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纸浆供应紧张

国内企业积极布局浆纸一体化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吴勇

5月9日，纸浆期货主力合约2209日内最高涨幅超2.35%，现货

市场跟涨。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时，山东地区主流针叶

浆市场价格为7350元/吨，环比上涨50元/吨。消息面上，总部位于巴

西的全球最大纸浆生产商苏萨诺纸业和纸浆公司日前发出警告称，

目前全球的纸浆库存都在逐渐减少，供应中断随时有可能发生。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国际市场纸浆供应趋紧对国内企业

影响有限。国内纸浆需求一直较为稳定，有的企业原材料自给率较

高，有的企业受疫情影响正在逐步消化库存，更有多家企业早已增

加产能以应对市场需求。 不过，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较为一致，纸

浆价格远期还将拉升。

纸浆价格预期走高

据媒体报道，巴西苏萨诺纸业和纸浆公司首席执行官瓦尔特·

舒尔卡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是欧洲的一个重要木材供

应国，由于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与欧洲的木材贸易目前已经完全

被封锁，欧洲的纸浆生产商产能受到抑制。 舒尔卡认为，不只是自

己的公司，目前全球的纸浆库存都在逐渐减少，供应中断随时有可

能发生。

对于国际纸浆供应紧张对国内企业的影响， 岳阳林纸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首先将导致浆价上升，其次对于比较依赖进口的

企业，将会提升成本，最终带动纸价走高。

不过，该负责人表示，影响传导不会这么快，公司目前没有原

材料不足的担忧，因为公司原材料自给率保持在50%以上。

“对木浆企业来说， 国际原材料涨价可能会传导至下游。 但

是，我们公司木浆占比不是特别高，主要是以废纸为主。 ” 山鹰国

际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的生产成本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后期随着

