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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纸 2011 年报 

1. 2011 年国内包装纸板行情回顾 

1.1 2001~2011 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及消费情况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纸及纸板产量 10,000 万吨,较上年 9,270 万吨

增长 7.87%。消费量 9,800 万吨，较上年 9,173 万吨增长 6.84%。2011 年比 2001

年生产量增长 212.5%，年均增长 12.13%，消费量增长 166.09%，年均增长

10.32%。 

近 11 年的生产和消费量数据显示，历年生产和消费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且

生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 2008 年以后生产和消费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稳，

保持在 7~8%的范围。 

回看 2001-2010 年的状况，2001-2006 年间国内一直延续供不应求的状况，

且 2002 年最为严重，相差 552 万吨。随着产能的增长，2007-2010 年间供需基

本平衡，供需差值基本维持在 100 万吨以内，而 2011 年国内纸及纸板的生产量

和消费量存在一定的供大于求现象，供需差 200 万吨。（见图 1） 

图 1  2001-2011 年国内纸及纸板生产及消费情况                     

 

 注: 1. 2001-2010 数据来源于造纸年鉴 

2. 2011 年数据为根据 2011 年前 1 1 个月数据进行的推算. 

1.2 白板纸生产及消费量回顾  

据 RISI 数据显示, 2011 年我国白板纸生产量及消费量均有所增长，2011 年

全国白板纸产量 1,264 万吨,较上年 1,195 万吨增长 5.77%。消费量 1,28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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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 1,232 万吨增长 3.90%。2011 年比 2001 年生产量增长 256.1%，年均增长

13.81%，消费量增长 155.5%，年均增长 9.94%。 

从 2011 年的生产和消费量分析来看，全年生产和消费均呈增长态势,且生

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生产量增速比上年回落 0.93 个百分点，消费量增速

比上年回落 1.76 个百分点。 

由数据可以看出，2001-2011 年我国白板纸一直处于消费量大于生产量的状

况，2008 年经济危机之前，国内生产量及消费量增幅明显，分别在 2003 年达

到 25.62%及 16.46% 近十年的最高点。经济危机后我国白板纸生产量和消费量

基本处于稳步增长状况。（见图 2） 

图 2  2001-2011 年国内白板纸生产及消费情况 

 

 注: 数据来源于 RISI 数据库, 其中 2011 年为 RISI 预测数据 

1.3 箱板纸生产及消费量回顾   

据 RISI 数据显示, 2011 年我国箱板纸生产量及消费量均有所增长，2011 年

全国箱板纸生产量 2,145 万吨,较上年 2,017 万吨增长 6.35%。消费量 2,158 万吨，

较上年 2,034 万吨增长 6.10%。2011 年比 2001 年生产量增长 338.65%，年均增

长 16.08%，消费量增长 303.36%，年均增长 15.09%。 

从 2011 年的生产和消费量分析来看，全年生产和消费均呈增长态势，且生

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生产量增速比上年回落 2.5 个百分点，消费量增速

比上年回落 2.09 个百分点。 

由数据可以看出，2001-2011 年我国箱板纸生产量增速逐年递减，而消费量

的增速也较之前有所放缓。（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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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1-2011 年国内箱板纸生产及消费情况 

 

 注: 数据来源于 RISI 数据库,其中 2011 年为 RISI 预测数据 

1.4 瓦楞纸生产及消费量回顾  

据 RISI 数据显示, 2011 年我国瓦楞纸生产量及消费量均有所增长，2011 年

全国瓦楞纸生产量 1,813 万吨,较上年 1,684 万吨增长 7.66%。消费量 1,824 万吨，

较上年 1,702 万吨增长 7.17%。2011 年比 2001 年生产量增长 334.77%，年均增

长 15.96%，消费量增长 255.56%，年均增长 13.60%。 

从 2011 年的生产和消费量分析来看，全年生产和消费均呈增长态势，且生

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生产量增速比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消费量增速

比上年回落 0.21 个百分点。（见图 4） 

 图 4  2001-2011 年国内瓦楞纸生产及消费情况 

 

 注: 数据来源于 RISI 数据库, 其中 2011 年为 RISI 预测数据 

由图 2、图 3、图 4 可看出，2011 年国内白板纸、箱板纸及瓦楞纸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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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费量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且生产量增幅均高于消费量增幅。 

2. 2011 年包装纸板价格走势 

2.1 灰底白板纸价格走势 

2011 年白板纸价格整体走势较平稳，1-5 月市场需求不佳，加之太仓玖龙

20#技改白板纸机开始生产地龙牌白纸板，且产品逐步推向市场，使得年后市场

售价基本保持不变，均价维持在 5,450-5,477 元/吨之间。 

进入 6 月美国部分地区天气状况恶劣，废纸回收量减少，再加上夏季为废

纸回收淡季，后市废纸供应量减少，美废价格坚挺。而富阳工业园区又进入为

期两个月的节能减排期，在成本上升推动及供应减少的双重利好因素下白板纸

价格普遍微幅提高，升至 5,638 元/吨。 

9 月底，市场成交在两节前后并无明显好转，进入 10 月份，受十一节日放

假、市场需求清淡、原料成本下滑等多重不利因素下滑影响，10-12 月份，售

价一路下跌，直至 12 月初多数品牌已跌破 5,000 元/吨大关，直至年底价格趋

稳。 

回看 2010 年，纸板价格呈现 1-4 月稳步上行，5-8 月震荡下行，10-12 月趋

稳的走势。全年价格由年初的 4,607 元/吨上涨至年底的 5,461 元/吨，涨幅达

18.54%。整体价格的上扬主要是受生产及物流成本攀升、限产、减产、利率上

调等诸多因素推动，在 2010 年 4 月达到当年及历史最高水平。 

2011 年白板纸纸价呈现 1-5 月趋稳，6 月微幅上行，7-9 月趋稳，10-12 月

下行的走势，可以看出 2011 年白板纸售价多数处于下行及趋稳的态势。年初市

场均价 5,450 元/吨，年底下降至 4,900 元/吨，跌幅达 10.1%。整体价格的下滑

是受市场需求减少、原料价格下滑、新产能释放等多重因素影响。（见图 5） 

图 5  2010-2011 年灰底白板纸价格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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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 所示 2011 年国内灰底白板纸价格走势与白板纸整体均价走势趋同，

