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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际市场  

年终岁末的最后一个月，美国各标号废纸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的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走软之

势。其中出口价格受出口市场需求继续整体低迷的重压，出口价格出现了近两个月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

但内销价格受美国国内工厂为即将到来圣诞和新年长假而增加的储备行动的推动，美国部分标号废纸的

内销价格在上旬还呈现上涨之势，只是在之后随着增储行动力量的逐步衰减和出口价格持续下跌所导致

的内销和出口价格差距过大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低标号废纸内销价格出现了先涨后跌的走势；高标号废

纸方面，虽然北美纸浆价格出现上涨，但高标号废纸出口需求下滑和和美国国内脱墨浆厂补充库存力度

下滑的双重影响，其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都出现了双双回落。外部因素方面，美国政府在这月中旬推行

的第四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将给未来美废价格止跌回升增添了内力。可是近来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

等 15 个港口因港口工人跟经营者的劳资合同最终没有达成一致，为此港口工人将从 12 月 30 日起举行

罢工的突发事件，已经触发部分美国港口对船公司称开始加收 800-1000 美元/柜的拥堵费，面对新的不

确定因素，外加进入下旬后圣诞和新年长假的相继接踵而至，许多美国废纸出口商在年终最后一个月内

大都承接订单有限，种种迹象显示美废出口商对未来废纸出口价格上涨持乐观态度。而如考虑到随着新

年长假的过去，将渐渐进入美国废纸市场一年中回收量最旺盛的时段，以及美国低标号废纸出口最大的

目的地——中国，将有传统春节长假的存在，许多工厂采购废纸节奏将再度放缓等不利因素看，美国相

关标号废纸价格大幅度攀升的可能性暂时变得不大。只是在美元贬值预期加快的推波助澜下，出口价格

适度升高的外在因素在积聚。 

旧瓦楞纸箱方面：美国回收量最大的#11OCC 的出口价格经过了连续 3 个月的上涨后，终于从这月

开始在出口订单下滑的重压下，价格一路下跌到圣诞和新年长假的前夕；相比较而言，因美国内销价格

变化较出口价格相比要滞后，使得#11AOCC 的内销价格在月初还出现了上涨，但在出口价格下滑的推

动下，其内销价格出现了冲高回落之势。截止月底统计，内销方面，#11OCC 的 FOB 价格在纽约回落

了约 5 美元/短吨，仅为 90-95 美元/短吨，而在奥克兰和长滩等地下跌了 10 美元/短吨，回落到 115-125

美元/短吨，在洛杉矶也下跌了 10 美元/吨，仅为 115-125 美元/短吨；出口方面，FAS 价格平均价格下

跌了约 15 美元/短吨，使得美国东岸出口 FAS 主流成交价格回落到 150-152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出口

FAS 主流成交价格回落到 163-173 美元/短吨左右；美废#8ONP 方面，与#11AOCC 价格走势相近，但出

口价格在回收量下滑的支撑下，其跌幅要比#11AOCC 小；但其内销价格虽然出现了冲高回落，但其内

销价格在部分区域较上月底相比仍显示出上涨，形成了低标号废纸中醒目的亮点，只是前期涨幅较大的

区域在这月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内销方面，FOB 价格在纽约反弹了 5 约美元/短吨，达到了 60-65 美元/

短吨，在布法罗也上涨了 5 美元/短吨，达到了 50-55 美元/短吨，但在长滩则下跌了 10 美元/吨，回落

到 95-105 美元/短吨；出口方面，FAS 价格则整体下跌了 8-10 美元/短吨；其中美国东岸 FAS 成交价主

流价格回落到 115-134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 FAS 主流成交价格则下滑到 132-140 美元/短吨；混合废纸

方面，由于其价格受出口订单波动影响最大，使得其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走软的程度在低标号废纸中最

大。内销方面，FOB 价格在芝加哥下跌了 5 美元/短吨了，为 40-50 美元/短吨，在奥克兰则下跌了 20

美元/短吨，为 75-85 美元/短吨，在西雅图等地 10 美元/短则下跌了 15 吨，为 60-65 美元/短吨；出口方

面，FAS 价格则下跌了约 20-25 美元/短吨，其中美国东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80-90 美元短吨，美国