以木浆为原料的文化纸涨价， 可能也会带动以废纸为原料的瓦楞

纸跟涨。

山鹰国际称，国内纸浆市场的需求一直很稳定，加上国内造纸

大厂近几年都推出了扩产计划，新增产能应对增量需求。

景兴纸业表示，公司的销售市场主要依赖内需，随着公司周边

下游工厂逐步复苏，公司的发货量将逐步增加，以消化企业库存。

据隆众资讯统计，近期下游原纸厂家开工稳定。 其中，生活纸

开工率维持在40%以上；双胶纸开工率在60%上下；白卡纸开工率

维持在70%以上。纸浆下游原纸厂家需求维持平稳，未出现明显下

降，原纸上涨100元-200元/吨，支撑纸浆价格维持高位走势。

纸企出口业务增速明显

受益于国际纸品供应减少及RCEP的相关政策生效， 我国纸

制品出口业务增速明显。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3月，

我国造纸和纸制品业出口交货值达55.4亿元，同比增长18.7%。 从

2021年四季度开始，造纸和纸制品的出口业务就呈现快速增长的

态势， 连续三个月的同比增速均超过10%；2021年12月的出口值

为59.1亿元，创出历史单月出口值新高。

在我国造纸和纸制品的出口业务持续向好的推动下， 多家上

市纸企今年一季度业绩环比回升。 晨鸣纸业发布的一季度报告显

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5亿元，净利润为1.32亿元，环比呈现上

升态势。

对于未来造纸和纸制品的行业趋势，晨鸣纸业表示，需求端方

面，2022年下半年为造纸行业的旺季， 受海外市场需求增加以及

国内疫情缓解后的需求恢复影响， 机制纸需求将增加。 成本端方

面，纸浆、化工、能源、运输成本仍处于高位，推动纸价趋于稳定，有

提价空间。

岳阳林纸发布的一季度报告显示， 公司归母净利润为1.24亿

元，环比实现扭亏为盈。 今年4月，岳阳林纸重启出口业务，近日向

澳洲出口119.172吨文化印刷纸，涉及出口金额为14.5万美元。 在

此基础上，公司还将加大出口规模。

浆纸一体化渐成趋势

纸浆价格波动频繁，趋势判断难度大，为了控制成本，浆纸一

体化渐成趋势。

晨鸣纸业表示，受能源、化学品、木片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自

制浆成本也出现大幅上涨， 且国内市场需求相对疲软及涨价对利

润影响的滞后性导致产品提价落地幅度不及成本端上涨的影响，

弱化了公司纸浆自给率高的优势。

太阳纸业认为，“林浆纸一体化” 是确保造纸企业可持续稳

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公司通过山东、广西、老挝“三大基地” 构建

起了有太阳纸业特色的“林浆纸一体化” 系统工程，“林浆纸一

体化” 作为太阳纸业经营的重要举措正逐步凸显极其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此前，中顺洁柔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签约30万吨竹浆纸一体

化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约40.87亿元，预计2022年7月建设完成。

对此，中顺洁柔近期回复投资者称，目前该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

进中。

景兴纸业称，2021年， 生活用纸的营业成本中原材料成本的

比重约为66.68%。 公司未来将加快国内外产品及原料基地的项目

建设， 包括建设中的马来西亚项目和已经进入前置审批阶段的江

苏泗洪生产基地。

山鹰国际表示，公司正在努力推动产业链向上游拓展，比如在

纸厂周围建设打包和中转站，并尝试越过“黄牛” ，直接向商超、城

市垃圾站回收废纸。公司建有包装厂，包装厂将公司产品销售至终

端客户，再将客户的废纸回收，从而形成产业链闭环，进一步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

▲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三分公司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作业 公司供图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3月，我国造纸和

纸制品业出口交货值达55.4亿元，同比增长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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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不负农时“东北大粮仓” 春耕正酣

“我家最近一直在地里

忙着插秧， 这样在整个水稻

生长期就会更主动些， 秋天

就能早上市、早卖钱。 ” 北大

荒集团江川农场第三管理区

水稻种植户高艳玲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说。眼下，和高艳玲

家一样， 东北地区的农民们

正在田间地头儿忙着播种。

从4月中下旬开始，东

北地区陆续进入春耕时间，5

月则是春耕高潮。 在疫情防

控、粮食稳产增产、强化黑土

地保护、 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等背景下， 今年的春耕生产

显得尤为特殊。 作为我国主

要产粮区，东北地区早布置、

早备耕、早动手，确保春耕生

产按时推进。

●本报记者 宋维东

人机齐上 打好春耕这一仗

近日，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泰来

县拉开了今年水稻插秧序幕。在北大荒

集团泰来农场万亩有机水稻种植基地

内，配有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紧

张作业。 随着插秧机的前进，稻田里留

下一排排刚刚插栽整齐的秧苗。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北大荒

集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各水稻

主产区抢抓农时、人机齐上。 作为我国

重要的“大粮仓” ，北大荒集团今年计

划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50万

亩，力争粮食产量达到430亿斤以上，有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北大荒集团所在的黑龙江省是当