现对以下品种进行分析。 

高端品牌金鸥一年内价格并无明显波动，全年价格 5,600 元/吨，12 月底微

降 50 元/吨，对比 2010 年可以看出，自 2010 年 9 月以来金鸥牌白板纸价格基

本持稳。需求问题、产能释放等对高端品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而金晖、江鹰、永泰价格走势基本相同，趋稳—微幅上行--下行。 

图 6  2010-2011 年国内灰底白板纸价格走势-按品牌 

 

 

外盘报价方面，全年整体价格走势，白马 1 月报价为 660 美元/吨，12 月为

660 美元/吨。韩松 1 月报价为 660 美元/吨，12 月为 650 美元/吨，全年持稳。

但在 3-5 月，报价小幅上行，5 月达到最高点 720 美元/吨，并延续至 8 月，9

月开始外盘报价下行，年底基本与年初平衡。（见图 7） 

图 7  2010-2011 年白马、韩松外盘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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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方面，白马 1 月报价为 6,000 元/吨，12 月为 5,800 元/吨；韩松 1 月报

价 6,000 元/吨，12 月为 5,800 元/吨，分别下跌了 3.3% 。较国内各品牌平均跌

幅小 6.8 个百分点。成交方面，2011 年整体表现不佳，市场需求不断下滑的情

况下，绝大多数贸易商操作谨慎，出货压力较大。（见图 8） 

图 8  白马韩松现货价格走势 

 

2.2 白卡纸价格走势 

2011 年白卡纸价格整体下行。2 月节后市场暂不活跃，成交清淡，市场维

持春节前售价。 

但经过短暂的缓解，进入 3 月，浆价明显上升加之其它成本的上涨，高成

本的压力下纸厂及贸易商均微幅上调价格。4 月初，贸易商开始补进库存，纸

价继续上扬。白卡纸价格由年初的 6,956 元/吨上涨至 7,257 元/吨。5 月市场成

交冷清，但售价依旧坚挺，但各纸厂出现库存加大的现象。 

6 月,市场需求持续冷清，纸厂及贸易商库存加大，部分贸易商出现降价销

售现象，市场开始下行，售价一路下跌，10 月东莞玖龙纸业 27#机生产白卡纸

进入市场，市场售价进一步下滑，截至年底跌至 5,919 元/吨。 

回看 2010 年，白卡纸价格呈现 2-4 月稳步上行，5-6 月市场趋稳，7-8 月市

场下行，9-12 月市场趋稳微升。全年价格由年初的 6,803 元/吨至年底的 6,915

元/吨，涨幅 1.65%，虽显示波动不大，但期间还是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尤其表

现在第二、三季度期间，主要是原料价格大起大落的影响。 

2011 年白卡纸纸价呈现 3-6 月上行，5-6 月趋稳，7-12 月下行的走势。年

初市场均价 6,956 元/吨，年底下降至 5,919 元/吨，跌幅达 14.9%。整体价格的

下滑是受社会卡市场需求减少、新产能释放等多重因素影响。（见图 9） 

 

 



 

7 

 

 

图 9  2010-2011 年白卡纸价格走势对比 

 

 

由图 10 可看出，市场部分品牌的价格走势和白卡纸的均价走势相同，同样

经过了上行—趋稳—下行的走势  。 

图 10  2010-2011 年全国白卡纸价格走势-按品牌 

 

2.3 箱板纸及瓦楞纸 

以玖龙的海龙牌和理文 N 纸为例，由图 11 可看出，微幅下滑是 2011 年箱

板纸市场的主旋律。 

2-3 月多数春节期间停机检修纸厂恢复生产，需求方面暂显清淡，由于成本

上升多数纸厂酝酿提价，效果甚微。 

进入 4 月市场需求持续冷清，售价普遍开始下滑。5 月华南、华东受限电

影响，下游开工率降低，提价困难，价格持稳。6 月，因废纸涨价，市场出现

提价现象，但成交依旧冷清，提价难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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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纸价继续下行，10 月国庆期间，多数纸厂让利销售，11 月继续下行，

12 月节前虽未达到往年的采购热潮，但价格持稳。 

回看 2010 年，箱板纸市场 1-2 上行，2-3 趋稳，4-9 震荡下行，10-12 趋稳。

全年整体来看，A 级 140g/m
2 箱板纸均价从 3,850 元/吨升至年底的 4,250 元/吨，

增长 10.39%。市场价格的变动主要是受原料 OCC 价格的影响。 

2011 年箱板纸市场呈现 2-3 月趋稳，4 月下行，5-9 趋稳，9-11 继续下行，

12 暂稳。A 级 140g/m
2箱板纸均价由 4,375 元/吨降至 4,175 元/吨，下降 4.57%。

期间 OCC 价格亦发生变动，但由于市场需求有限，中期的提价未能得到下游市

场的回应。 

 

图 11  2010-2011 年全国箱板纸价格走势-按品牌 

 

3．2011 年包装纸板 FOEX 价格指数及海外市场分析 

根据 Foex 数据显示，2011 年初欧美市场挂面牛皮纸价格指数为 603.73，

白挂面牛皮纸价格指数为 744.9，普通箱板纸（二级）价格指数为 443.22，普通

箱板纸（三级）价格指数为 431.06，再生箱板纸价格指数为 418.94。到 2011 年

末欧美市场挂面牛皮纸价格指数为 535.14，白挂面牛皮纸价格指数为 773.47，

普通箱板纸（二级）价格指数为 440.85，普通箱板纸（三级）价格指数为 407.74，

再生箱板纸价格指数为 394.08。从全年价格走势看基本都下滑，跌幅分别为挂

面牛皮纸 11.36%，白挂面牛皮纸-3.84%，普通箱板纸（二级）0.53%，普通箱

板纸（三级）5.41%，再生箱板 5.93%，其中除白挂面牛卡外均有所下滑。整体

趋势与国内包装纸相同。 

2 月份，全球来看箱板纸价格持续走高。欧洲方面，箱板纸的需求令人较满

意，以再生纤维为原料的箱板纸提价也得以执行。 

3 月-4 月白面牛卡提价。由于欧元相对美元上升0.8%，相对非欧盟贸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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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权重下降1.0%，因此汇率对于指数产生的影响不一。欧洲方面，即使大多消费