西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100-105 美元/短吨；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方面：北美纸浆价格的走高

并没有给高标号废纸的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带来支撑，其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在部分区域仍出现了下

滑，但下滑幅度不大。例如，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的 FOB 价格在新英格兰下跌了 10 美元/短吨，为

155-165 美元/短吨，但在纽约、布法罗等地保持不变，仍维持在 165-175 美元/短吨，出口方面，出口

FAS 价格较上月相比下跌 10-15 美元/短吨，其中美国东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170-175 美元短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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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190-200 美元/短吨；美废#40 挑选白账簿纸的 FOB 价格在纽约、布法罗和

奥克兰等地下跌了约 5 美元/短吨，为 205-215 美元/短吨，但其出口价格下滑有限，仅 2-5 美元/短吨，

其中美国东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235-245 美元短吨，美国西岸出口 FAS 价格下滑到 250-260 美元/短

吨。 

从最新公布的美国国内工厂废纸消耗量和废纸出口量等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内需求变化和出口情

况：其中 2012 年 11 月份美国国内消耗废纸共计 236 万吨，环比减少了 5%。1-11 月份美国废纸消耗量

较去年同期相比仍低 4%；而公布的 12 年 10 月份废纸出口量环比增长了 3%，综合 1-9 月份出口量下降

同比下降了 6%。 

Ⅱ 国内市场 

    1、进口废纸市场 

年终岁末的最后一个月，在包装纸价格继续低迷的重压下，国内主流造纸厂采购进口废纸步行动显

得小心谨慎，这继续给进口废纸的价格形成不小的重压，外加国外废纸供货商因为有随之到来的圣诞和

新年长假的影响，部分国外供货商在长假前夕采取了低价销售获取订单的做法，这使得一些货源国低标

号废纸价格在这月的中旬又跌到近两个月的新低点。而在这低点，随着玖龙、理文和吉安纸业等国外回

收公司又开始大规模抄底行动，这价格低点瞬间就消失，形成了明显的先跌后扬的走势。而这显示了国

内包装纸产能巨头在国外采购原料行动的一张一弛，已经成为影响进口废纸价格涨跌走向的最主要因

素。同时，因随之到来的国外圣诞长假和紧随其后的新年长假，这长达 10 多天左右的市场交易几近停

滞，使得国内主流工厂采购计划大都没有完成，这给新年长假后进口废纸价格继续出现上涨增添了可能。

外部环境方面，国内工厂期盼已久的首批关于 2013 年进口废纸环保许可证名单已经公布，这其中涉及

自动类进口废纸许可共计 160 家厂商，计 3024.69 万吨，限制类废纸共计 604.33 万吨，涉及 77 家厂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市将有更多的中小型工厂获得相应的进口废纸许可资格，这为相关工厂后市补充

进口废纸的库存力度铺平了道路。 

国内工厂动态方面，近来国内相关工厂开工率处于相对高位，这使得相关工厂消耗废纸量维持在相

对较高的水平。而主流工厂的进口废纸原料库存方面看，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处于华南地区包装纸巨

头——洪梅理文纸业的原料库存周期已经下降到 18 天左右的时间，而像新闻纸生产商巨头——华泰纸

业新闻纸工厂的原料库存也下降到 20 天左右的时间，显示出国内主流工厂原料库存都不到 30 天的正常

周期。相信在这局势下，国内相关工厂也会紧抓后市是国外废纸回收旺季的时机，加大采购力度。 

纵观过去的 2012 年，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慢，这导致了国内造纸工业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由此也波及到进口废纸价格，进口废纸价格曾在 8-9 月份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暴跌，这给进口废纸商造成

了相当大的压力。只是这一年国内新增包装纸产能的不断投放，也触发进口废纸到港量已经创出历史新

高已经没有悬念。展望 2013 年，国内经济低迷走势还将延续，但这一年国内新增以废纸为原料的新增

造纸产能投放将会减少，但对进口废纸依赖程度继续提升。  

美废方面：在上半月美废#11AOCC 和#3 混合废纸价格出现迅猛的下跌，好在随后在买盘增多的

支撑下，美废#11AOCC 和#3 混合废纸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至月底较上月底相比跌幅仍相当显著；相

