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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造纸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分有机制和手工两种形式。机制是在造纸机上连续进

行，将适合于纸张质量的纸浆，用水稀释至一定浓度，在造纸机的网部初步脱水，形成湿的

纸页，再经压榨脱水，然后烘干成纸。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造纸市场深度分析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二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造纸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造纸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造纸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造纸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造纸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造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造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造纸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世界造纸行业分析

第.一节世界造纸工业整体概况

一、世界造纸产业六大特征

二、全球造纸工业回眸

三、世界纸制品产消逐步提高

四、2019年全球造纸业发展分析

第二节美国

一、2019年美国造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二、美国倡导使用再生纸

三、美国纸浆及废纸的供应量估测

第三节日本

一、日本造纸行业回顾

二、日本包装纸产品市场概况

三、日本造纸企业降低再生纸生产废纸使用率

四、日本造纸工业在压力下求生存

第四节法国



一、法国造纸业回顾

二、法国造纸业结构剖析

三、法国造纸厂成本提高丧失竞争力

第五节韩国

一、韩国造纸行业回顾

二、韩国造纸业青睐中国市场

第六节意大利

一、意大利造纸行业回顾

二、意大利纸张回收量赶超需求量

三、意大利造纸机械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七节德国

一、德国造纸业回顾

二、德国&ldquo;再生纸&rdquo;运动兴起

三、德国墙纸发展状况分析

四、2019年德国造纸业走出低谷

 

第二章中国造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中国造纸工业发展概况

一、造纸业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二、中国造纸业&ldquo;十二五&rdquo;回顾

三、中国造纸业布局和结构简况

四、造纸行业特征分析

五、中国造纸业悄然西进

第二节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9年全国纸及纸板的生产和消费情况

二、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主要生产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三、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纸浆生产和消耗情况

四、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纸及纸板、纸浆、废纸及纸制品进出口情况

五、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六、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投资情况分析

七、2019年中国造纸企业经济类型结构与规模结构

八、2019年中国造纸工业环境保护情况分析



第三节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9年中国造纸业集中度提高

二、2019年中国造纸业产量增长情况分析

三、2019年我国造纸业完成投资情况

四、2019年造纸业及纸制品利润增长情况

五、2019年造纸业20大最有价值上市公司排行榜

第四节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9年造纸业运行总体概况

二、2019年造纸业景气情况

三、2019年造纸业销售毛利率

 

第三章中国造纸行业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一节2019年全国纸浆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一、2019年全国纸浆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二、2019年全国纸浆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2019年全国新闻纸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一、2019年全国新闻纸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二、2019年全国新闻纸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三节2019年全国箱纸板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一、2019年全国箱纸板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二、2019年全国箱纸板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四节2019年全国纸制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一、2019年全国纸制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二、2019年全国纸制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五节2019年全国纸箱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一、2019年全国纸箱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二、2019年全国纸箱产品产量及增长率分析

 

第四章2019年中国造纸行业经济运行数据分析

第.一节2019年全国造纸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9年全国造纸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9年全国造纸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2019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造纸行业规模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造纸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五章2019年中国纸浆制造业经济运行数据分析128

第.一节2019年全国纸浆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9年全国纸浆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9年全国纸浆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2019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行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纸浆制造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六章中国纸产品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新闻纸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新闻纸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新闻纸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新闻纸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

第二节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未经涂布的牛皮纸及纸板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未经涂布的牛皮纸及纸板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未经涂布的牛皮纸及纸板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9年中国成卷或成张的未经涂布的牛皮纸及纸板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

第三节中国成卷成张的家庭或卫生用纸、面巾纸、餐巾纸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9年中国成卷成张的家庭或卫生用纸、面巾纸、餐巾纸进出口总体数据

二、2019年中国成卷成张的家庭或卫生用纸、面巾纸、餐巾纸主要省市进出口数据

三、2019年中国成卷成张的家庭或卫生用纸、面巾纸、餐巾纸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

 

