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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主要观点 本周策略 上周策略

纸浆

估值上看，本周纸浆盘面趋弱运行，海运费大幅上涨，针阔价
差高位整理，我们认为当前纸浆估值仍偏中高。驱动上看，近
期进口针叶浆现货市场供应尚可，盘面随行就市调整，高价成
交匮乏。9月外盘报价持稳为主。下游白卡纸市场稳中上扬，龙
头纸企通知9月1日起上调所有产品200元/吨，但国废价格震荡
下行，成本面利好支撑减弱，白板纸市场观望氛围浓厚。文化
用纸报价暂稳，纸企整体出货改善不大，终端需求不足，下游
库存消耗有限，市场交投无明显改善。生活用纸市场供需改观
有限，纸企开工不足，部分纸企受利润影响提涨意愿仍存。本
周国内主港纸浆港口库存共197万吨，环比减少2.3万吨，降幅
1.15%。整体上看，当前国内外宏观面纷纭复杂，诡谲多变。国
外疫情的失控以及应对上的躺平方式使得经济复苏阴影重重。
纸浆长周期看空是业内共识，但分歧点在于什么时候开始崩盘
式暴跌。近期离岸人民币升值，对纸浆形成利空，且纸浆基本
面无有力支撑，下游需求不温不火，盘面震荡依旧，操作上建
议观望，激进者保持逢高做空思路滚动操作。

期货单边观望；
激进者保持逢高做
空思路滚动操作

期货单边观望；
买现货抛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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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浆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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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受美联储taper预期影响，市场情绪趋弱，外加当前纸浆下游旺季不旺，终端需求持续低迷，本周纸
浆盘面震荡走弱。截止8月27日，纸浆期货主力合约sp2110收盘价6074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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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进口针叶浆市场报价部分品牌价格宽幅走低，市场成交氛围一般。阔叶浆市场出货略有好转，下游采
买情绪较前期有所增加。截至8月27日，主流针叶浆市场价6200元/吨，阔叶浆市场价4650元/吨。



二、纸浆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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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浆发运量及库存天数 针叶浆、阔叶浆发运量及其库存天数

⚫ 6月全球纸浆发运量447.68万吨，较5月（数据为423.54万吨）增幅5.7%。全球库存天数41天，较上月
（40天）增长2.5%。其中针叶浆发运量193.9万吨，库存40天；阔叶浆239.6万吨，库存42天。

6月全球木浆库存天数环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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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港口木浆库存情况 欧洲港口库存走势

⚫ 据Europulp数据显示，2021年7月份欧洲港口纸浆月末库存量环比下降3.65%，同比下降34.39%，库存总量
由6月末的108.16万吨下跌至104.21万吨。7月末，欧洲各国家库存量表现不一。

⚫ 整体来看，7月欧洲港口库存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7月欧洲港口木浆库存继续走弱

Jun-21
（吨）

Jul-21
（吨）

月环比 涨跌幅度

NL/B 397,121 370,444 -26,677 -6.72%

F/CH 91,754 62,486 -29,268 -31.90%

UK 30,013 34,464 4,451 14.83%

GER 139,635 141,674 2,039 1.46%

IT 317,202 346,277 29,075 9.17%

SP 105,878 86,802 -19,076 -18.02%

Total MT 1,081,603 1,042,147 -39,456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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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纸浆进口统计 纸浆进口量走势

⚫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7月纸浆进口量为225.2万吨,环比减少10.39%，同比减少11.23%。进
口金额1760.5百万美元，环比减少4.78%，同比上涨33.98%，平均单价为781.75美元/吨。中国2021年1-7月
纸浆进口量为1806.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5.21%。

7月纸浆进口走弱明显，纸浆供应量偏紧张

进口量（万吨） 225.2

进口量环比（%） -10.39

进口量同比（%） -11.23

月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1760.5

进口均价（美元/吨） 781.75

累计进口量（万吨） 1806.7

累计进口量同比（%）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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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针浆进口量 阔叶浆进口量

⚫ 据纸业联讯报道，7月国内针叶浆进口量约70.50万吨，环比下降3.52%，同比上升1.58%。1-7月累计进口量
同比增加约0.71%。

⚫ 6月国内阔叶浆进口量约83.61万吨，环比下降16.09%，同比下降36.56%。1-7月累计进口量同比下降约
8.02%。

⚫ 整体来看，7月进口针叶浆环比走弱，但仍高于同期水平；而阔叶浆进口则大幅下跌。

7月针叶浆进口环比走弱，但高于同期水平；阔叶浆进口大幅下跌



产品 区域 8月26日
（元/吨）

8月19日
（元/吨）

周环比
（元/吨）

涨跌幅度

箱板纸 全国均价 4831 4828 3 0.06%

瓦楞纸 全国均价 4140 4137 3 0.07%

白板纸 250g 4870 4856 14 0.29%

白卡纸 250—400g 6310 6310 0 0.00%

双胶纸 全国均价 5435 5454 -19 -0.35%

铜版纸 全国均价 5611 5700 -89 -1.56%

生活纸 河北地区 6100 6200 -10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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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浆成品纸现货价格震荡走弱

