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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 2021年信用风险展望 

纸价触底上调、盈利能力逐步修复 行业信用水平较为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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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造纸行业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
称“疫情”）、环境保护政策、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
令”等方面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供需两端均较疲软，
三季度后国内传统旺季拉升需求，供给逐步修复；纸品
价格触底上调；盈利能力逐步修复；行业发债规模同比

降幅较大。展望 2021年，纸企所面临的环保监管压力
将进一步增大；行业需求将处于平稳水平，供给也将有
所提升；纸价有望持续上涨；随着行业整体供给结构不
断优化，行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行业整体信用
水平将保持稳定，但需关注中小型纸企偿债能力的不
确定性。 

 行业政策：预计 2021 年，随着环保政策及“禁废
令”的实施，纸企所面临的环保监管压力将进一步
增大。 

 行业供需：受疫情及行业周期运行影响，2020年上
半年供需两端均较疲软，三季度后国内传统旺季拉
升需求，供给逐步修复；预计 2021 年，行业需求

将处于平稳水平，供给也将有所提升。 
 产品价格：2020年一季度末，纸制品价格出现短期

上涨行情后价格下调至低位盘整，进入第三季度后
开始逐步上调；预计 2021 年，随着行业竞争格局
改善，建党 100周年和“禁废令”推行的额外催化，
叠加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纸价有望持续上涨。 

 盈利能力：2020年以来，营业收入累计同比降幅逐
月收窄，利润总额逐步扩大，盈利能力逐步修复。
随着行业整体供给结构不断优化，行业盈利能力有
望进一步改善。 

 债市分析：2020年，行业发债规模降幅较大，发行
品种以可转债为主，存续债券到期期限相对分散；

预计 2021 年，造纸行业债券发行规模提升空间较
小，债券融资规模将继续收紧，行业偿债压力较小。 

 信用质量：行业发债主体较为集中，整体信用水平
将保持稳定；需关注中小型纸企偿债能力的不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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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 

造纸行业主要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令”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影响；预

计 2021 年，随着环保政策推进以及“禁废令”的全面实施，纸企所面临的环保监管压力将

进一步增大。 

近年来，造纸行业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禁废令”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影响较

大。造纸行业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尤其是废水、废气及固体废物排放量较高。近年来，

国家发布的造纸行业发展政策和环保政策等，均对纸制品企业的污染排放标准和资源消耗标准

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意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节能化、清洁化方向发展。2020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订)》实施，“限塑令”进一步推行，随着环保政策

的持续推进，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用于升级和改造生产设备以及环保节能设备，对淘汰落

后产能、释放市场空间有较为直接的作用。 

表 1  2018年以来造纸行业有关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政策 

时间 名称 内容 影响 

2020年 

《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回收报告办法（试

行）》 

各类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减少使

用、积极回收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

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

可降解的替代产品 

促进环保替代产品包括

纸袋、可循环使用的布

袋、提篮和可降解塑料

制品等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

订)》 

对产废单位建立全程监管机制、完

善法律责任、增加自主验收和排污

许可、增加固废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等 

固废处理成本增加，面

临较大监管压力  

2019年 

《关于开展 2019 年生态环

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第一

轮)工作的通知》 

新一轮的环保大督查将涉及广东、

浙江、河北等全国 25个省和直辖

市 

环保检查越来越严，将

有多家纸厂因此被处罚

甚至关停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

管理的通知》 

加快完善工业固体废物源头管控、

收集转运、能力建设、存量清零、

执法监管各环节的闭环管理 

制浆及造纸企业会产生

大量固体废物，该类企

业将面临较大监管压力 

2018年 
《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可

行性技术指南》 

规定了制浆造纸工业废气、废水、

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对造纸行业进行技术性

指导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网站整理  

“禁废令”方面，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废纸进口的限制政策逐步加码，对进口

废纸的质量、数量和检验程序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2019年，全国共获废纸进口核定总量 1,075

万吨，同比大幅减少近 40%。2020年以来，政策上仍延续了外废收紧的趋势，截至 2020年 12

月末，全国共核准 13 批进口废纸名单，全国共获废纸进口核定总量为 674.87 万吨。2020 年

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公告发布，2021年是“禁废令”的落地年，预计废纸短缺的问题短期难