者和业务信心指数较年关时候的水平有所下降，但市场的总体情况较好。英国和

欧元区宣布再生纸为原料的纸板以及白挂面箱板纸提价。这些提价一方面是受到

供需情况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受到纤维成本不断上升的驱动。 

4-5月市场仍保持乐观，需求虽然不是很强劲但表现良好。 

6月美国白卡的出货量有微幅下降，备货量比预期有所下滑，箱板纸及瓦楞

纸出货量微幅上升，纸厂运营率高达97%。欧洲方面，需求相对强烈。但也有少

量产品需求量下降。 

7月初部分产品的价格微幅上涨。成本压力依然存在，尽管旧报纸收购价格

在本月最后一周有所下降，但纵观整个7 月，价格仍处于上涨趋势。货币升值给

下滑的价格带来了压力，欧元对美元汇率上涨1.7%，对欧洲非欧元汇率上涨

0.3%。 

8 月北美市场上，箱板纸和白卡纸市场是一个高开工率的月份。出口明显放

缓脚步。由于食品，饮料价格上涨，民众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令本土的食

品，饮料包装需求受到打击。 

9月美国瓦楞纸出货量同比去年下跌了 0.4%。库存上涨了4.2 万吨，不过从

历史平均水平看，还是处于安全位置。欧洲方面，除了白面牛皮卡纸以外其他纸

类都出现了价格下滑。 

10-11月随着淡季到来，价格继续出现跌幅。欧洲方面，需求变化曲折。 

12 月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需求微弱。（见图 12） 

 

图 12  2011 年包装纸板 FOEX 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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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包装纸板市场展望 

4.1  2007-2011 灰底白板纸整体市场回顾   

图 16  2007-2011 白板纸 UMPAPER 价格指数 

 

2007年白板纸市场整体行情较为稳定，纸价自年初开始持续上行。 

2008年上半年受原料及能源价格上升拉动，白板纸厂商难抵成本压力,不断

提升白板纸的价格.另一方面，受奥运效应拉动，下游需求增多，纸厂涨价决心

更加坚定，价格在6月前持续上涨,且达到当年的最高点。可以说6月是个分水岭，

下半年整体行情开始转坏。受下游需求减少影响，7月开始价格有所回落，跌速

相对较慢。奥运会结束直至年底，价格一路下滑，跌势惊人。厂商方面，为了消

化高位库存，普遍采取了不同时段的停机限产措施。截止年底，库存水平有所降

低，市场价格暂时维持稳定，成交情况在年底节前有小幅好转。 

2009年白板纸整体需求较稳定，但是仍未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出

口市场，因此部分销售压力转移至国内，竞争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纸厂方面多

采取以销限产及拓展产品品牌、转产等措施应对。比如华丰纸业2009年新推出蓝

丰品牌，售价略低于金丰，其在珠海的工厂3#机转产白卡。山东华金纸业将一条

白板纸线改产白卡纸。因此2009年白板纸供应量略有减少。2009年价格先抑后扬,

价格上涨成本推动的因素多些，主要是废纸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这在年

底表现的尤为突出。 

2010年上游纸厂主要采取限产提价来应对消极的市场，限产主要表现为自5 

月以来富阳地区白板纸厂大多每月限产10 天上下，且部分低小散纸厂因环保问

题被关停，而华南地区部分纸厂如东莞玖龙纸业和广州威达高纸业A 厂集中在11 

月亚运会期间有所限产，而建晖纸业则是选择在年中进行停机检修. 在2010 年4 

月价格达到本年度及历史最高水平，均价为5,774 元/吨。 

2011年白板纸售价多数处于下行及趋稳的态势。年初市场均价5,45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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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下降至4,900元/吨，跌幅达10.1%。整体价格的下滑是受市场需求减少、原料

价格下滑、新产能释放等多重因素影响。 

4.2  2007-2011 白卡纸整体市场回顾   

 图 17  2007-2011 白卡纸 UMPAPER 价格指数 

 

2007年白卡纸市场整体出现需求两旺的景象，价格更是一路盘升。 

2008上半年市场需求旺盛，加上前期库存较低,市场价格稳步上升。6月下旬

经济危机导致的市场需求低迷，前期累计库存较大.加之中冶美利纸业(30万吨)

和万国太阳22#纸机白卡项目的顺利投产，对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价格迅速下降，

并持续至年底。 

2009年白卡纸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部分企业开始新增白卡品牌，以利于满

足不同市场需求，争夺不同层次消费群，比如珠海华丰纸业在华丰纸业和红塔仁

恒纸业合并后利于对方的技术优势，转产新推“红梅”社卡，主打中高端市场。

山东华金纸业也在十一后将一台纸机该产白卡纸，定位为中高档白卡。价格方面，

虽然从5月起白卡价格大幅度上扬，但是离2008年的峰值仍有段距离。2009年价

格的上涨既有需求回升的带动，又有原料上升的推动。 

2010年白卡市场主要受原料成本波动及博汇纸业新纸机产能逐步释放影响，

上游纸厂整体库存水平在7月淡季期间达到年度高位，直到9月前后才逐步恢复到

正常水平，并在第四季度整体供应显现偏紧态势。白卡终端售价在上行通道上于

2010年3月底4月初达到历史新高，均价为7,884 元/吨。之后由于原料价格大起

大落影响，售价下行，9月后市场趋稳至年底。 

2011年受社会卡市场需求减少、新产能释放等多重因素影响，白卡纸市场价

格整体下滑。 

2012年已公布的万国太阳年产40万吨食品级白卡项目及新乡新亚50万吨白

卡项目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投产，这无疑将会对白卡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当然高

档纸在市场上还将稳占一席之地。 



 

12 

 

