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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际市场  

    年终岁末的最后一个月，美国废纸供需形势整体呈现先紧后松的局面，其中美国回收量最大的旧瓦

楞纸箱的价格在 12 月初还呈现明显的上涨，但从月中开始，随着圣诞和新年长假的逐步临近，以及美

国箱板纸工厂实施停机保养的增多，所带来美国箱板纸工厂补充OCC原料库存节奏有所放缓，引发OCC

供应明显增多起来，并带来了 OCC 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开始出现下滑；相比较而言，旧报纸的价格继

续表现坚挺，甚至在美国部分地区供应紧俏之势有所升级。由于美国市场旧报纸和混合废纸价格差距继

续不大，使得相当多打包厂没有将混合废纸中的旧报纸单独挑选出来放在混合废纸中整体打包了，而这

也加剧了近来美国旧报纸供应继续向紧俏方向发展；高标号废纸方面，受美国纸浆价格有所走软和近来

美国脱墨浆厂停工检修开始增多的影响，美国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的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都出现

下跌，当然导致这次价格的下调与进入 12 月份是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季节性回收旺季也有关联。

外部环境方面，近来美国许多州已经遭受到强烈的暴风雪袭击，相信这突发的恶劣天气将给美废市场供

需带来突变，并导致许多低标号废纸回收难度骤然加大；同时近来国际油价再度飙升，上升到近两年以

来的新高点，相信这也会引发船公司推涨新一轮废纸海运费的上涨，外加美元全球贬值的力度丝毫没有

减弱，相信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迈入 2011 年后，美废各标号废纸价格将再度呈现上涨的压力有增无

减。 

旧瓦楞纸箱方面，#11 旧瓦楞纸箱的内销价格在 12 月份上旬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但维持时间不长，

并在美国箱板纸工厂集中补充圣诞和新年长假货源结束后，和出口订单减少的影响下，#11 旧箱板纸内

销价格从高位出现回落，但纵观整月，内销价格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涨，使得其内销价格和出口价差有

明显缩小。根据美国 OBM 价格数据显示，美国内销 OCC 价格在新英格兰和东北部上涨 5 美元/短吨，

在布法罗上涨了 25 美元/短吨，使得价格相对高些的出现在洛杉矶，为 165-175 美元/短吨，价格较低的

在芝加哥，为 125-135 美元/短吨；出口方面，美国东西两岸的 FAS 价格跟上月底基本相同，如美国东

岸出口 FAS 成交价格为 200-210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出口 FAS 成交价格为 220-225 美元/短吨，跟上月

基本一致；旧报纸方面，回收量的下滑和出口需求旺盛继续推动着其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都出现小幅上

涨，内销方面，其价格平均上涨了 10 美元/短吨，如在#8ONP 内销价格平均上涨了约 5 美元/短吨，平

均内销价格达到了 132 美元/短吨布法罗、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等地都有这个幅度的上涨；出口方面，

再度上涨了 2-3 美元/短吨，出其中美国东岸 FAS 成交价格达到 163-167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 FAS 成交

价格达到 178-179 美元/短吨；混合废纸方面，内销价格变化不大，但出口价格仍出现了小幅上涨。内

销方面，平均价格继续维持在 90 美元/短吨，使得在东北部、中西部和西岸大致分别为 95 美元/短吨、

85 美元/短吨和 110 美元/短吨；出口方面，价格也出现 2-3 美元/短吨的上涨，使得美国东岸出口 FAS

成交价格达到 147-148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出口 FAS 成交价格达到 164-165 美元/短吨；高级脱墨废纸

和代浆级废纸方面：美国纸浆价格开始出现走软，使得部分美国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的价格出现

下跌，其中有消息说高级脱墨废纸价格的走低与 IP(国际纸业)和 Boise 减少订单引发的市场连锁反映有

关。根据美国 OBM 价格指数显示，美废#40 挑选白账簿纸的内销价格平均下跌了约 20 美元/短吨，使

得价格相对高点的是位于西海岸为 330-340 美元/短吨，价格相对低点在芝加哥为 300-310 美元/短吨；

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的销价格也出现了约 10 美元/短吨的下跌，其价格稍高的区域在旧金山，为

230-240 美元/短吨，价格稍低的区域在美国西南部，为 185-195 美元/短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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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国内市场 

    1、进口废纸 

年终岁末的最后一个月，国内进口废纸市场供需状况呈现了分化态势，具体表现为来自美国和欧洲

的进口旧报纸的价格继续出现小幅的上涨外，其它标号的各货源国的进口废纸价格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