以缓解。以箱板纸及瓦楞纸为代表的包装用纸厂商，其主要原材料为废纸浆，“禁废令”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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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废纸系产品的替代品价格有望推升。 

表 2  2017年以来造纸行业有关“禁废令”相关政策 

时间 名称 内容 影响 

2020年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

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

止我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

堆放、处置。 

无进口废纸量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建议》 

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严厉打击走

私，大幅减少固体废物种类和数

量，力争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

固体废物零进口 

降低进口废纸量 

2017年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 

完善进口垃圾监管 
影响进口废纸量，加强

对进口废纸的监管 

《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

定》 

申请进口废纸许可的加工利用企业

生产能力应不小于 5.00万吨/年 

提高进口废纸加工企业

门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网站整理 

此外，近年来造纸行业也深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公布的《对美国输华商品加征

关税商品清单二》中要求，自 2018年 8月 23日 12 时 01分起，对废纸在内的固体废物美国输

华商品加征 25.00%关税，该政策直接导致进口废纸价格上升，造成纸厂原材料成本增加。不

过，随着中美贸易缓和，同时为积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推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对 850 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

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涉及纸及纸板、纸制品税则号 53个。 

预计 2021 年，随着环保政策的实施，造纸行业固废处理成本将增加，所面临的环保监管

压力将进一步增大。随着部分木材和纸制品进口关税的降低，以及取消固体废碎料进口暂定税

率，造纸企业原材料进口压力或将减弱。 

行业供需 

受疫情及行业周期运行影响，2020 年上半年造纸行业供需两端均较疲软，三季度后国

内传统旺季拉升需求，供给逐步修复；预计 2021 年，行业需求将处于平稳水平，并较 2020

年有所改善，随着新增产能放量投产，供给也将有所提升。 

需求方面，2020年受疫情及行业周期运行影响，需求一路走低后转为逐步拉升。造纸行业

下游销售涉及零售、电商、物流、出版等行业。因疫情防控的需要，2020 年 1～2月份，各地区

各行业基本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造成纸制品需求低迷。进入 3月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复工复产提上日程，造纸行业下游需求的复工进度早于上游原材料的供应行业，加之库存紧张，

纸制品出现短暂的供不应求。2020年二季度，各纸制品下游需求总体比较疲软。第三季度以来，

伴随海外需求恢复，国内传统旺季拉升需求，造纸行业处于需求回暖，提价落地阶段。文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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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社会库存 5 月以来持续回落，随着学校逐步开学、教辅需求回升，需求端持续改善，其

中，铜版纸随着党建需求及海内外复工，落地乐观。白卡纸方面，行业竞争格局优化，龙头企

业定价权发生变化，第三季度需求拉升，催化纸价上行，短期白卡纸价格仍呈现温和上涨趋势。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光纸业”）对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汇纸业”）收购事宜推进顺利，收购完成后行业竞争格局大幅优化，需求端受益于“限

塑令”带来的以纸代塑替代性需求亦具有较好成长空间。生活用纸方面，作为必选消费品，生

活用纸需求稳健，且居民个人卫生意识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纸巾等生活用纸产品日常使用需求

的上升。 

供给方面，2020年一季度造纸行业面临物资供应紧张、在岗人员短缺、在建工程延长、物

流不畅等不利局面，3 月份，造纸及纸制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20.50%。3 月

下旬以来，生产端逐步恢复正常。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2020 年 11 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

产量 1182.8 万吨，同比增长 8.0%。2020 年 1 至 11 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总产量 11508.0 万

吨，同比增长 0.5%，2020 年以来首次实现累计产量同比增长。总体看来，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

量逐月修复。产能方面，2020年造纸行业不断新增产能投产，根据中国纸业网信息，仅 2020 年

11 月，中小纸厂近 260万吨造纸产能密集投产。根据纸企公告，2020年下半年，玖龙纸业（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龙纸业”）河北及东莞基地将一共新增 110万吨卡纸年产能；2022