第七章生活用纸

第.一节生活用纸概述

一、生活用纸的概念

二、走出生活用纸误区

三、优质生活用纸产品的四要素

第二节国际生活用纸行业及市场发展状况

一、全球生活用纸行业发展概况

二、拉丁美洲生活用纸市场概况

三、欧洲生活用纸差异化发展态势

四、台湾生活用纸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第三节我国生活用纸行业发展特征

一、我国生活用纸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二

二、生活用纸消费结构现状

三、生活用纸人均消费量状况

四、生活用纸地区间消费差异

五、我国生活用纸消费卫生状况

六、生活用纸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

七、生活用纸的出口贸易现状

第四节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发展概况

一、生活用纸市场现状分析



二、中国生活用纸市场发展趋势

三、中国生活用纸产品结构概况

四、中国生活用纸研发力情况

五、中国生活用纸装备水平分析

六、中国生活用纸市场问题分析

七、中国生活用纸市场展望分析

第五节2019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造纸量跃居世界第.一

二、2019年我国纸业上市公司经营状况

三、我国造纸行业外销情况

四、2019年生活用纸企业竞争状况

五、2019年生活用纸行业结构调整情况

六、2019年生活用纸业开打&ldquo;环保牌&rdquo;

第六节中国生活用纸整体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3-2020年卫生纸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二、生活用纸营销趋势和对策

三、卫生用品发展方向

第七节中国生活用纸细分市场展望

一、中国卫生纸市场展望

二、中国妇女卫生巾市场展望

三、婴儿纸尿布市场趋势

四、中婴产品市场趋势分析

五、成人失禁用品发展前景分析

六、老龄产品的市场潜力分析

 

第八章新闻纸

第.一节国际新闻纸发展概况

一、国际新闻纸市场良莠不齐

二、世界新闻纸市场产量集中价格上升

三、世界新闻纸市场消费分析

四、欧洲新闻纸市场价格分析

五、日本新闻纸发展状况分析



第二节中国新闻纸行业分析

一、国内新闻纸行业在亚洲市场地位显赫

二、中国新闻纸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三、新闻纸企业分化差别大

四、浅析中国新闻纸行业的国际化

五、中国新闻纸凸显国际竞争力

第三节中国新闻纸市场分析

一、中国新闻纸消费增长分析

二、2019年中国新闻纸市场发展分析

三、2019年新闻纸市场企业发展分析

四、新闻纸价格的历史分析和近期走势

第四节新闻纸市场供需分析

一、新闻纸行业供需环境分析

二、2019年新闻纸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三、新闻纸在未来20年需求量将下降56%

第五节废料生产新闻纸的发展探讨

一、废纸来源与质量

二、废纸脱墨在新闻纸生产中的几点说明

三、脱墨废纸的生产成本核算

四、环保问题

 

第九章包装用纸

第.一节包装纸的概述

一、包装纸类别简介

二、包装纸特性分析

三、高档包装纸的特点及应用介绍

第二节国际包装纸发展状况

一、世界纸包装市场发展回顾

二、2019年美国包装纸企业利润

三、2019年亚洲包装纸市场需求分析

第三节中国包装纸行业分析

一、中国纸包装工业发展状况



二、包装纸新品发展状况分析

三、绿色防潮包装纸发展态势分析

四、外资密集潜伏包装纸企业存寡头垄断隐忧

第四节包装纸的发展趋势

一、世界包装纸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二、中国包装纸市场潜能大

三、中国包装用纸的发展走向分析

四、功能性包装纸发展前景好

 

第十章瓦楞纸及纸板

第.一节世界瓦楞纸及纸板行业状况分析

一、世界瓦楞纸行业发展概况

二、欧洲瓦楞纸板产量持续上升

三、亚洲瓦楞纸板发展回顾

四、日本农产品市场的瓦楞纸包装应用

五、2019年美国瓦楞纸箱和纸板箱市场需求预测

第二节中国瓦楞纸及纸板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瓦楞纸的产销状况分析

二、包装用瓦楞纸板市场发展态势浅析

三、微细瓦楞纸的特性及国内外发展分析

四、中国瓦楞纸行业发展需要减负

五、创新是瓦楞纸板企业发展的关键

六、瓦楞纸箱包装行业：业内优势公司正在经历迅速发展时期

第三节瓦楞及复合纸板行业分析

一、瓦楞及复合纸板优势特点及不足分析

二、瓦楞复合纸板在其它行业的应用分析

三、瓦楞复合纸板技术应用表现

四、瓦楞及复合纸板发展展望

五、2019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瓦楞纸箱市场

 

