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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月木浆市场行情回顾  

1.1 国际、国内木浆市场行情回顾  

1.1．1 全球木浆库存天数 

12月全球纸浆发运量493.37万吨，较11月（数据为444.88万吨）上涨10.9%，较去年同期下降4.8%。 

库存35天，较上月（37天）下降2天，较去年同期（37天）下降2天。其中针叶浆发运量205.07万吨，库存35

天；阔叶浆271.2万吨，库存35天。 

1.1.2 欧洲纸浆港口库存情况 

据Europulp数据显示，2021年2月份欧洲港口纸浆月末库存量环比下降1.08%，同比下滑18.05%，库存总量由

1月末的126.85万吨下降至125.48万吨。2月末，欧洲各国家库存量增减互现，其中荷兰/比利时、英国库存较1

月末增加，其余国家库存量较1月末均下降。2021年1-2月，欧洲纸浆库存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1.1.3 进口木浆外盘价格统计 

表 1  进口针叶浆美金报盘统计 

单位：美元/吨 

品种 品牌 产地 价格条款 报盘 涨跌 报盘时间 

漂针浆 

狮牌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1000 - 2021.04 

月亮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980 - 2021.04 

凯利普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950 - 2021.02 

银星 智利 CFR中国主港 900（面价） 90 2021.03 

北木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1010 - 2021.04 

俄针 俄罗斯 陆运和海运 1000  2021.04 

马牌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965 - 2021.03 

芬宝 芬兰 CFR中国主港 980 80 2021.03 

来源：隆众资讯 

表 2  进口阔叶浆美金报盘统计 

单位：美元/吨 

品种 品牌 产地 价格条款 报盘 涨跌 报盘时间 

 

漂阔浆 

小叶相思 印度尼西亚 CFR中国主港 700 - 2021.2 

小鸟 巴西 CFR中国主港 780 60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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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 智利 CFR中国主港 780 50 2021.04 

金鱼 巴西 CFR中国主港 800 80 2021.04 

 布阔 俄罗斯 CFR中国主港 800 50 2021.04 

来源：隆众资讯 

表 3  进口本色浆美金报盘统计 

单位：美元/吨 

品种 品牌 产地 价格条款 报盘 涨跌 报盘时间 

 

本色浆 

金星 智利 CFR中国主港 780 +80 2021.03 

乌本块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620 +50 2021.03 

来源：隆众资讯 

 

 

表 4  进口化机浆美金报盘统计 

单位：美元/吨 

品种 品牌 产地 价格条款 报盘 涨跌 报盘时间 

化机浆 

昆河（白度 75）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650 - 2021.03 

佳维（白度 75）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650 - 2021.03 

骑士 加拿大 CFR中国主港 530 - 2021.02 

来源：隆众资讯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DATA |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4 

1.2 漂针浆期货市场回顾 

图 1 上期所纸浆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格走势图 

 
来源：隆众资讯 

2018 年 11 月 27 日，漂白针叶浆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SP1906、SP1907、SP1908、SP1909、

SP1910、SP1911合约的挂盘基准价为 5980 元/吨，主力合约为 SP1906。2019年 8 月 12 日主力合约切换为 

SP2001。2019年12月16号切换主力合约为SP2005。 

3月漂白针叶浆期货主力合约先涨后跌，上海期货交易所纸浆期货主力合约sp2105主力合约3月31日开盘价

6780元/吨，最高价6846元/吨，最低价6590元/吨，收盘价6630元/吨，较上一工作日跌168元/吨，结算价6758

元/吨，2105持仓量150900手，较上一工作日减9382手。 

第二章 本月国内进口木浆市场行情回顾 

2.1 国内进口木浆市场行情 

2.1.1 本月进口木浆市场回顾 

图 2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月进口木浆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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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隆众资讯 

3月现货纸浆市场价格滞涨下跌，市场部分贸易商积极报盘销售，但下游原纸厂家接货意愿不强，市场实际

成交十分有限，业者询价为主。具体而言，山东地区主流针叶浆市场参考价为6850元/吨，与月初（参考价为7400

元/吨）针叶浆山东地区市场参考价相比下跌550元/吨，跌幅7.43%；山东地区主流阔叶浆市场参考价为5350元/

吨，与月初（参考价为6200元/吨）阔叶浆山东地区市场参考价相比下跌850元/吨，跌幅13.71%。隆众资讯分析

浆价浮动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3月纸浆期货主力合约弱势震荡下跌，现货纸浆价格受其影响紧跟下跌，目前主