之无愧的产粮大省。 今年一季度，黑龙

江省农业经济开局良好，全省第一产业

增加值达到124亿元，同比增长6.3%，高

于全国0.3个百分点；13个市（地）中，

有11个市（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到或超过全国增速。

据悉，2022年黑龙江省确保粮食种

植面积达到2.185亿亩、 粮食总产稳定

在1500亿斤以上。黑龙江省把备春耕生

产作为夺取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的第一

场战役来打。 在前期充分准备下，黑龙

江省春耕生产正有力有序推进。 截至5

月5日，全省旱田已播种5500万亩以上，

水田已泡田4600万亩以上，水稻插秧已

陆续展开。

受到疫情影响的吉林省在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要求的同时，全面推动春耕

生产。 4月下旬，吉林省气温、地温普遍

偏高，大部地区土壤墒情较适宜，农业

气象条件对春播有利。 全省各地抓住有

利时机，加快大田玉米播种进度，逐步

掀起春耕播种高潮。

“我家3月下旬开始平整田地，4

月下旬开始玉米播种， 前几天种完了

玉米。 ” 吉林省德惠市天台镇农民王

友生说。

为有效化解疫情对农业发展的影

响，吉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

夺取全年农业丰收的若干意见，要求各

地要按照已下达的8800万亩粮食播种

面积任务和464.5万亩大豆播种面积任

务，压实责任，确保落实到乡村、地块，

在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

以上。

“我们将继续督促各地落实好已安

排部署的播种面积，抓好当前春耕播种

尤其大田播种， 确保把地种在适播期

内，努力实现一次播种拿全苗。”吉林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文国表示， 预计5

月10日左右全省将完成玉米播种，同时

还要抓好水稻秧苗管理， 确保5月底完

成插秧。

日前，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切实

加快春播生产进度的通知，要求各地抓

住春播关键期， 做好分区分类指导，力

保播在佳期、一播全苗。

辽宁省气象局监测结果显示， 近期

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土壤墒情适宜或饱和，

正是大田作物抢墒播种的好时机。“五

一”假期期间，辽宁省掀起春耕高潮，共

播种农作物1877.8万亩。 接下来，辽宁省

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指导墒情适宜地

区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播种进度。

藏粮于技 提升机械化水平

“我们今年农业机械化水平又提高

了。 特别是侧深施肥和无人驾驶技术，在

减少施肥量的同时还能降低生产成本，保

护耕地，提高稻米品质。 ”北大荒集团肇

源农场种植大户林东旭说。

用科技助力春耕正是当下东北地

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

略的缩影。“在今年的水稻插秧工作中，

各农场机械化、 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省时省力，秧苗整齐有序，便于后期

管理。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总经

理于家傲说。

北大荒农业股份勤得利分公司近期

拉开了今年水稻插秧序幕。 农业技术人

员来到田间地头儿，实地查看插秧情况，

防止出现淤苗、飘苗现象，最大限度缩短

缓苗时间，提高秧苗抗病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水稻育秧期间，

勤得利分公司第五管理区还联系厂家

技术人员给23台水稻插秧机安装了辅

助直行驾驶系统。“在辅助直行驾驶系

统帮助下，只要做好定点，插秧机就能

高速笔直地往前走。 ” 种植户王刚说，

“我们只需要再雇两个工人就能完成插

秧工作，省时省钱。 ”

吉林省提出，要集成实施精量播种、

机械化深施肥、增施根瘤菌肥、玉米大豆

轮作、秸秆还田等节种、节肥、省工等技

术，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

“今年将突出抓好玉米、水稻、大豆

三大作物良种选育与创制， 着力实施

‘吉林省主粮作物良种科技创新重大专

项’ 。 ” 吉林省科技厅副厅长李道恒表

示， 要重点聚焦黑土地长期 “重用轻

养” 、耕层结构劣化、水肥保供能力急剧

下降等问题，启动实施吉林省黑土地保

护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等。

扩种大豆 扶持政策加码

东北地区是重要的大豆种植区。今

年春耕，东北三省认真落实扩种目标任

务，全力完成大豆扩种计划。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

大豆播种夜间现场，农机上的大灯照亮

了田地，配备卫星定位系统的大马力农

机牵引着大豆精密播种机持续耕种。 该

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广对记者说：“为把

前几天因阴雨天耽误的农时抢回来，农

户们充分抓住最近的晴好天气，加班加

点，昼夜抢播，加快推进春播进度，确保

了全分公司13.14万亩大豆全部播在高

产期。 ”