4.3  2007-2011 箱板纸及瓦楞原纸整体市场回顾 

箱板纸及瓦楞原纸价格2007年基本保持稳定，进入2008年上半年在原料废纸

价格疯涨的推动下，截止到08年3月废纸已连续涨价近500元/吨，到8月份累计涨

幅已高达21.52%。箱板纸价格的上涨远远滞后于废纸的上涨。10月之后随着经济

危机负面影响加深，需求萎缩，库存处于高位，部分大型纸厂为了降低库存回笼

资金，开始低价抛售，市场价格一片混乱，当月累计跌幅达1,000元/吨左右，跌

势惊人。随后纸厂限产报价措施的执行，市场价格跌速放缓。 

2009 年箱板纸龙头企业均称国内市场占其总销售的80%以上，内需的强势

填补了外需的萎靡。2009 年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振兴经济、扩大

内需的举措，随着房屋销售增长和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壮大，国内对包装纸的需

求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同时零售品的增长速度从2008 年的20%跌至2009年的

15%，而国内纸厂的大规模扩产很难得到零售商品增长的支持。而龙头企业玖龙

和理文纸业相继增产，单这两家2010 年新增产能就高达265 万吨，市场产量增

加9%左右。 

2010 年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原料成本尤其是废纸价格上涨推动及节能减排

促使部分小纸厂关停或限产影响。2010 年大厂方面产销较为平稳，中小纸厂受

到节能减排影响较明显，议价能力也同大纸厂存一定的差距。 

2011年箱板纸市场整体下行，期间OCC价格亦发生变动，但由于市场需求有

限，中期的提价未能得到下游市场的回应。 

2012年初,市场平平。重庆理文2011年投产的箱板纸项目将进一步冲击西南

市场。而福建联盛纸业、东莞金洲纸业、东莞建晖纸业等新建项目的投产，后市

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4.4 后市展望 

需求方面，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GDP、工业生产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

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业销售和投资等数据。2009年三季度以来，各季GDP同比

增速一直保持在9%以上。2011年四季度GDP增速分别为9.7%、9.5%、9.1%、8.9%，

其中，第四季度8.9%的GDP增速触及了近两年来的阶段性低点。而2011年我国工

业由于受到外需减弱、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因素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亦有所

放缓。GDP及工业增加值的放缓，以及受年底前一直执行的信贷紧缩政策等因素

影响，2011年终端方面,纸板消费需求一直乏善可陈；展望2012年，中国经济增

速会进一步减缓，但是一些定向宽松政策，以及刺激内需消费政策出台将有有助

于改善下游需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在11月短暂跌落收缩区间后

重新占上扩张区间，显示制造业基本面尚好。 

供给方面，预计产能投放会给价格带来不小的压力，相对来说白板纸方面所



 

13 

 

受到的压力会较小；而箱板纸新产能的大量释放以及白卡纸产能的集中释放势必

导致市场的白热化，价格的上升将更加困难。造纸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 立

足国内市场需求，控制造纸总量规模。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国际市场作为补

充，合理控制总量，稳定国内市场供给。严格控制产能过剩纸种的重复建设，引

导市场有序竞争。“十二五”期间，全国淘汰落后造纸产能1000 万吨以上。这些

新的规划对于后期市场来说将会利好。 

此外，成本在经过2011年第四季度的剧烈下跌后有望重新回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2012年的市场基本上年中后纸板价格会随着市场需

求回暖和原料成本抬升而有所起色，但是成本转嫁的压力仍然会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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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1 要闻回顾 

附表一 国家政策 

 

序号 内 容 

1 
5 月 4 日阿根廷已通过对我国纸张及纸板反倾销调查的初裁报告，相关利益方可自通

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阿方提交证明材料； 

2 
工信部公布 2011 年淘汰落后产能造纸行业目标任务是 744.5 万吨，行业淘汰任务

较重的省份有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份。 

3 
菲律宾菲贸工部日前称，因进口量大增损害当地业务对进口纸箱纸板每吨征收约31 美

元高额保障措施税，将持续三年，每年审查一次。 

4 
工信部已将 18 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企业并在媒体公布，

2011 年淘汰造纸落后产能 819.6 万吨、涉及 599 家纸企； 

5 
7 月 1 日起实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加大处罚超载超限力度，现货运车难寻，业

者推测将直接导致原料运费上涨 40%左右。 

6 
福建今年底前淘汰：淘汰以废纸为原料、年产 1 万吨以下造纸线；淘汰幅宽 2 米及以

下且车速 80 米/分以下的白板纸、箱板纸及瓦楞原纸生产线。 

7 
三部委联合发文促进珠三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初步实现四个转

变，其中营销市场由出口为主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并举转变。 

8 

10 月 10 日巴基斯坦关税委员会照会称新收到本国产业对原产于中国、印尼、日本和

泰国特定纸张的反倾销调查申请，涉案产品共包括 4802 和 4810 章节下 10 个税号

的产品。商务部公告，我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即将到期，

如国内产业没有提出相关申请，在该反倾销措施到期日前，商务部也未主动发起期终

复审调查，反倾销措施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起终止实施。 

9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经济政策，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 

10 

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对销售以蔗

渣为原料生产的蔗渣浆、蔗渣刨花板及各类纸制品。生产原料中蔗渣所占比重不低于

70%，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对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板纸,销售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 80%的政策；以废铝塑复合纸包装材料为原料生产的再生纸浆，生产原

料中上述资源比重不低于 70%，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11 2011 年 12 月<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 

12 
2011 年前三季度，我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6%，距 3.5%的年度目标相差甚远。       

“十二五”首年完成的节能减排比例过低，将对未来的工作造成巨大压力； 

13 
河南省林业厅在“十二五”林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将建立一批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

在全省不同区域种植不同树种发展林纸一体化原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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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新建项目 

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1 玖龙（太仓）纸业太仓玖龙 29#机已于 1.15 日投产，生产 115–175g 挂

面箱板纸，年产能 40 万吨； 

月报(2 月) 太仓玖龙 30#机已于 1.31 日投产，生产 70-90g 高强瓦楞纸，年产能

30 万吨； 

太仓玖龙纸业 20#机已技改生产白板纸. 