年第二季度前，马来西亚年产 55万吨包装纸项目将投产；2022年底前，湖北浆纸基地增加 120

万吨包装纸年产能。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纸业”）预计 2020 年下半年

及 2021年将为其产能投放高峰期。至 2021 年底，太阳纸业文化纸/箱板瓦楞纸产能有望扩张约

50%;生活用纸产能亦有望增加至 32万吨。随着新增产能放量投产，供给也将有所提升。区域分

布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造纸行业的生产布局都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

区。 

行业集中度方面，受废纸进口限额收紧、国内废纸回收利用率低以及“林浆纸一体化”程

度弱等因素影响，包装纸企业原材料成本明显加大，倒逼部分小企业产能主动退出；而环保政

策逐步加码下，行业中落后产能被迫退出；2020年，金光纸业对博汇纸业的要约收购，作为白

卡纸行业两大巨头，此次收购推动白卡纸行业进一步整合。整体而言，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

造纸行业集中度持续上升。 

展望 2021 年，预计造纸行业需求将处于平稳水平，并较 2020年会有所改善。预计造纸行

业供给将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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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 

2020年纸制品价格处于波动状态，一季度末出现短期上涨行情后价格下调至低位盘整，

进入第三季度后开始逐步上调；预计 2021年，随着行业竞争格局改善，建党 100 周年和“禁

废令”推行的额外催化，叠加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纸价有望持续上涨。 

产品价格方面，2020 年一季度，纸制品产量及需求量同比均有所下降，对消化库存形成一

定压力。一季度末价格相应出现一段上涨行情，以玖龙纸业箱板纸和瓦楞纸出厂平均价格为例，

2 月份，箱板纸和瓦楞纸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 4,975 元/吨和 3,615 元/吨，3 月 13 号分别达到

5,200 元/吨和 4,030 元/吨，均为近一年最高价格。3 月下旬开始，各类纸制品价格有所下调。

2020 年第二季度，下游需求总体比较疲软，纸品价格均保持在较低位。6 月中下旬后，纸制品

需求端逐步恢复，部分纸制品价格有所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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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逐步得到恢复，催化纸价上行。6月以来涨价函持续落地，

企业盈利有望进一步修复，其中，铜版纸价格为 5,560元/吨，9月上涨 100元/吨,随着党建需

求及海内外复工，落地乐观。白卡纸方面，行业竞争格局优化，龙头企业定价权发生变化，第

三季度需求拉升，催化纸价上行，价格提涨持续落地，8 月及 9 月价格均上涨 500 元/吨，较 6

月初上涨 1,400元/吨,预期白卡纸价格年内仍呈现温和上涨趋势。 

图 1  2020年以来各类型包装纸出厂平均价
1
（元/吨）  

 

数据来源：Wind，大公资信整理 

                                                             
1
 白卡纸数据为国内平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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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方面，2020年上半年，木浆均价 4,053 元/吨，同比下跌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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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叠加海外纸厂纷纷停机，全球纸浆的需求下降，木浆价格持续下

跌，浆价持续在低位盘整，对木浆系纸厂的成本控制有利。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纸浆价格仍保

持在低位运行，进口木浆供应量有所上升。影响价格走势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继白卡纸企业

2020 年 9月 1 日报涨 500 元/吨之后，铜版纸、双胶纸、生活用纸企业报盘陆续跟涨 100～200

元/吨，看涨情况下业者低价惜售；第二，纸浆期货报盘一路上扬，叠加外盘报涨，业者提价信

心重新回归；第三，主要地区及港口纸浆库存窄幅去化，进一步奠定业者提价信心；第四，下

游纸厂根据自身情况采买现货，且部分纸厂备有合理库存，业者担忧情绪浓郁，抑制浆价上扬。 

展望 2021 年，一方面，文化纸行业在金光纸业并购白卡纸龙头的强强联合催化下格局显著

改善，同时被动去库存周期可能临近尾声，行业有望在加库存周期催化下迎来上行阶段；另一

方面，由于建党 100 周年和“禁废令”影响造纸行业可能迎来额外催化，从而导致需求预期抬

升；同时，降价低位运行助力浆纸系公司盈利恢复，2021年有望迎来纸价持续上涨。原材料方

面，全球木浆新增产能放缓，海外疫情控制落后于国内，2021年，预计浆价仍将低位运行，有

助于浆纸系公司盈利恢复。 

盈利能力 

2020 年以来，营业收入累计同比降幅逐月收窄，利润总额逐步扩大，盈利能力逐步修

复。随着“禁废令”等各项环保政策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及疫情影响倒逼清退大量盈利能力