今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将达

到6850万亩， 比2021年增加1000万亩

以上； 总产量力争达到170亿斤，比

2021年增加26亿斤以上。“按照‘稳粮

扩豆’ 总体要求，黑龙江省今年逐级分

解落实粮食和大豆播种面积，提前发布

大豆、玉米种植补贴政策信号，引导农

民调整种植结构。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王学斌说。

吉林省按照“主攻东部、发展西部、

兼顾中部” 的思路，积极扩种大豆。 今

年， 吉林省大豆播种面积任务为464.5

万亩，比上年增加85.4万亩。 在政策引

导方面，吉林省统筹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耕地轮作项目等资金政策，加大大

豆生产支持力度。 原则上，西部和东部

地区大豆生产者补贴亩均要高于玉米

200元左右，中部地区高300元左右。

辽宁省积极筛选推广高产优质品

种，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

式，推行玉米大豆合理轮作，示范推广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推进农机农艺

融合、良种良法配套。 全省2022年大豆

播种面积将达到165.8万亩以上，比

2021年增加10万亩以上。

日前，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

财政厅出台做好2022年生产者补贴政

策落实工作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大豆

补贴标准原则上每亩比玉米高200元，

最多可高出250元。

多地发布二季度水泥错峰生产计划

部分地区停窑时间超1个月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贵州、陕西等地陆续发布二季

度水泥停窑计划安排，部分地区停窑时间

超过1个月。从水泥价格看，受下游需求不

佳等因素影响，“五一” 假期过后，水泥价

格继续回落。 业内人士表示，坚持常态化

错峰生产才能保障有效供给，实现效益稳

增长。

多地执行错峰生产

日前，贵州省水泥工业协会发布《关

于延长2022年二季度错峰生产停窑的通

知》，由于原燃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下游需

求持续低迷、企业库存持续高位，经错峰

生产委员会会议研究，二季度每条生产线

在错峰生产停窑40天基础上再增加5天错

峰生产停窑时间。同时规定，4月未停满15

天的生产线需在5月15天精准错峰生产停

窑基础上补足， 完成4、5月每条生产线至

少累计精准错峰生产停窑30天任务。鼓励

每条生产线5月至少累计完成精准错峰生

产停窑30天后，连续执行二季度剩余错峰

任务，但实际执行时间必须在申报的精准

错峰计划内。

之前，陕西省水泥协会发布关于做好

关中地区2022年夏季水泥熟料错峰生产

工作的通知，要求关中地区所有水泥熟料

生产线（陕南和陕北地区根据区域实际情

况参照执行）在2022年6月1日-7月31日

期间错峰停窑30天。

福建省要求省内所有水泥熟料生产

线都应进行错峰生产，错峰生产时间安排

应结合春夏季、夏秋季臭氧污染高发时段

管控要求， 原则上分为春节雨季期间

（2022年1月至5月） 和酷暑伏天期间

（2022年7月至10月）， 每条生产线错峰

生产时间不少于65天。

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孔祥忠表示，

停窑是为了降库存降成本，减轻季节性或

某个时段的大气污染。 同时，供给端的理

性调控有利于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减少价

格波动幅度。水泥产量高低取决于市场需

求，生产时限取决于季节变化。 水泥的保

质期一般只有3个月， 超需求多生产只会

造成低价倾销，资源浪费，企业效益下滑。

水泥价格继续回落

数字水泥网监测数据显示，5月2日至

7日，全国水泥价格继续回落，周环比回落

幅度达到1.1%。国内水泥市场需求延续前

期的疲软态势，全国重点地区企业平均出

货率为64%。 销售压力较大叠加部分企业

抢占市场份额，导致水泥价格持续回落。

分地区看，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

东、广西等地周内跌幅为10元至30元/吨。

天津地区水泥价格继续趋弱，降雨、疫情

管控以及工程项目资金不足，下游需求表

现一般，企业出货维持在6成左右，库存高

位运行，价格有进一步下滑趋势。 唐山地

区工程施工以及企业外运受限较大，目前

企业出货在5-6成， 各企业库存均处于满

库状态。 河北石家庄、保定和邯邢地区下

游需求相对稳定，企业出货在7成左右，库

存持续高位，价格上涨乏力。

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数字水泥网

总裁陈柏林表示， 二季度受疫情等多重

不利因素影响，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库存

不断上升，企业销售压力倍增。 从行业高

质量发展角度看， 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严控新增产能，加快消减严重过

剩产能，坚定不移执行常态化错峰生产，

降库存、降成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

快市场整合步伐，优化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实力， 实现行业经济

运行的稳定性。

“预计后期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按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要

求，推进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游需

求将会集中释放。 企业执行错峰生产，市

场供需关系将得到扭转， 水泥价格将会

明显走高。 同时，煤炭价格在政府调控下

将会回落，行业效益也将随之改善。 ” 陈

柏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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