比较而言#8 旧报纸价格却相对跌幅较小，这跟近来美国恶劣天气增多导致的回收量减少有关。美废

#11OCC 方面，因国内箱板纸价格在季节性需求最为旺盛的时段，其价格仍极为呆滞，这可能触发国内

相关包装纸龙头企业对后市箱板纸价格持不容乐观的担忧，并通过减缓采购力度驱使#11AOCC 价格出

现回落。截止月底，其价格较上月底相比再度下跌了 10-11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23-24

美元/吨；旧报纸方面，近来进口#8ONP 到港量的有限，外加国内相关新闻纸工厂进口旧报纸库存处于

相对低位等优势，使得其价格跌幅在低标号中最小。截至月底前最后一周的统计，#8ONP 最新报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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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相比下跌 3-5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

跌了 8-9 美元/吨；美废#10 旧杂志纸方面，价格也出

现了连锁的下跌，其价格跌幅要比#8 旧报纸要大些。

截止月底，#10 进口废纸的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6-8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22-24 美元/

吨；混合废纸方面，是低标号废纸中跌幅最大的。甚

至在月中出现了最大跌幅达到 24-25 美元/吨，好在其

后快速反弹，使得其月度跌幅快速减小。截止最后一

周的统计，其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仍下跌了 14-15 美元/

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15-16 美元/吨；高级

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方面，受低标号废纸快速下跌

的影响，美废#37 分类办公室废纸和#40 挑选白账簿

纸价格也出现了下跌，但下跌幅度都不大，比各低标

号废纸价格的跌幅都小。截止月底，美废#37 分类办

公室废纸价格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4-6 美元/吨，而较

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 6-7 美元/吨；美废#40 挑选白

账簿纸的报价跟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3-4 美元/吨，但较

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6-7 美元/吨。 

欧废方面：欧废各标号废纸价格走势跟相关标号

的美废价格走势相近，虽然进入 20 号以后因圣诞和

新年长假的影响，使得市场成交很少，但市场盛传玖

龙和理文等巨头已经在欧洲大规模收购行动看，欧洲各类废纸后市呈现反弹的概率有增无减。截止最后

一周的统计：欧洲大陆混合废纸（A2）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18-20 美元/吨，而较去年同期相比也

下跌 22-24 美元/吨，由于其价格跌幅较大，使得其与美废#3 混合废纸价格有所增大；欧洲旧箱板纸（A5 

90/10）月底报价较上月底相比则下跌了 8-9 美元/吨，并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9-10 美元/吨，由于

这月欧洲旧瓦楞纸箱价格跌幅要比美废#11AOCC 的跌幅小，使得其与#11AOCC 之间的差价部分呈现稍

微的增大；欧洲#8 旧报纸（80/20）月底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2-3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

跌了 9-10 美元/吨。 

日废方面：来自日本各标号的废纸价格走势跟欧洲和美国相关标号废纸走势不尽相同，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3 日本混合废纸价格跌幅比美废#3 混合废纸和欧废 A2 混合废纸的跌幅小的多，着实令人惊奇；

但日本#11JOCC 和#8 旧报纸的跌幅较大。截止最后一周的统计，日本#3 混合废纸最新报价较上月底相

比下跌了 5-6 美元/吨，并跟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19-21 美元/吨，而正因在这月其跌幅比美废#3 混合

废纸小，使得其高出美废#3 的价差部分呈现再度扩大之势，再度超过了 40 美元/吨；日本#8 旧报纸方

面，最新报价较上月底相比下跌了 14-16 美元/吨，而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33-34 美元/吨，由于这

月开始跌幅加剧，使得其高出美废#8 旧报纸部分开始减少；#11JOCC 的月底报价较上月底相比则下跌

了 18-19 美元/吨，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下跌了 30-31 美元/吨。  

2、国内废纸回收市场 

    进口废纸期货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带动国内回收旧报纸和国内回收量最大的 OCC 价格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明显下滑。其中国内回收量最大的 OCC 价格再度下跌不但与期货价格持续下跌有关，也