第十一章其它纸产品

第.一节印刷用纸



一、印刷用纸概述

二、数字印刷纸是发展所需

三、印刷用纸品种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箱板纸

一、中国箱板纸市场简析

二、中国箱板纸市场需求分析

三、中国包装箱板纸发展迅速

四、箱板纸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三节铜版纸

一、铜版纸简介

二、中国铜版纸行业发展分析

三、铜版纸市场发展展望

第四节白卡纸

一、白卡纸简介

二、白卡纸行业发展分析

第五节牛皮纸

一、牛皮纸简介

二、牛皮纸行业发展优势及技术特点分析

三、牛皮纸在食品包装行业中的应用分析

 

第十二章原料分析

第.一节纸浆

一、现代制浆造纸产业特点

二、2019年全球纸浆市场现状

三、国际纸浆价格走势分析

四、中国纸浆原料供给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五、2019年我国纸浆的市场、消费和整合情况分析

六、2019年全球纸浆分布情况预测

第二节草浆

一、草浆是我国多元化纸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草浆污染并非总是&ldquo;臭&rdquo;名远扬

三、盲目攀比就会变成&ldquo;空中楼阁&rdquo;



第三节木桨

一、木浆概述

二、木浆进口增长的影响

三、林纸一体化&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四、2019年我木浆进出口情况

五、2019年木浆价格变化趋势

六、桉木浆需求强劲

第四节竹浆

一、竹浆造纸意义重大

二、竹浆造纸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三、发展竹浆造纸的建议

第五节废纸

一、废纸回收利用意义重大

二、中国废纸利用率低

三、中国进口废纸的原因分析

四、中外废纸处理的比较分析

 

第十三章相关行业的发展分析

第.一节造纸机械设备发展情况

一、中国造纸工业机械设备发展回顾

二、制浆造纸机械制造业状况分析

三、机械设备发展的结构调整和主要产品

四、造纸行业带动造纸机械市场发展

五、机械装备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造纸机械装备工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主要机械装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中国机械装备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中国机械装备发展的对策分析

第三节造纸化学品行业分析

一、造纸化学品的类别

二、中国造纸化学品行业状况分析

三、开发中国特色的专用化学品



第四节中国造纸化学品发展展望

一、中国造纸化学品市场前景无限

二、中国造纸化学品发展方向

三、注重应用技术及专用设备的研究应用

四、加强合作交流

 

第四部分造纸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十四章中国造纸行业企业分析

第.一节中国造纸行业企业发展综合状况

一、中国造纸业企业体系变革

二、中国造纸业企业的新格局

三、2019年重点造纸企业产量前30名

四、2019年造纸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五、2019年造纸行业企业景气度分析

第二节中国造纸行业内资企业发展分析

一、民营企业是发展中国造纸业的主力军

二、内资企业发展面临政策新机遇

三、内资企业发展成行业龙头占市场主导地位

第三节中国造纸行业大企业发展研析

一、造纸业内资大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二、造纸大企业是中国造纸产业的主导力量

三、造纸行业大企业装备及技术发展状况

四、造纸行业大企业污染的排放及治理

五、节能减排是大企业发展的机遇

第四节内资企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内资造纸企业基础普遍较差

二、林地和废纸等资源技术受制于外资企业

三、国内造纸企业规模较小整合能力差

四、部分企业无序竞争和国外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五、国内企业融资仍存在困难行业发展后续乏力

 

第十五章造纸业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九节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十节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五部分造纸区域产业分析及发展规划

第十六章区域产业分析

第.一节山东

一、山东省的造纸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山东省的造纸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三、当前山东省的造纸工业发展形势

四、山东省造纸工业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五、山东省造纸工业发展重点

六、山东省造纸工业保障措施

第二节广东

一、广东造纸工业发展环境及产销回顾

二、广东省造纸业生产经营状况回顾

三、纸浆价格上涨造纸业面临严峻考验

四、广东江门纸业基地发展循环经济&ldquo;绿化&rdquo;造纸业

五、广东造纸工业发展的主要策略

六、提高广东纸业市场竞争力的策略

第三节浙江

一、浙江省造纸工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浙江颁布造纸业安全生产标准

三、浙江富阳造纸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

四、浙江造纸&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

第四节福建

一、福建省造纸工业状况分析



二、福建省造纸工业的优势和必要性分析

三、福建造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福建泉州造纸业频出&ldquo;省钱&rdquo;大动作