流针叶浆跌破7000元/吨，纸浆价格重心下移趋势明显；二是3月中旬之后国际纸浆外盘陆续报出，本次外盘虽提

涨浆价，但与国内现货市场价格相近，对浆市提振效果有限；三是3月国内下游生活纸陆续发布停机函观望市场，

市场采购十分有限，文化纸、白卡纸虽陆续发布涨价通知，但终端落实情况有待观察，对浆市无明显利好支撑。 

2.1.2 本月针叶浆市场回顾 

表5 国内进口针叶浆现货代表地区及品牌价格统计 

单位：元/吨 

地区 产地 品牌 上月价格 本月价格 涨跌 

华东地区 

加拿大 马牌 7300 6900 -400 

加拿大 月亮 7300 6950 -350 

智利 银星 7250 6850 -400 

加拿大 凯利普 7350 6950 -400 

加拿大 北木 7400 7100 -300 

华南地区 

加拿大 马牌 7350 6900 -400 

加拿大 月亮 7350 6950 -400 

智利 银星 7250 6850 -400 

加拿大 凯利普 7350 69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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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产地 品牌 上月价格 本月价格 涨跌 

加拿大 北木 7450 7150 -300 

备注：华东地区为山东、江浙沪地区；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价格仅供参考。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针叶浆市场价格震荡下跌，市场成交延续清淡，部分业者低价出售，但下游原纸厂家多持观望态度，市

场侧重实单实谈。隆众数据显示，山东地区银星含税价6850元/吨，较2月下跌400元/吨。 

表6 国内进口阔叶浆现货代表地区及品牌价格统计 

单位：元/吨 

地区 产地 品牌 上月价格 本月价格 涨跌 

华东地区 

巴西 金鱼 6000 5350 -650 

巴西 鹦鹉 6000 5350 -650 

巴西 小鸟 5900 5300 -600 

智利 明星 5850 5350 -500 

俄罗斯 布阔 5700 5200 -500 

华南地区 
巴西 金鱼 6000 5350 -650 

巴西 鹦鹉 6000 5350 -650 

备注：华东地区为山东、江浙沪地区；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价格仅供参考，不排除有低于盘面价格存在。                    来源：隆众资讯 

本月阔叶浆市场受针叶浆价格下跌以及针叶、阔叶浆联动性的影响，阔叶浆市场价格亦下跌，市场业者报盘

积极，但出货情况一般，下游纸厂采购延续刚需，市场成交延续小单为主。月末山东、江浙沪地区鹦鹉含税价5350

元/吨，较上月报盘下降650元/吨，广东地区报价亦下跌，巴桉含税报盘5350元/吨，价格较上月下跌650元/吨。  

表7 国内进口本色浆和化机浆现货代表地区及品牌价格统计 

单位：元/吨 

地区 品种 产地 品牌 上月价格 本月价格 涨跌 

 华东地区 

本色浆 智利 金星 6400 6400 0 

本色浆 俄罗斯 乌本块 4650 4650 0 

化机浆 加拿大 昆河 4450 4450 0 

华南地区 
本色浆 智利 金星 6400 6400 0 

本色浆 俄罗斯 乌本块 4650 4650 0 

备注：华东地区为山东、江浙沪地区；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                                                          来源：隆众资讯 

3月进口本色浆市场受针叶浆、阔叶浆市场行情整体变动有限，业者报盘积极性一般，但市场出货情况一般，

市场高价成交清淡运行，部分业者亦根据自身情况出货，市场实际成交倾向实单实谈。进口化机浆现货市场价格

窄幅盘整，浆价较2月份整体维稳，业者报盘刚需为主，据悉，市场成交偏少，市场整体淡稳运行，山东地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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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含税报价4450元/吨。  

2.1.3 本月俄浆市场回顾 

2021年4月俄罗斯伊依利姆4月外盘报价公布，针叶浆1000美元/吨，阔叶浆800美元/吨，乌本块1号650美元/

吨。新一轮外盘价格针叶浆上扬100美元/吨，但与现货浆价接近。国内现货市场因期货大幅下跌，市场价格跟跌，

实际成交稀疏，业者报盘延续清淡运行，市场多刚需成交为主。月底俄针叶浆市场含税价：东北地区6700元/吨，

河北地区6700元/吨，河南地区货少，港口地区6700元/吨。布阔货少，报盘偏少。 

以上价格仅为参考价，因各家供货及资金情况不同，不排除商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售价现象存在，因此低于

或高于盘面价格均有可能存在。 

2.2  本月国产木浆市场价格统计 

表 8 国产部分木浆厂家统计 

单位：元/吨 

浆厂名称 浆种 本月报盘 涨跌 备注 

森博 阔叶浆 5500 -300 正常排产 

湛江晨鸣 阔叶浆 -- -- 自用为主 

鼎丰 竹木混浆 5200 0 到厂含税价 

云南云景 阔叶浆 5500 -300 正常排产  

江苏王子 阔叶浆 5500 -300 正常排产 

恒联 杨木化机浆 -- -- 厂家搬迁停产 

龙丰 杨木化机浆湿浆 3500 0 日产 300-350吨 

瑞丰 杨木化机浆浆板 3500 0 含税价 

中茂圣源 杨木化机浆湿浆 3450 0 出厂含税价 

备注：以上价格均为含税报价。                                                                                     来源：隆众资讯 