2 亚太资源集团计划在重庆建设高档文化纸和高档包装纸项目。 月报(2 月) 

3 江苏富星纸业 150 万吨再生包装纸项目开工。 月报(2 月) 

4 博汇纸业已向福伊特订 3 号纸机，主要生产 315g 白卡，年产 75 万吨。 月报(2 月) 

5 焦作瑞丰纸业二期纸机项目工程，总投资 10.7 亿元，建设口杯纸和轻

型纸 15 万吨。 月报(2 月) 

6 广西欣瑞纸业.28 日生活用纸项目一期竣工。 月报(3 月) 

7 山东华金纸业 24 万吨白卡纸项目预计今年 7-8 月期间投产。 月报(3 月) 

8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投资60亿元的珠海富山造纸基地3.25日正式动工

建设，主要生产高档白卡纸及配套深加工 月报(3 月) 

9 江苏丹阳长丰纸业 30 万吨箱板纸项目预计 10 月投产； 月报(3 月) 

10 河南罗山县恒远纸业有限公司 4 月初 10 万吨高强瓦楞原纸线投产 月报(4 月) 

11 亚太资源集团决定投资 300 亿元扩建亚太森博浆纸三期项目，项目已签

约待政府批准，项目包括 8 条纸线 3 条木浆线 1 条脱墨制浆线。 月报(4 月) 

12 吉林白山市琦祥纸业有限公司20万吨包装用纸扩能项目12日开工奠基 月报(4 月) 

13 广东佛山金盛纸业 2#机 10万吨高强瓦楞纸线 5.10 日开机 月报(5 月) 

14 东莞玖龙纸业 28#文化用纸线 5. 28 日投产,27#白纸板线 6.18 日投产 月报(5 月) 

15 天津玖龙纸业 31#再生牛卡纸线及 32#牛卡纸线计划 6.10 日投产 月报(5 月) 

16 江苏丹阳长丰纸业 30 万吨箱板纸项目已进入主机安装阶段 月报(5 月) 

17 玖龙纸业泉州项目一期工程办公楼和食堂已封顶 月报(6 月) 

18 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建设的 75 万吨/年高档包装纸板工程项目已取

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 月报(6 月) 

19 四川华侨凤凰纸业技改扩建 30 万吨高档涂布白板纸项目在安装调试中 月报(6 月) 

20 江苏正大联合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00 万吨造纸工业园项目开工 月报(6 月) 

21 湛江晨鸣浆纸项目进口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毕，调试工作 7 月上旬全部完

成，进入投料试产阶段 月报(7 月) 

22 浙江永泰纸业原定新建的白面牛卡项目现改建为生产 250-500g 白板

纸，年产能约 20 万吨 月报(7 月) 

23 安徽山鹰纸业年产 80 万吨造纸项目已通过环评，将新建年产 45 万吨和

35 万吨低克重挂面箱板纸生产线 月报(7 月) 

24 浙江正大纸业新建的年产能 30 万吨白板纸生产线已经投产 月报(7 月) 

25 山东华金集团年产 24 万吨涂布白卡纸项目，推迟到 9 月底投产 月报(8 月) 

26 东莞玖龙纸业 27#于 8 月 27日投料出纸，先期生产地龙牌灰板 月报(8 月) 

27 湖北宏发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0 万吨牛皮箱纸板项目一期工程

20 万吨于 9 月初投产 月报(8 月) 

28 湖北保丽纸业一期 20 万吨牛皮卡纸项目投产 月报(8 月) 

29 新加坡金鹰集团与重庆政府正式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建生活用纸、文化

纸和白卡纸生产线 月报(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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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30 河北保定东方纸业 36 万吨瓦楞原纸项目推迟投产 月报(9 月) 

31 山东汇胜集团计划募资进行 30 万吨高级纸管原纸产业升级项目 月报(9 月) 

32 安徽华泰纸业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二期有意建 45 万吨高档白卡纸项目 月报(9 月) 

33 四川宜宾蓝天纸业二期 20 万吨白板纸项目推迟至明年下半年投产 月报(9 月) 

3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举资 120 亿元在防城港市筹建大型现代

化造纸项目 月报(9 月) 

35 肇庆科伦纸业 4200/700 纸机已于 5 月投料试产，生产伸性水泥纸袋纸

和牛皮纸袋纸 月报(9 月) 

36 广西金桂一期 120 万吨造纸项目研磨车间现已封顶 月报(10 月) 

37 浙江吉安纸业年产25万吨高强瓦楞纸和年产65万吨挂面牛卡纸两条新

生产线试车 月报(10 月) 

38 湖北宏发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箱板纸项目在宜都投

产试运行 月报(11 月) 

39 冠豪高新特种纸及涂布纸产业基地项目在湛江正式动工 月报(11 月) 

40 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年产 20 万吨造纸生产线投产庆典 月报(11 月) 

41 安徽池州东方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试生产成功 月报(11 月) 

42 宁波亚洲浆纸业 25 万吨高档白纸板项目开工 月报(11 月) 

43 太阳纸业：食品包装卡项目进展顺利 月报(12 月) 

44 北威县 50 万吨白卡纸 5 万吨生活用纸开工 月报(12 月) 

45 年产 20 万吨桑杆造纸项目拟落户广西来宾 月报(12 月) 

46 抚矿集团：30 万吨箱板纸线厂房封顶 月报(12 月) 

附表三 国内新闻 

序号 新闻 周报月报中位置 

1 关税同盟：将瓦楞纸进口低税率延长一年 周报(2.9-2.17) 

2 王子制纸纸袋包装项目投资青岛 周报(2.9-2.17) 

3 博汇宣布已向福伊特订购板纸机航母 周报(2.9-2.17) 

4 景兴纸业：净利同比增 288% . 周报(2.9-2.17) 

5 36 万吨石头纸项目落户安徽淮北 周报(2.25-3.3) 

6 15 亿元造纸装备项目落户河北永清  周报(2.25-3.3) 

7 玖龙挥师东北华北强势布局全国 周报(2.25-3.3) 

8 胜达包装收购土地使用权 周报(3.4-3.10) 

9 新疆伊犁林纸一体化蓄势待发 周报(3.4-3.10) 

10 理文造纸料下半财年盈利胜上半年 周报(3.4-3.10) 

11 河北张家口宣化打造北方最大特种纸基地 周报(3.11-3.18) 

12 地震对日本造纸业影响综述 周报(3.11-3.18) 

13 日本地震对我国造纸业影响综述 周报(3.11-3.18) 

14 美利纸业去年净亏损 1.18亿 周报(3.11-3.18) 

15 富阳地区白板纸市场受日本地震影响有限 周报(3.18-3.25) 

16 18 亿元再生纸项目成功落户四川泸州 周报(3.18-3.25) 

17 岳阳联手帮扶造纸产业发展升级目标确定  周报(3.18-3.25) 