第五节河南

一、河南省造纸工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河南省造纸工业的优势分析

三、河南造纸工业发展中的阻碍及成因

四、河南纸张市场及造纸业发展趋势

第六节湖北

一、湖北省造纸工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湖北发展造纸工业的条件分析

三、湖北造纸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七节云南

一、云南省造纸工业主要发展历程

二、云南造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借鉴经验发展云南造纸业

四、云南省造纸工业&ldquo;十一五&rdquo;发展目标

第八节广西

一、广西纸业已形成150亿元产值规模

二、广西造纸与木材业：一体化发展深加工增效

三、广西纸业布局东盟贵糖造纸谋变求发展

四、广西百色造纸业税收增3成

五、广西造纸20年投资将过千亿

 

第十七章部分省市造纸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第.一节江苏省

一、江苏省纸张市场分析

二、江苏造纸的五大优势分析

三、江苏造纸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指导思想

四、江苏造纸&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目标

五、江苏造纸发展布局与发展重点分析

六、&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重大建设项目及投资估算



第二节福建省

一、&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造纸业的指导方针

二、福建造纸&ldquo;十三五&rdquo;的规划目标

三、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规划

四、规划实施的措施及所需要的政策

第三节河南省

一、河南省造纸&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二、河南造纸工业布局与发展重点

三、投资估算

第四节河北省

一、&ldquo;十三五&rdquo;的目标

一、主要抓的项目

三、河北纸业&ldquo;十三五发展指导思想原则和战略机遇及环境

第五节云南省

一、云南省造纸&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二、云南造纸工业布局与发展重点

三、投资估算

第六节上海市

一、上海造纸指导思想

二、上海造纸发展目标

三、上海造纸发展布局

四、上海造纸发展重点

五、上海造纸投资估算

六、上海造纸发展采取的措施

七、上海造纸的政策建议

 

第六部分造纸行业发展趋势与策略

第十八章2021-2027年造纸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行业背景分析

一、经济背景

二、人口背景

第二节法规政策环境分析



一、一次用纸生产加工企业监督整治规定

二、进口木浆、出口纸张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

三、中国取消纸浆、纸和纸板的出口退税

四、《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发布

五、中国进口纸浆出口纸品税退税政策分析

六、《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管理办法》出台

七、我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分析

八、清洁生产政策推行情况分析

九、我国造纸工业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情况分析

十、造纸工业清洁生产标准实施

十一、2019年造纸工业废纸制浆新标准实施

十二、2019年施行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十三、2019年造纸行业排放新标准实施

十四、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第三节生活用纸行业标准及技术要求

一、纸巾纸行业标准及技术要求

二、卫生纸行业标准和技术要求

第四节纸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纸业新技术法规不断出台

二、造纸及纸制品被列入《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

三、造纸技术的发展走向

 

第十九章2021-2027年造纸行业发展前景与趋势

第.一节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造纸业面临洗牌

二、2019年中国造纸业发展预测

三、中国未来三年纸张产量和消费情况分析

四、中国造纸业未来几年增长情况

五、国内造纸工业发展情况2020年预测

第二节中国纸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分析

一、造纸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或深度转型

二、2019年中国纸行业营销趋势和对策



三、中国纸行业发展方向探讨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纸行业细分市场发展展望

一、2021-2027年中国生活用纸市场展望

二、2021-2027年中国新闻纸市场展望

第四节2021-2027年中国造纸行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一、集约化

二、高档化

三、林纸一体化

四、多元化

 

第二十章2021-2027年造纸行业发展战略

第.一节中国造纸工业自主品牌

一、中国造纸品牌分类

二、中国造纸品牌整体概况

三、造纸业子行业品牌发展概况

四、中国造纸行业品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节中国造纸工业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造纸工业结构不合理

二、中国造纸发展中存在三矛盾

三、中国造纸行业存在的四大问题

四、中国造纸业受原料短缺制约

第三节中国造纸行业发展对策

一、造纸行业应推行自主创新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二、造纸行业发展建议

三、金融海啸下造纸业的转型与机遇

四、加大利用废纸资源

 

第二十一章2021-2027年造纸行业投资策略

第.一节2021-2027年投资机会及策略分析（）

一、2019年造纸行业基本面回暖

二、2019年主要纸种景气度判断分析

三、造纸行业投资机会显现



四、2021-2027年造纸行业投资策略

第二节2021-2027年造纸行业风险与银行授信对策探析

一、造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二、行业市场风险分析

三、行业财务风险分析

四、环保风险分析

五、商业银行的行业授信原则

六、商业银行的行业授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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