3月份国产木浆市场供需基本平稳，业者报盘受进口浆影响，价格下跌，市场成交较3月份维稳为主。本月国

产纸浆厂供需基本维持平稳，浆厂开工下半月明显出现下滑，主要是受进口浆价格下跌影响，库存本月整体先降

后稳。本月由于进口纸浆价格出现明显下跌，国产纸浆价格受此影响，部分浆厂下调浆价300元/吨，进口浆出货

情况一般，部分中小纸厂延续采购国产纸浆，国产浆市场出货能力变动较上月不明显，本月下旬国产浆出现去库

缓慢的情况。隆众资讯分析，国产纸浆价格受进口纸浆市场影响，短期内国产浆价格区间震荡整理。 

2.3 本月国产非木浆市场回顾 

图 3 非木浆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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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隆众资讯 

3月非木浆市场价格区间震荡走势为主，市场接货能力较2月份表现一般。本月非木浆市场价格震荡下跌，市

场内由于进口木浆价格区间下调，且部分厂家调低报价，浆价出现微调，下游纸厂备货积极性一般，市场成交状

况较前期变动不明显。截至3月31日，漂白竹浆含税出厂报价5600元/吨。广西地区甘蔗浆市场价格下跌，截至3

月31日，漂白甘蔗浆湿浆含税出厂报价3900-5400元/吨，较2月底下跌200-250元/吨。辽宁地区漂白苇浆价格维

稳运行，湿浆含税出厂价4200元/吨，漂白苇浆浆板含税出厂价4500元/吨，供应长协客户为主。隆众分析，受进

口浆价下跌影响，非木浆市场价格区间调整为主。 

表9  国产非木浆主要浆厂价格统计 

单位：元/吨 

浆种 厂家名称 
本月价格 

涨跌 备注 
湿浆  浆板 

漂白甘蔗

湿浆 

广西博冠 

 

3900 

 

5400 0/0 正常排产 

广西贵糖 4000 5400 0/0 正常排产，开工 7成 

农垦天成 4000 -- 0 日产 150 吨 

广西东塘 4000 -- 0 正常排产 

广西凤糖 -- -- 0 正常排产 

漂白竹浆

板 

四川永丰浆纸 5600 -200 正常排产 

银鸽竹浆 5600 -200 正常排产 

赤天化竹浆 5600 -200 正常排产                                                                                                            

凤生竹浆 -- -- 全部自用，暂未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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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种 厂家名称 
本月价格 

涨跌 备注 
湿浆  浆板 

漂白甘蔗

湿浆 
广西博冠 

 

3900 

 

5400 0/0 正常排产 

漂白苇浆

板 
辽宁振兴生态 4200 4500 +300/+400 正常排产 

备注：以上价格均为含税报价。                                                             来源：隆众资讯 

第三章 纸浆市场供应分析 

3.1 纸浆进口量分析 

表10 2021年1-2月 中国纸浆进口量统计 

时间 2021年 1-2月 2020年 1-2月 同比±% 环比±% 累计比去年同期±% 

数量（万吨） 533.3 468.9 14 - 14 

金额（百万美元） 2860.1 2415.5 18.6 - 18.6 

来源：隆众资讯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1年 1-2月纸浆进口量为 533.3万吨,同比增加 14%。进口金额 2860.1

百万美元，平均单价为 536.3美元/吨，同比上涨 18.6%。中国 2021年 1-2月纸浆进口量为 533.3万吨,较上年

同期增加 14%。 

3.2 国内港口库存分析 

图 4国内主流港口库存统计 

 
来源：隆众资讯 

据不完全统计，3月下旬，青岛港纸浆总库存约98.3万吨，其中，港内库存50.3万吨，港外约4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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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3月下旬，常熟港纸浆总库存约68万吨，较3月中旬下降0.5万吨，跌幅0.73%。 

据不完全统计，3月下旬，高栏港纸浆总库存约5.2万吨，较3月中旬上涨1.1万吨，涨幅26.83%。 

第四章 纸浆下游相关产品走势情况分析 

4.1 本月文化纸市场分析 

据隆众资讯数据监测，3月份70g双胶纸含税均价约为6630.65元/吨，环比增幅14%，同比增幅7.64%。双胶纸

整体市场稳中上移。隆众分析，本月双胶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月初规模纸企积极落实涨价，报价坚