薄弱的中小纸企，行业整体供给结构将不断优化，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 

盈利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造纸行业营业收入累计为 13,012.70亿元，

同比下降 2.20%；利润总额累计为 826.70亿元，同比增长 21.20%。2020 年以来，营业收入累

计同比降幅逐月收窄，利润总额逐步扩大，盈利能力正在逐步修复。2020 年上半年，利润总额

月环比增幅保持在 20%以上，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由负转为 0，利润总额追平上年同期规模。

2020 年 7月以来，营业收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利润总额累计值同比增速持续大幅提升，

盈利能力持续增强。2020 年第四季度，受益教辅教材招投标陆续开启，文化纸旺季到来，文化

纸价格提价进一步落地。白卡纸伴随行业格局改善，龙头协同性提升，纸厂坚决推涨，价格继

续落地。2020 年 12 月，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21.20%，增速较 2020 年 6 月提升 21.20 个百

分点。行业毛利率方面，2020 年四季度当季毛利率分别为 14.85%、13.98%、14.10%和 16.24%，

较 2019年各期均有所提升。 

展望 2021 年，随着“禁废令”等各项环保政策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及疫情影响倒逼清退

大量盈利能力薄弱的中小纸企，行业整体供给结构将不断优化，行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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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年以来造纸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左轴）及同比增速（右轴）  

 
数据来源：Wind，大公资信整理 

债市分析 

2020 年，造纸行业发债规模降幅较大，发行品种以可转债为主，存续债券到期期限相

对分散；预计 2021年，造纸行业债券发行规模提升空间较小，债券融资规模将继续收紧，

债务偿还压力较小。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造纸行业共发行债券 13只，较 2019年持平，发行总额为 103.30

亿元，较 2019年减少 194.66亿元。主观原因是在前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淘汰落后产能的影

响下，2020年造纸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放缓，企业资金需求量下降，同时企业自身也存在主

动降杠杆、优化债务结构的需求；客观原因方面，造纸行业正处于持续淘汰落后产能阶段，加

之资本市场资金并不倾向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在金融监管趋严，去杠杆化的大背景下，

造纸行业内发债企业也面临着发行难度加大等问题。 

发行债券的品种方面，2020年，造纸行业新发债券中可转债占主要部分，发行总额为 34.30

亿元，占比 33.20%；其次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 31.00 亿元，占比 30.01%；再次为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 13.00亿元；剩余为普通公司债和私募债，分别为 16.00亿元和 9.00

亿元。 

发债主体方面，2020 年，造纸行业发债主体一共 10 家，主体级别为 AAA、AA+、AA、AA-

和 A+的家数分别为 1 家、4 家、3 家、1 家和 1 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其中金光纸业共发行 2

期资产支持证券“金供链 2A”和“金供链 2B”，总额为 31.00亿元，金光纸业 2020年发行资

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规模较 2019年减少 197.10亿元；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一期可转债“裕同转债”，规模为 14.00亿元；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一期可转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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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转债”，规模为 12.80亿元，其他新发债券规模相对较小。整体来看，2020年造纸行业新发

债规模大幅减少，新增发行债券的主体较为分散。 

表 3  2020年造纸行业新发债情况（单位：亿元、年、%） 

证券简称 发行人中文名称 
发行起始日

期 

发行 

总额 

债券

期限 

主体

评级 
利率 

20 金东纸业 SCP002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0-12-24 3.00  0.74  AA+ 5.96 

20 金桂 02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2020-12-15 8.00  5.00  AA+ 7.50 

20 金东纸业 SCP001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01 2.00  0.49  AA+ 4.90 

景兴转债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08-31 12.80  6.00  AA 0.30 

20 桓台 01 桓台县金海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08-05 9.00  3.00  AA 6.60 