走软。这其中进口量最大的#11AOCC 价格出现了今年下半年以来单月最大幅度的下跌，究其缘由与近

来国内箱板纸市场需求不旺，销售价格难以上涨，由此使得国内箱板纸工厂补充进口#11AOCC 库存力

度明显变缓有关，只是耐人寻味的是欧洲#11OCC 价格继续坚挺；而旧报纸的价格继续保持强势与国内

主流新闻纸工厂补充库存力度明显加大，外加较为引人注目的广州华泰纸业在广东新会投资的年产 20

万吨新闻纸生产线从 12 月份开始已经开始在市场上大量采购进口旧报纸等行动的展开，推动着进口旧

报纸价格稳步上涨。而随着广州华泰纸业新建项目的投产将会进一步推高进口旧报纸供应的紧俏程度；

高标号废纸方面，在这月湖南岳阳纸业废纸脱墨线公开招标采购了一批高级脱墨废纸，和常熟理文纸业

废纸脱墨浆线也从月中开始投入到暂时的连续性生产状态，使得这月国内工厂对高标号废纸需求较前几

个月有所增加。外部环境方面，从 10 年 12 月中旬开始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公布了前两批获得 2011 年度

进口废纸环保证批文的相关纸业，根据公告，前两批获批企业共有 250 家，涉及到自动类进口废纸共计

3156..7 万吨，限制类废纸共计 412.3 万吨，相信这两批进口废纸环保许可证的发放，为国内许多造纸企

业持续性采购进口废纸铺平了道路。纵观过去的 2010 年，进口废纸价格再度出现快速上涨，尤其进口

OCC 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和供应紧俏的趋势贯穿了 2010 年的大半年；而迈入 2011 年，仍有至少约 200

万吨新增箱板纸和瓦楞纸逐步投产，外加新增新闻纸产能和新增用废纸脱墨浆生产文化纸产能等项目

看，都将会继续推高国内造纸业对进口废纸的依赖程度；而从美元全球贬值的大势下，相信进口废纸价

格在迈入新年后将再度呈现攀升态势。 

美废方面：除了美废#8 旧报纸和#10 旧杂志纸在国内大型新闻纸工厂补充库存力度明显加大和广州

华泰纸业开始在市场大量采购的推动下出现了继续小幅上涨外，其它各标号废纸的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走软。美废#11OCC 方面，国内主流工厂经过前期连续数月加大采购力度的推动，#11AOCC 供应

不足的局面已经大有改观，外加进入 12 月份国内箱板纸工厂销售局面没有出现季节性火爆局面，使得

国内箱板纸生产厂家大幅度减少了进口#11AOCC 的订单，同时许多华南地区箱板纸和瓦楞纸工厂将从

2011 年 1 月份开始进入较为集中的年度停机检修时段，由此也给#11AOCC 价格产生一定的抑制，但随

着月底的到来其价格有逐步企稳迹象。截止最后一周统计，#11AOCC 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15-16

美元/吨，但较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55-57 美元/吨；旧报纸方面，在国内主流新闻纸工厂买盘继续有

力的支撑下，#8ONP 价格继续呈现小幅上涨，而在其它标号废纸价格都走低的大势下，价格出现上涨，

着实显示了其强势。截至最后一周的统计，#8ONP 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上涨了 2-3 美元/吨，也较去年同

期相比上涨了 45-46 美元/吨；美废#10 旧杂志纸方面，国内需求继续强劲，价格也呈现明显上涨。截止

最后一周的统计，其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上涨了 5-6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44-45 美元/吨；

混合废纸方面，一些工厂受限制类新环保证短期内难以获得审批的影响，暂缓了补充库存力度，使得近

来成交尤其低迷，但其价格整体却变化不大。截止最后一周的统计，其价格较上月底相比大体相当，而

较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41-42 美元/吨；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方面，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需

求整体呈现稳固，如岳阳纸业脱墨浆线在这月补充了一定数量的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此前已经停

产一段时间的常熟理文纸业年产 10 万吨废纸脱墨浆线从月中开始投入生产等。但近来美国国内供应的

增多导致其出口价格出现下跌。截止最后一周的统计，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下跌

了 12-13 美元/吨，而较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45-47 美元/吨；同样，美废#40 挑选白账簿纸的报价也出

现了下跌，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约 9-10 美元/吨，而较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42-43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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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废方面，主流标号废纸价格较美废价格相比显得坚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欧洲#11OCC 价格在国

内需求稳固和欧洲等地遭受暴风雪导致供应量有限的影响下，其抗跌能力显示出较强的一面。截止最后

一周的统计：欧洲大陆混合废纸（A2）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上涨了 1-2 美元/吨，而较去年同则相比上涨

了 42-43 美元/吨；欧洲旧箱板纸 A5（90/10）月底报价较上月底相比则下跌了 1-2 美元/吨，也较去年同

期相比上涨了 53-54 美元/吨，使得其与#11AOCC 之间的差价部分明显缩小，为 32-34 美元/吨；欧洲#8

旧报纸（80/20）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上涨了 2-3 元/吨，

也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34-35 美元/吨。  

日废方面，价格整体变化不大，但日废#8 旧报纸

价格却呈现小幅下跌，这主要是其价格前期涨幅过

大，近来适当的回调也是市场的正常行为。截止最后

一周的统计，日本#3 混合废纸价格 12 月底报价较 11

月底相比下跌了 1-2 美元/吨，但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了 39-41 美元/吨，使得其高出美废#3 价差部分有所缩