18 景兴纸业：增发项目与子公司上市进展 周报(3.18-3.25) 

19 石头纸项目落户湖北黄石铁山 周报(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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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 闻 周报月报中位置 

20 江门银洲湖纸业基地建设进入良性发展 周报(4.2-4.8) 

21 建发股份今年营收目标 700 亿 周报(4.2-4.8) 

22 岳阳纸业：林浆环节齐发力 周报(4.2-4.8) 

23 东莞企业 10 月底脱硫纸企是整改大户 周报(4.9-4.15) 

24 我国向东盟出口涂布纸增长 20.5% 周报(4.9-4.15) 

25 亚太资源增资 300 亿扩建日照浆纸项目 周报(4.9-4.15) 

26 恒丰纸业：原材料价高产品毛利率降低 周报(4.9-4.15) 

27 东莞 5 纸企大运会前须确保达标排放 周报(4.16-4.22) 

28 2015 中国印刷服务出口收入预计达千亿 周报(4.16-4.22) 

29 太阳纸业：原料费用上涨致盈利前高后低 周报(4.16-4.22) 

30 黑龙江庆安 9 万吨箱板挂面纸 9 月投产 周报(4.30-5.6) 

31 上海调查荧光增白剂超标爆米花纸桶 周报(4.30-5.6) 

32 河南 3 年内将淘汰造纸落后产能 192.89 万吨 周报(4.30-5.6) 

33 岳阳纸业正式更名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周报(4.30-5.6) 

34 博汇纸业：白卡提价明显产能全面释放 周报(4.30-5.6) 

35 2011 年部分省份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汇总 . 周报(5.7-5.13) 

36 德州 19 项目申报山东造纸工业十二五项目库 周报(5.7-5.13) 

37 纸业上市公司重组此起彼伏 周报(5.7-5.13) 

38 造纸行业需求分析：纸种未来增速 周报(5.14-5.20) 

39 山东仁丰纸业 10 万吨高瓦项目投产 周报(5.28-6.3) 

40 美利纸业重组梦再碎豪赌资金或踩地雷.. 周报(5.28-6.3) 

41 景兴纸业：业绩增长新引擎 周报(6.4-6.10) 

42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史纸试产成功 周报(6.11-6.17) 

43 天津市昱盛隆纸业举行开业典礼 周报(6.11-6.17) 

44 造纸业绿色转型面临基础研究“短板” 周报(6.11-6.17) 

45 张茵等三大股东计划千万美金增持玖龙纸业. 周报(6.11-6.17) 

46 亚洲包装中心牵手巴西米纳州. 周报(6.18-6.24) 

47 造纸行业：第四季度盈利有望向好 周报(6.18-6.24) 

48 内美古纷美包装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周报(7.2-7.8) 

49 国内部分纸厂因环保问题被迫停工 周报(7.2-7.8) 

50 2010 年国内纸包装工业总产值 1.2 万亿元. 周报(7.2-7.8) 

51 景兴纸业发行 1.55 亿股限售股募资 周报(7.2-7.8) 

52 山东太阳纸业逐步淡出白板纸市场 周报(7.9-7.15) 

53 造纸业近一成落后产能将被淘汰 周报(7.9-7.15) 

54 富阳造纸利用市场机制一举见效 周报(7.16-7.22) 

55 森信纸业表示纸品贸易收入目标 3 年内倍增 周报(7.16-7.22) 

56 富阳出台银行支持造纸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 周报(7.30-8.5) 

57 1-6 月全国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销售产值情况 周报(7.30-8.5) 

58 淘汰落后产能出重拳 造纸龙头公司最受益 周报(7.30-8.5) 

59 湖北宏发再生资源科技公司年产 60 万吨牛皮箱纸板项目进展 周报(8.6-8.12) 

60 美卓将为安徽山鹰纸业年产 80 万吨造纸项目提供纸机 周报(8.13-8.19) 

61 新加坡金鹰集团发力投资造纸业 周报(8.13-8.19) 

62 造纸行业：产能释放销售淡季 静待盈利拐点 周报(8.13-8.19) 

63 山东阳世纪光印刷包装产业园进展顺利 周报(8.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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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64 湖北拍马纸业：升级产业链完美转身 周报(8.20-8.26) 

65 富阳造纸业新一轮洗牌关停 50 万吨产能. 周报(8.20-8.26) 

66 景兴纸业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54.56% 周报(8.20-8.26) 

67 造纸业原材料压力趋缓 明年纸浆均价将低于今年 周报(9.3-9.9) 

68 河南新密淘汰 36 条落后造纸生产线 周报(9.10-9.16) 

69 张茵：玖龙负债高是为抓机遇扩产能 周报(9.10-9.16) 

70 太阳纸业 120 亿在防城港建大型造纸项目 周报(9.17-9.22) 

71 玖龙纸业称负债比 2013 年将下降至 90% 周报(9.17-9.22) 

72 合肥 15 家造纸厂环保不过关被关闭. 周报(10.8-10.14) 

73 东莞被列入广东造纸行业三大基地之一 周报(10.8-10.14) 

74 理文造纸江西项目预计明年 8 月投产 周报(10.15-10.21) 

75 2011 年全球包装行业详情及发展愿景 周报(10.29-11.4) 

76 浙江富阳实施造纸业战略大转变 周报(10.29-11.4) 

77 山鹰纸业第三季净利同比环比双降 周报(10.29-11.4) 

78 杭州今年关停 170 家企业涉及造纸 55 家 周报(11.5-11.11) 

79 广东东莞将建废纸综合利用基地 周报(11.5-11.11) 

80 造纸协会箱纸板楞原纸分会会议重庆召开 周报(11.5-11.11) 

81 造纸业 3 季报业绩持续下滑后市难言乐观 周报(11.5-11.11) 

82 湖北宜都废纸产箱板纸年产 45 万吨 周报(11.12-11.18) 

83 金东纸业获食品包装铜版纸生产许可 周报(11.19-11.25) 

84 理文造纸中期纯利按年跌 23%至 6.47 亿元 周报(11.19-11.25) 

85 PMP 为华金纸业提供顶网成形器 月报(2 月) 

86 石头纸开始规模化量产 月报(2 月) 

