月新发行债券涉及主体数（家） 2 1 0 

本月新发行债券总额（亿元） 11.00 5.00 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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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原材料方面，因国内文化纸在 4 月出现下行行情，生活用纸价格 5 月也持续下行，白卡纸

以及其他特种纸的需求也较为疲软，对浆价的上涨没有太多的支撑；叠加最近海外的纸厂纷纷

停机，全球纸浆的需求下降，木浆价格持续下跌。年初至今木浆均价 4,053 元/吨，同比下跌

25.1%。预计未来两三个月，在疫情没有得到充分的缓解前，不存在浆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浆

价将持续在现有低位盘整，对木浆系纸厂的成本控制有利。 

图 1  造纸行业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需求方面，造纸行业下游销售涉及零售、电商、物流、出版等行业，受疫情影响大多行

业停工停产造成纸质品需求低迷，2020年第二季度各纸制品下游需求总体比较疲软，价格均

保持在较低位。以玖龙纸业箱板纸和瓦楞纸出厂平均价格为例，4～6月，箱板纸平均出厂价

格分别为 4,548 元/吨、4,361 元/吨和 4,533 元/吨，瓦楞纸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 3,244 元/

吨、3,127元/吨和 3,235 元/吨，6月中下旬后，纸质品需求端逐步恢复，部分纸质品价格有

所回调。618电商节后市场情绪回落，但随着下半年学生开学、消费回暖逐步恢复，终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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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步得到恢复。疫情加速行业格局优化，供给端中小产能出清、行业份额向头部集中。 

盈利方面，进入 4 月后，造纸及纸制品业当月利润总额逐步扩大，盈利能力逐步回调，

月环比增幅保持在 20%以上；利润总额累计同比转正，2020 年 5 月，造纸及纸制品业利润总

额累计同比增长 5.6%，2020 年 6月降至为 0。 

（二）评级调整 

本期造纸行业发债企业的公开级别无调整。 

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

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

明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