小；日本#8 旧报纸方面，12 月底报价较 11 月底相比

则下跌了 2-3 美元/吨，但较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43-45 美元/吨；#11JOCC 的 12 月底报价较 11 月底相

比下跌了 3-4美元/吨，但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54-56

美元/吨。  

近来进口 OCC 到港量的增加，缓解了前期国内

进口 OCC 普遍短缺的现状；同时随着主流新闻纸工

厂对进口旧报纸加大采购力度，由此也带来了进口旧

报纸环比出现明显增长。从最新公布的 2010 年 11 月

份进口废纸到港量的海关统计显示：2010 年 1-11 月

份国内共进口各类废纸共计：2199.501 万吨，总体较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2.7%，其中 11 月份国内共到港各

类废纸共计 202.436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15.9%，但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6%；OCC 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127.078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14.8%，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8.29%；旧报纸和旧

杂志纸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43.689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18.4%，但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6.81%；

混合废纸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28.601，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15.8%，但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1.36%；

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3.857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27%，也较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 52.24%。从所公布的海关数据统计显示看出：今年以来进口废纸到港量较去年同期出现

了明显的下滑，这与近来国内新增以废纸为原料的新增包装纸产能不断投放而导致需求增加产生了矛

盾，由此形成历史上少有的 OCC 供应紧俏态势；同时海关数据中显示了国内对高级脱墨废纸类需求增

长明显，这与湖南岳阳纸业年产 18 万吨高级废纸脱墨线生产逐步正常所带来的需求增加有关。展望未

来，进入 2011 年，继续是新增包装纸产能逐步释放较为集中的年份，相信进口 OCC 供应紧俏之势将会

延续；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玖龙纸业两条使用高标号进口废纸的脱墨线也会先后投产，相信这也将会带

来高级脱墨废纸到港量继续高涨。  

 2、国内废纸市场 

    国内废纸回收价格继续呈现上涨，虽然近来进口 OCC 价格有所走弱，但这丝毫不影响全国各地国

内回收的 OCC 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国内旧报纸的价格也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再度形成了“涨”

最新进口废纸价格 

（此价格截止到 2011 年 1 月 3 日） 
标号                       价格（美元/吨） 

美废#3                         215-216 

美废#8                         238-239 

美废#9                         272-273 

美废#11                        263-265 

美废#37                        325(统货) 

美废#10                        275-276 

美废#40                        416 

欧废#11（90/10）                231-233 

欧废 ONP（80/20）              229-230 

欧废 A2 （欧洲大陆）           209-210  

日废#11                        240-242 

日废#3                         240-241 

日废#8                         250-251 

注：中国主要港口到岸价  

此价格仅供参考，实际成交价格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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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一片的势头。 

华南地区 

华南地区两大造纸厂——东莞玖龙纸业和理文纸业最新收购国内废纸价格跟上月相比再度出现上

涨，使得其价格创历史新高。如玖龙纸业在 12 月底执行的废纸收购价格为：0CC 方面，纸箱厂一级边

角料为 1850-1890 元/吨，较上月底相比上涨了 40-50 元/吨；纸箱厂统货，1780-1800 元/吨，也跟上月

相比上涨了 40-50 元/吨；旧报纸方面，价格再度出现上涨，上涨幅度为 50-60 元/吨，主流为 1820-1840

元/吨（注：以上价格为不开票，并送到工厂的价格）。 

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地区主流工厂国废收购价格中 OCC 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整体较上月相比上涨了

100-110 元/吨。如太仓玖龙最新公布的收购价格为 A 级瓦楞纸箱切边价格为 1980-2000 元/吨，统货黄

板 1870-1890 元/吨，（以上为开票价格）；旧报纸方面，价格也出现上涨，主流工厂采购价为：含报量

达到 80%以上定价为 1870-1920 元/吨，而含报量达到 50%以上定价为 1810-1840 元/吨（注：以上价格

为开票价格）。 

 

III 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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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行业动态数据： 

我们可以提供国内新闻纸、涂布纸、轻涂纸、双胶纸、涂布再生纸板、涂布白卡纸、箱纸板、白面箱纸板、

瓦楞纸的产量、消费量、销售量、价格、发货量和库存量等动态数据。另外可以提供纸浆、废纸和各种纸张、

纸板的消耗量和进出口数量和金额等动态数据。详细需求请联系信箱：michelle@chinapaperonline.com 和 

xiaoyuan@chinapaperonline.com  

 

 

 

 

mailto:michelle@chinapaperonline.com
mailto:xiaoyuan@chinapaper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