纸浆下游纸制品价格走势

⚫ 当前木浆系成品纸市场稳中偏弱运行，市场交投偏弱，旺季不旺，终端需求无明显改善，观望情绪浓郁。本
周木浆系成品纸价格除白卡纸持稳外，生活用纸、文化用纸均有走弱。

⚫ 但在浆价高企压力下，纸企提涨意愿仍存，利多市场心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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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卡纸利润测算 生活用纸利润测算

⚫ 本周下游大部分纸企报价维稳，个别纸企纸价根据出货情况小幅调整。目前终端需求无明显改善，下游库
存消耗有限。因近期纸浆现货价格趋弱整理，各品种纸价格企稳为主，本周纸企利润基本持平上周。

⚫ 其中，白卡纸、生活用纸利润低位整理。

下游利润基本持平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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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胶纸利润测算 铜版纸利润测算

⚫ 本周下游大部分纸企报价维稳，个别纸企纸价根据出货情况小幅调整。目前终端需求无明显改善，下游库
存消耗有限。因近期纸浆现货价格趋弱整理，各品种纸价格企稳为主，本周纸企利润基本持平上周。

⚫ 其中，双胶纸价格逼近成本线，纸企利润维持在近零水平；铜版纸利润较上周继续走弱。

下游利润基本持平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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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卡纸开工情况 生活用纸开工情况

⚫ 本周规模纸企报价维稳，出货平平，终端需求不佳，下游原纸库存消耗有限，部分纸企开工逐渐恢复，但
开工依旧处于低位水平。

⚫ 其中，白卡纸开工率趋稳运行，生活用纸因部分地区市场交投尚可，下游工厂部分补库，开工率有所走高。

白卡纸开工率趋稳，生活用纸开工率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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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胶纸开工情况 铜版纸开工情况

⚫ 本周规模纸企报价维稳，出货平平，终端需求不佳，下游原纸库存消耗有限，部分纸企开工逐渐恢复，但
开工依旧处于低位水平。

⚫ 其中，双胶纸部分纸企开工逐渐恢复，铜版纸个别纸企部分产线停机/检修，短期供应或有所减少。

文化用纸开工率继续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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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针浆进口利润测算 漂阔浆进口利润测算

⚫ 目前加拿大针叶浆美金报价860美元/吨附近，加上港杂费150元/吨，进口成本在6500元/吨左右，主流针叶
浆报价6250元/吨，木浆进口利润较先前的大幅倒挂，已有较好修正，外盘报价持续走弱，使得市场对于后

续纸浆的上涨驱动不是特别乐观，目前进口利润虽维持倒挂，但整体来看，进口木浆利润已有较大好转，
不利于纸浆高位震荡。

进口针叶浆利润小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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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木材与纸浆期货走势

⚫ 6月初CME木材开始出现持续性、趋势性的崩盘式下跌，继上周CME木材开始小幅回调后本周CME木材
企稳运行为主，但在宏观面影响下，市场情绪转弱，空势未改。

⚫ 当前CME木材已难对纸浆有强劲的利好支撑。

CME木材空势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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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海运费 人民币及纸浆盘面走势

海运费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人民币汇率区间震荡

⚫ 当前德尔塔变种病毒导致全球疫情恶化，北美、欧洲等主要目的地港口遭受疫情重创，周转效率下降，多
地港口出现海运“一箱难求”的状况，港口运力减弱，供应链混乱，近期海运费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 本周美联储缩减预期对市场情绪造成较大影响，美元指数跌破93.0关口，离岸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纸浆盘
面形成利空影响。



⚫ 据不完全统计，本周国内主港纸浆港口库存共197万吨，环比减少2.3万吨，降幅1.15%。
⚫ 具体来看，本周青岛港纸浆总库存108.3万吨，环比减少0.2万吨，降幅0.18%。常熟港纸浆总库存66.7万吨，

环比减少0.3万吨，降幅0.45%。高栏港纸浆总库存6.6万吨，环比减少0.6万吨，降幅8.33%。保定地区纸浆
总库存6.8万吨，环比减少0.1万吨，降幅1.45%。天津港纸浆总库存8.6万吨，比减少1.1万吨，降幅11.34%。

⚫ 整体来看，当前纸浆港口库存高位整理逻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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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港口库存走势

国内港口库存小幅下调

国内各港口纸浆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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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期货库存 纸浆注册仓单数量