87 焦作瑞丰纸业二期纸项目奠基 月报(2 月) 

88 山东省首家石头纸项目落户临淄 月报(3 月) 

89 甘肃静宁建成西北最大纸制品包装基地 月报(3 月) 

90 河南今年拟淘汰 192.89 万吨造纸落后产能 月报(3 月) 

91 超百亿级纸业专业交易市场落户重庆 月报(4 月) 

92 纸包装业成为 2010 年包装工业的老大 月报(4 月) 

93 2013 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瓦楞纸箱市场 月报(5 月) 

94 当印刷业遭遇电荒 是坚守还是放弃？ 月报(5 月) 

95 十一五江苏省造纸行业十强企业简介 月报(5 月) 

96 盘点 2011 年上半年纸业三大热门话题 月报(5 月) 

97 多家富阳白板纸厂大手笔江苏建厂 月报(6 月) 

98 湖北荆州拍马村：造纸作坊转型工业园 月报(6 月) 

99 中国纸业：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产业转型 月报(6 月) 

100 造纸业减排形势严峻 行业规划力推中碱性施胶剂 月报(7 月) 

101 美利纸业：欲建百万吨文化包装用纸工程 月报(8 月) 

102 理文造纸：销量和利润率预期下降 月报(8 月) 

103 我国造纸行业将加快兼并重组 月报(8 月) 

104 吉林白山琦祥纸业三期工程快速推进 月报(9 月) 

105 河南新乡金龙集团高档纸箱产品下线 月报(9 月) 

107 杭州市淘汰落后产能三年行动计划 月报(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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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108 9100 万福建投预印项目合兴包装扩产忙 月报(10 月) 

109 中小印企倒闭风波不断 引业界人士关注 月报(11 月) 

110 中轻集团签订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合同 月报(12 月) 

111 11 月中国纸及纸板进口量环比增 4.1% 月报(12 月) 

112 浙商创业看好龙游特种纸大批企业纷纷落户 月报(12 月) 

113 造纸行业景气度短期内难以提升 月报(12 月) 

114 珠江特种纸以造纸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 月报(12 月) 

115 福伊特：2011 年中国销售额达 10 亿欧元 月报(12 月) 

116 造纸明年每吨纸利润保持 360 元 月报(12 月) 

附表四 海外新闻 

序号 新闻 周报月报中位置 

1 Sonoco-Alcore 将提价欧洲纸板价格 周报(2.9-2.17) 

2 法国 Hygiène 纸机将于 2012 年开始生产卫生纸 周报(2.9-2.17) 

3 阿比提比宝水将永久关闭阿拉巴马 Coosa Pinegong 工厂 周报(2.9-2.17) 

4 SCA 提高欧洲地区白挂面牛卡售价 周报(2.9-2.17) 

5 Billerud 提高所有牛皮纸售价 周报(2.9-2.17) 

6 牛皮纸和硫酸纸生产商订单储备良好 周报(2.9-2.17) 

7 CMPC 将在 Maule 工厂扩产纸板 周报(2.9-2.17) 

8 Graphic 包装将关闭 Jacksonville 工厂设备 周报(2.25-3.3) 

9 Torraspapel 宣布特种纸提价 周报(2.25-3.3) 

10 Blue Heron 纸业将永久停产 周报(2.25-3.3) 

11 西班牙造纸业 2 月 23 日罢工 周报(2.25-3.3) 

12 Stromsdal 闲置纸厂找到新投资商 周报(3.4-3.10) 

13 生产商宣布德国 GD 纸板提价 周报(3.4-3.10) 

14 意大利再生箱板纸提价 周报(3.4-3.10) 

15 德国市场本色牛卡供应充足 周报(3.4-3.10) 

16 供应商在德国市场争取半化学浆瓦楞纸提价 周报(3.4-3.10) 

17 欧洲委员会关注 UPM-Kymmene 和 Myllykoski 潜在合并事宜 周报(3.4-3.10) 

18 Smurfit Kappa 可能永久关闭南泰尔工厂 周报(3.4-3.10) 

19 欧洲：研究称再生纸板包装或存健康隐患 周报(3.11-3.18) 

20 北美十年间用纸量减少 1600 万吨 周报(3.11-3.18) 

21 Smurfit Kappa 自 4 月 1 日起提价欧洲再生箱板纸售价 周报(3.18-3.25) 

22 Caraustar 将从 3 月 28 日起提价所有折叠箱板纸产品 周报(3.18-3.25) 

23 英国宣布 GD 纸板新提价 周报(3.18-3.25) 

24 3 月英国再生箱板纸生产商提价执行 . 周报(3.18-3.25) 

25 PaperWorks 将提价所有再生纸板 周报(3.18-3.25) 

26 需求减缓泰国包装印刷用纸出口减缓 周报(4.2-4.8) 

27 俄罗斯纸业龙头伊利姆进入中国 15 年 周报(4.9-4.15) 

28 智利纸浆生产企业 CMPC 将扩产 周报(4.16-4.22) 

29 芬欧汇川集团受薪雇员罢工结束 周报(4.16-4.22) 

30 泰国对日包装印刷用纸出口减缓 周报(4.30-5.6) 

31 东南亚经济良好日资注入越南造纸业  周报(4.30-5.6) 

   



 

20 

 

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32 价格上涨越南纸品进口剧增 周报(4.30-5.6) 

33 美国林木集箱货运增长快 周报(5.7-5.13) 

34 2010 年墨西哥纸张消费量达 700 万吨 周报(5.14-5.20) 

35 欧洲两大造纸商酝酿涨价涨幅 7%左右 周报(5.14-5.20) 

36 日本北越纪州制纸将在广东建分公司 周报(5.14-5.20) 

37 三菱高科技纸业欧洲公司宣布无碳纸涨价 周报(5.28-6.3) 

38 智利纸浆业完全摆脱金融危机地震影响 周报(6.4-6.10) 

39 Torraspapel 推出新型标签及软包装专用纸 周报(6.4-6.10) 

40 纸浆涨价越南纸价上涨 9-14% 周报(6.11-6.17) 

41 Torraspapel 推出全新标签纸产品 周报(6.18-6.24) 

42 智利林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周报(7.2-7.8) 