挺，主流含税到货参考价均在7000元/吨以上；二、中小型纸厂实单多商谈为主，报价普遍在6000-6400元/吨；

三、市场整体高位报盘，走货速度放缓，经销商库存高位，下游终端市场观望心态占主流，多刚需补库；四、月

中中小型纸厂价格多稳定为主，倾向实单实谈，个别纸企有小幅回调现象；部分地区经销商月底受资金影响，有

低价出货现象；五、社会订单虽未见明显好转，但值文化纸旺季，党建用纸及教辅教材出版招标已经开始，市场

整体需求有一定增量；六、规模纸企挺价意愿强烈，下月仍有上调计划，预计主流价格涨幅在500-700元/吨，上

游纸浆震荡运行，依旧处于高位水平，成本面有一定支撑。 

据隆众资讯数据监测，3月份157g铜版纸含税均价约为7212.10元/吨，环比增幅14%，同比增幅25.07%。铜版

纸市场大幅上行。隆众分析，本月铜版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一、纸厂报价坚挺，出货情况一般，实际成交相

对灵活；二、下游印厂多刚需采购，需求未见明显好转，市场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博弈明显；三、经销商积极配

合纸厂调价，高位报盘，现市场报价较为混乱；四、月底纸企涨价意向明显，4月份价格上调500元/吨，提振市

场信心；五、上游纸浆价格震荡整理，成本有一定支撑。 

预计：4月份规模纸企涨价意向强烈，预计提涨500-700元/吨不等，实际成交情况有待落实，中小型纸企价格

稳定为主；经销商随行就市，多去库为主，下游印厂刚需采购，高价情况下社会订单增量有限，市场交投有限。 

4.2 本月包装纸市场分析  

据隆众监测价格显示，3月份250-400g白卡纸含税均价约9910元/吨，环比上涨21.26%，同比上涨65.81%。3

月份各纸厂相继上调白卡纸接单价格至9810-10210元/吨，市场价格不断上移，由8500-8800元/吨涨至9500-10000

元/吨。隆众分析本月白卡纸上涨原因如下：一、供应格局稳定，头部企业保持涨价态度，市场交投博弈为主；

二、木浆价格上涨，成本面对白卡纸价格上涨支撑增强；三、依旧是政策面利好，对于长期白卡纸消费看好，但

本月终端需求不旺，下游刚需为主，成交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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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龙头纸企仍有涨价计划，但考虑到目前价位及需求状况，预计4月份涨价压力更大，交投仍以刚需为主，

在纸厂无减产情况下，产销压力将增加。 

4.3 本月生活纸市场分析  

隆众监测价格显示，3月木浆原纸市场稳中下行。截至3月31日，河北木浆大轴市场主流价在6500-6600元/

吨，山东木浆大轴市场主流价在7100-7200元/吨，四川竹浆大轴市场主流价在7200-7300元/吨，广西地区甘蔗浆

大轴市场主流价在6000-6100元/吨。本月全国木浆原纸均价为6887.10元/吨，环比上月下降0.41%。影响价格走

势的原因：第一，市场交投寡淡，纸企库存承压，受成本、库存高压影响，河北地区纸企大量停机保价，让利吸

单，价格下调幅度在5.71%左右；第二，下游仍谨慎观望，采购多以刚需为主，市场需求不足，在市场出货不济

的影响下，工厂囤货心态较低；第三，大型纸企价格上调，提振市场信心，业者心态面较为良好。纸浆市场震荡

下行，成本方面支撑有限。 

隆众分析，部分纸企已计划于4月1日价格上调300元/吨，预计4月份受成本影响，叠加河北蒸汽受限，业者

提涨心态较浓，纸价呈上行趋势，但市场需求实际不足，建议业者4月份密切关注下游需求状况。 

第五章 纸浆后期价格走势分析  

5.1  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供应：3月下旬，青岛、常熟、高栏纸浆库存合计175.3万吨，环比下降5.41%，较去年同期下降9.45%，港口

库存窄幅去库，高库存成常态，对浆价影响有限。  

成本：本月汇率浮动在6.57上下，贸易环节浆价处于盈亏平衡线之上，浆价整体维持在成本线附近震荡。  

预测：4月浆价区间震荡整理为主。纸浆期货回调氛围逐渐浓厚，价格重心下移趋势明显；生活纸一季度限

产保价停机，2季度开机复产情况待观察，纸浆有效消耗量有限。 

表11 主要浆种价格一览表 

单位：元/吨 

浆种 前期预测 本月实际 预测说明 下月预测 

针叶浆 7600-8000 6700-7200 期货报盘下跌，现货跟跌 6000-6500 

阔叶浆 6400-6600 5800-6000 针叶浆阔叶浆联动性影响下跌  5000-5500 

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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