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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再生浆又称废纸浆。由于回收纸和纸板的品种、性质各不相同，一般废纸和纸板制得的

废纸浆，多用作低强度纸板的填料浆，生产某些包装纸或建筑用纸板。硫酸盐浆纸板可作纸

板挂面浆。书籍报刊等废纸浆，经脱墨后再配以部分原浆，可配抄同类纸。由印刷厂来的未

经印刷、清洁的纸边角料，制成的再生浆，可生产印刷纸、书写纸，但强度一般低于原浆。

        我国是全球造纸行业最重要的成长型市场，2019年我国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居

全球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纸浆作为造纸工业中重要原材料，行业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主体多样，价格波动频繁，企业避险需求强烈。

        2019年全国纸浆消耗总量9387万吨，较上年增长-6.61％。木浆3303万吨，占纸浆消耗总

量35％，其中进口木浆占23％、国产木浆占12％；废纸浆5474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58％，其

中用进口废纸制浆占16％、用国产废纸制浆占42％；非木浆610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7%

。2017-2018年全国纸浆消耗总量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废纸浆产业发

展现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废纸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废纸浆

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废纸浆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废纸浆市场竞争

格局。随后，报告对废纸浆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废纸浆行业发展趋

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废纸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废纸浆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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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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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废纸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废纸相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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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用二，防止纠纷，便于交易，规范检验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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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废纸回收再利用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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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口废纸纸浆   14.00%   -29.37%       国产进口废纸纸浆   40.00%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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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2019年废纸的需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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