43 M-real 出售 Hallein 纸浆厂及 Myllykoski 造纸厂股权 周报(7.2-7.8) 

44 欧美纸业市场 5 月份消费量持续减少 周报(7.2-7.8) 

45 国际纸业恶意收购 Temple-Inland  周报(7.9-7.15) 

46 国内纸业界希望美国提高废纸品质 周报(7.9-7.15) 

47 英国牛皮挂面纸厂家力争上调价格 周报(7.16-7.22) 

48 德国西班牙两家公司收购波兰 TOP 瓦楞纸公司 周报(7.16-7.22) 

49 Ilim 集团在西伯利亚地区增加 3%纸浆、纸产量 周报(7.16-7.22) 

50 毕锐公司收购 Paccess30%公司股份 周报(7.16-7.22) 

51 Sonoco-Alcore 公司将对欧洲未涂布回收纸板厂投资 周报(7.30-8.5) 

52 日本制纸集团大幅削减产量 周报(8.6-8.12) 

53 Mesto 将对 DS Smith 一纸板机改造 周报(8.13-8.19) 

54 德再生瓦楞纸需求市场表现平淡 周报(8.13-8.19) 

55 匈牙利 Hamburger 工厂 PM7 停产 周报(8.13-8.19) 

56 美国白纸板 7 月产量下跌 1.3% 周报(8.13-8.19) 

57 Kipas 将进军再生箱纸板市场 周报(8.20-8.26) 

58 法箱板纸市场价格下滑 周报(8.20-8.26) 

59 Katz 集团欲关闭纸板厂 周报(9.3-9.9) 

60 Condat 欲缩短劳工时长 周报(9.3-9.9) 

61 Premier 集团收购 Arc 纸业 周报(9.3-9.9) 

62 国际纸业 37 亿美元收购 Temple-Inland 周报(9.3-9.9) 

63 德再生包装纸市场需求恢复低过厂家预期 周报(9.10-9.16) 

64 Smurfit Kappa 延迟 Pitea 牛卡工厂复工 周报(9.10-9.16) 

65 欧洲和北美纸业拉开大整合序幕 周报(9.10-9.16) 

66 美牛皮纸出货量 8 月降 5.4% 周报(9.17-9.22) 

67 DS Smith 公司欲售 Higher Kings 纸厂 周报(9.17-9.22) 

68 Mesto 向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中国公司提供生产线 周报(9.17-9.22) 

69 Hamburger 欲缩减再生包装纸产量 周报(9.17-9.22) 

70 Andritz 收购法、中 NSC Nonwoven 公司 周报(9.17-9.22) 

71 UK 再生包装纸价格下调 周报(9.17-9.22) 

72 波兰本色牛皮挂面纸价格走低 周报(10.8-10.14) 

73 Nordic 欲对瑞典工厂进行裁员 周报(10.8-10.14) 

74 Duropack 竞标 Belisce 剩余股份 周报(10.15-10.21) 

75 Cascadas 宣布关闭加工设备 周报(1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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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项目 月报中位置 

76 美国牛皮纸出货量九月下降 13.4% 周报(10.15-10.21) 

78 M-real 工厂停工，或周六复工 周报(10.29-11.4) 

78 伊利姆集团西北部浆纸产量上升 周报(10.29-11.4) 

79 SCA 调整工作，继续进行中 周报(10.29-11.4) 

80 Kapstone 完成对 U.S.Corrugated 的收购 周报(10.29-11.4) 

81 Stora Enso 计划重调包装纸生产线 周报(11.5-11.11) 

82 沙特纸业年需求达 2.2 亿美元  周报(11.5-11.11) 

83 意包装纸厂恢复生产 周报(11.12-11.18) 

84 M-real 罢工仍在继续 周报(11.12-11.18) 

85 Andritz 为俄 SFT 工厂改造纸机 周报(11.12-11.18) 

86 员工解封 Alizay 工厂 周报(11.19-11.25) 

87 英包装纸价格继续走低 周报(11.19-11.25) 

88 Myllykoski 将减少 Kouvola89 个工作岗位 月报(2 月) 

89 美国箱板纸产量较去年上升 月报(2 月) 

90 牛皮纸出货量环比有所上升 月报(2 月) 

91 英国再生箱板纸将提价 月报(2 月) 

92 LGR Emballage Cartonnages Girard 工厂罢工导致生产中断 月报(2 月) 

93 Metso 将为 Syktyvkar 卫生纸集团重建卫生纸机 月报(3 月) 

94 包装纸生产商努力转嫁 RCP 不断上升的成本 月报(3 月) 

95 Clariant 纸张业务将提价 月报(3 月) 

96 日本生产商重开一些受地震影响的工厂 月报(3 月) 

97 国际纸业通过收购战略布局印度市场 月报(3 月) 

98 美对我造纸用荧光增白剂启动反倾销调查 月报(4 月) 

99 地震致日本纸品产销下降 月报(4 月) 

100 芬兰造纸工人罢工持续 暂未影响造纸业 月报(4 月) 

101 美国涂布纸和数字印刷纸市场需求加大 月报(5 月) 

102 印度尼西亚开始打击非法木材出口 月报(5 月) 

103 加拿大造纸业今年有望赢利 月报(5 月) 

104 2010 年英国纸产品消费量回升 1.2% 月报(5 月) 

105 莫霍克纸业将收购特种纸和数码纸供应商 月报(6 月) 

106 Temple-Inland 再次拒绝国际纸业收购要求 月报(7 月) 

107 Paperworks 公司将于八月提价 月报(7 月) 

108 日本制纸集团将提价 10% 月报(7 月) 

109 法国可回收瓦楞纸市场需求低迷 月报(7 月) 

110 Botnia 宣布暂闭所有工厂 月报(8 月) 

111 德纸板市场淡季中，库存减少 月报(8 月) 

112 法包装纸市场价格看跌 月报(9 月) 

113 德再生包装纸市场遇冷 月报(9 月) 

114 A&R 欲关闭瑞典折叠箱纸厂 月报(9 月) 

115 Stora Enso 继续控制产能，缓解库存压力 月报(10 月) 

116 Ilim 集团西伯利亚地区浆纸产量跃至 110 万吨 月报(10 月) 

117 GD 板价格 11 月承受巨大压力 月报(11 月) 

118 2012 年越南需要进口纸张 123 万吨 月报(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