纸浆交易所期货库存继续突破新高

⚫ 本周交易所期货库存震荡走高，突破新高。

⚫ 本周纸浆注册仓单数量突破新高，当前纸浆仓单高企，或对后续纸浆仓单回落形成较大的利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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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期现基差走势

⚫ 本周纸浆期货盘面趋弱整理，进口针叶浆市场报价部分品牌价格宽幅走低。在期现双弱的驱动下，纸浆期
现基差较先前有较大回落，回归历史均值，目前无期现套利机会。

期现基差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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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针-漂阔价差 8-9价差

漂针-漂阔价差高位整理，主力合约换月，近强远弱逻辑不变

⚫ 本周纸浆盘面弱势整理，针叶浆现货跟随盘面调整，进口阔叶浆多根据现货市场报价，当前针阔价差在
1500元/吨左右，相较历史均值仍处于高位，后续或有所回归，可留意针阔价差回归的投资机会。

⚫ 本周纸浆期货主力合约换月，09合约进入交割月，从交割月逻辑来看，当前近强远弱格局不变。



⚫ 8月16日，隆众资讯报道：依利姆新一轮俄浆外盘报价：针叶浆海运面价860美元/吨，阔叶浆海运面价
660美元/吨，本色浆海运面价600美元/吨。

⚫ 8月17日，隆众资讯报道：2021年8、9月份巴西Suzano阔叶木浆外盘最新报价为660美元/吨，持平上月。
⚫ 8月18日，隆众资讯报道：智利Arauco公司9月报价调整：银星860美元/吨，金星770美元/吨，明星655

美元/吨，明星较上期报价下调15美元/吨，其他报价无调整。
⚫ 8月24日，隆众资讯报道：Sodra2021年9月份针叶浆森林外盘价格为830美元/吨，较上期报价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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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外盘报价

⚫ 依利姆新一轮俄浆外盘报价：
针叶浆海运面价860美元/吨，
阔叶浆海运面价660美元/吨，
本色浆海运面价600美元/吨。

外盘报价持稳为主

8月16日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24日

⚫ 2021年8、9月份巴西
Suzano阔叶木浆外盘
最新报价为660美元/
吨，与上月持平。

⚫ 智利Arauco公司9月报价调整：
银星860美元/吨，金星770美元/吨，
明星655美元/吨，明星较上期报价
下调15美元/吨，其他报价无调整。

⚫ Sodra2021年9月份

针叶浆森林外盘价
格为830美元/吨，
较上期报价持稳。



博弈焦点：外盘持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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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9月份巴西Suzano阔叶木浆外盘最新报价为660美元/吨，与上月持平。
⚫ 依利姆新一轮俄浆外盘报价：针叶浆海运面价860美元/吨，阔叶浆海运面价660美元/吨，本色浆海运面价

600美元/吨，持平上月。
⚫ 智利Arauco公司9月报价调整：银星860美元/吨，金星770美元/吨，明星655美元/吨，明星较上期报价下调

15美元/吨，其他报价无调整。
⚫ Sodra2021年9月份针叶浆森林外盘价格为830美元/吨，较上期报价持稳。
⚫ 9月外盘报价陆续公布，进口针叶浆持稳为主，进口阔叶浆暂未完全公布，目前阔叶浆现货市场趋弱整理为

主，预计阔叶浆外盘报价大概率向下驱动。



三、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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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上，近期进口针叶浆现货市场供应尚可，盘面随行就市调整，高价成交匮乏。9月外
盘报价持稳为主。下游白卡纸市场稳中上扬，龙头纸企通知9月1日起上调所有产品200元/吨，

但国废价格震荡下行，成本面利好支撑减弱，白板纸市场观望氛围浓厚。文化用纸报价暂稳，
纸企整体出货改善不大，终端需求不足，下游库存消耗有限，市场交投无明显改善。生活用
纸市场供需改观有限，纸企开工不足，部分纸企受利润影响提涨意愿仍存。

国内消息方面，本周央行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会议指出，央行将继续做
好跨周期设计，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信贷工作，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提振效应或于8月显现，市场普遍看好年
内再降准。

国际宏观层面，本周随着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的到来，市场持续关注鲍威尔是否会释放缩减
债券购买的信号，美元指数高位震荡，离岸人民币升值，在宏观层面影响下，市场情绪反复，
商品市场趋弱震荡。

整体上看，当前国内外宏观面纷纭复杂，诡谲多变。国外疫情的失控以及应对上的躺平方式
使得经济复苏阴影重重。纸浆长周期看空是业内共识，但分歧点在于什么时候开始崩盘式暴
跌。近期离岸人民币升值，对纸浆形成利空，且当前纸浆基本面无有力支撑，下游需求不温
不火，盘面震荡依旧，操作上建议观望，激进者保持逢高做空思路滚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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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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