金供链 2A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0-07-17 29.45  1.77  AAA 5.50 

金供链 2B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0-07-17 1.55  1.77  AAA - 

胜达转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07-01 5.50  6.00  AA- 0.50 

20 金红叶(疫情防控

债)SCP001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05-06 5.00  0.74  AA 6.00 

20 金桂 01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2020-04-29 8.00  5.00  AA+ 7.50 

20 鲁晨鸣 SCP00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21 3.00  0.74  AA+ 6.50 

裕同转债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4-07 14.00  6.00  AA+ 0.40 

翔港转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2-28 2.00  6.00  A+ 0.50 

数据来源：Wind，大公资信整理 

截至 2020 年 12月末，造纸行业存续债券规模为 562.26亿元，其中资产支持证券 259.10

亿元，占比为 46.08%；可转债、公司债及中票规模分别为 97.16亿元、93.00 亿元和 93.00亿

元，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规模均为 10.00 亿元。期限方面，存续债券主要集中于 5～10 年及

1～3年内到期，分别为 333.26 亿元和 138.00亿元，占比分别为 59.27%和 24.54%，若考虑行

权期限，1～3年内到期为 138.00亿元，占比为 24.54%；5～10年到期的债券中除去 228.10亿

元资产支持证券以外，剩余到期规模为 105.16亿元，占比为 18.70%，造纸行业存续债券到期

期限相对分散。其中，1年内到期的债券金额为 10.00 亿元，占比为 1.78%，预计 2021年行业

整体偿债压力较小。 

表 4  截至 2020年 12月 10 日造纸行业存续债券期限结构（单位：亿元、%） 

项目 ≤1年 （1，3]年 （3，5]年 （5，10]年 合计 

金额 10.00  138.00  81.00  333.26  562.26  

占比 1.78  24.54  14.41  59.27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资信整理 

造纸行业目前供需相对平衡，新增产能空间较小，造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较弱，并且

在持续去杠杆背景下，造纸企业更加注重内涵增长，另一方面，造纸企业债券发行难度及成本

较高的局面仍难以改善，预计 2021 年，造纸行业债券市场整体发行规模提升空间较小，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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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规模将继续收紧，行业整体偿债压力较小。 

信用质量 

2020 年，造纸行业发债主体较为集中，晨鸣纸业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其他发债企业

级别较为稳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2021 年，需关注在淘汰落后产能及环保政策趋

严背景下，中小型纸企逐步被整合和淘汰，其偿债能力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从存续债发行主体来看，造纸行业存续债发债主体共 17 家企业，其中级别为 AAA、AA+、

AA 的各有 1 家、6 家和 6 家，级别主要集中在 AA 和 AA+。按照存续债规模看，则主要集中于

金光纸业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纸业”）这两家企业，存续债规

模分别为 344.10 亿元和 62.00 亿元，在存续债中合计占比为 72.23%，级别分别为 AAA和 AA+，

其中金光纸业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造纸企业，纸品种类多样，具有显著的规模、技术和品牌优

势，经营状况较好且盈利能力较强，存续债主要为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为 228.10 亿元，期限均

在 10 年以上，其余存续债到期主要集中在 3 年以内，规模为 91.00 亿元；晨鸣纸业存续债主

要集中在 3年内到期，规模为 31.00亿元。整体看，造纸行业存续债发行主体较为集中。 

2020 年以来，造纸行业无债券违约，发债企业中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

级别由 AA 调高至 AA+，晨鸣纸业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纸价下行导致主

营业务盈利水平有所下降，且融资租赁业务减值损失继续侵蚀晨鸣纸业毛利润，2020年 12月

30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晨鸣纸业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其他发债企业主

体级别及债项级别均未变动，整体信用水平较为稳定。 

预计 2021 年，造纸行业盈利能力有望提升，行业信用水平仍将保持稳定。但需关注，我

国造纸行业目前市场集中度仍相对较低，并且很多纸制品企业脱胎于国有或集体的县级造纸厂，

中小企业众多，在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以及环保政策趋严的背景下，纸制品企业将加快并购

重组步伐，行业集中度也将持续提升，中小型纸企逐步被整合和淘汰，其偿债能力亦将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