与近来国内箱板纸和瓦楞纸价格不尽如意，令许多箱板纸和瓦楞纸工厂对后市不看好后市所引发的担忧

最新进口废纸价格 

（此价格截止到 2013 年 01 月 3 日） 
标号                       价格（美元/吨） 

美废#3                     158-160 

美废#8                     185-186 

美废#9                     219-221 

美废#11                    203-204 

美废#37                    244-245 

美废#10                    212-215 

美废#40                     340-341 

欧废#11（90/10）            184-186 

欧废 ONP（80/20）           180-182 

欧废 A2 （欧洲大陆）        145-146 

日废#11                     209-211 

日废#3                      202-203 

日废#8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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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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而国内回收旧报纸价格出现下跌，除了与近来进口旧报纸期货价格出现了一定走软有关外，与国

内许多中小型涂布白板纸工厂产销形势不尽如意和国内新闻纸工厂新闻纸价格逐步走低等都有关联。 

华南地区 

这月华南市场国内回收 OCC 价格一路下滑到月底，尤其是华南市场再生箱板纸价格的低迷令国内

箱板纸工厂对进入新年后的箱板纸市场持不乐观的态度，在此大势下，生产商只有通过下调国内回收

OCC 价格来控制箱板纸等产品的成本。例如，具有代表性的处于华南地区的东莞玖龙纸业和理文纸业

经过 2-3 次下调国内回收 OCC 价格，使得这月总下调幅度达到了 80-90 元/吨，其中最新收购纸箱厂一

级边角料收购价格回落到 1280-1330 元/吨，OCC 统货为 1100-1150 元/吨；旧报纸方面，在市场一片跌

势的推动下，国内回收旧报纸的收购价格也出现了下滑，但跌幅比国内回收 OCC 价格要小的多，跌幅

多在 30-50 元/吨。其中，广东主流工厂一级旧报纸（含报量达到 80%以上）收购价格下跌到 1640-1700

元/吨的水平。（注：以上价格为不开票，并送到工厂的价格），含报量为 50%左右的旧报纸价格为

1500-1560 元/吨。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国内回收 OCC 价格和旧报纸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但跌幅要比华南市场要小些。

例如，太仓玖龙纸业在这月经过 2 次下调价格后，其一级纸箱边角料收购价格下滑到 1280-1320 元/吨

左右，统货黄板纸价格为 1150-1180 元/吨的范围（以上为不开票价格），较上月相比下跌了 40-60 元/吨；

而江苏常熟理文分两次将一级边角料下调到 1220-1250 元/吨，总下调了约 70 元/吨；旧报纸方面，价格

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其中含报量达到 80%以上的旧报纸价格下跌到 1650-1670 元/吨，含报量为

50%左右的旧报纸的价格回落到 1550-1600 元/吨（注：以上价格为不开票价格）。 

3.相关进出口数据 

过去的 2012 年，是国内新增以废纸为以原料生产包装纸投产较为集中的年份。由此所带来的对进

口废纸需求量增多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 2012 年 12 月份的海关数据还没有公布，但 2012

年进口废纸量将再创历史新高已经可以确定。从 2012 年 11 月份国内进口废纸到港量的海关统计数据显

示：2012 年 1-11 月份国内共进口各类废纸共计 2738.206 万吨，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1.8%，这其中

11 月份共到港了 257.035 万吨，环比骤增了 23.8%，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3.4%；OCC 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153.293 万吨，环比增长了 22.7%，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6.3%；旧报纸和旧杂志方面，

11 月份共到港了 56.504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43.5%，但较去年同期相比仍下滑了 10.8%；混合废

纸方面，11 月份共到港了 39.836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24.8%，并较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9.2%；

高级脱墨废纸和代浆级废纸方面，11 月份国内共到港 7.402 万吨，较上月相比增长了 22.8%，也较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了 60.2%。从 11 月份进口废纸到港量比 10 月份增幅显著，这跟船公司为规避 10 月份中

秋和国庆长假到港而导致的 11 月份发运更加集中有关，此外因 10 月份有效工作天数有限，许多 10 月

份到港的货物下移到 11 月份报关导致的废纸数量偏移也有关联；同时，从看出进口旧报纸到港量的锐

减，已经造成了国内主流新闻纸工厂原料库存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 11 月份相关新闻纸工厂加大进口

旧报纸采购力度就是急于补充库存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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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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