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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全年禁止洋垃圾加速推进，废纸进口料持续收紧。国务院最早2019年6月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全面禁止洋垃圾

入境，力争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固废零进口。本次生态环境部继续明确这一目标，预计未来

将通过：1）加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从法律上全面限制洋垃圾入境；2）推动国

际公约对塑料废物管控；3）加强对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监管，保障固废规范性使用。

从发放公司看，行业TOP3依然牢牢近60%额度，从前七批看，玖龙/山鹰/理文获批额度分别

为249/112/106万吨，占外废额度总量30.1%/13.5%/12.9%；相比2019年占比变

动-4.1pct/+0.3pct/-2.5pct。进口废纸额度逐年减少外废审批额度（废纸）     

公司名称   

2019(第七批)外废获批额度（万吨）   

2018外废获批额度（万吨）   

2017外废获批额度（万吨）   

2016外废获批额度（万吨）   

2015外废获批额度（万吨）   

2019进口额度占全国审批总额度比重   

2018进口额度占全国审批总额度比重   

2017进口额度占全国审批总额度比重   

2016进口额度占全国审批总额度比重   

2015进口额度占全国审批总额度比重       

玖龙纸业   

249   

638   

804   

1070   

1252   

30.1%   

34.2%   

29.6%   

28.0%   

23.4%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132   

331   

431   

546   

692   

-   

-   

-   

-   

-       

玖龙纸业（河北）有限公司   

9   

22   

-   

-   

-   

-   

-   

-   

-   

-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17   

50   

-   

-   

-   

-   

-   

-   

-   



-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27   

70   

96   

160   

200   

-   

-   

-   

-   

-       

玖龙纸业（沈阳）有限公司   

2   

6   

29   

15   

8   

-   

-   

-   

-   

-       

玖龙纸业（泉州）有限公司   

8   

20   

40   

44   

40   

-   

-   

-   



-   

-       

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   

54   

139   

208   

306   

312   

-   

-   

-   

-   

-       

理文造纸   

106   

286   

381   

533   

714   

12.9%   

15.4%   

14.0%   

13.9%   

13.4%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4   

10   

13   

21   

72   

-   

-   



-   

-   

-       

江西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4   

8   

14   

25   

57   

-   

-   

-   

-   

-       

江苏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33   

99   

122   

156   

161   

-   

-   

-   

-   

-       

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   

14   

36   

50   

66   

90   

-   



-   

-   

-   

-       

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52   

134   

182   

265   

335   

-   

-   

-   

-   

-       

山鹰纸业   

112   

246   

333   

305   

358   

13.5%   

13.2%   

12.3%   

8.0%   

6.7%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59   

105   

141   

176   

186   



-   

-   

-   

-   

-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32   

86   

115   

129   

173   

-   

-   

-   

-   

-       

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55   

77   

-   

-   

-   

-   

-   

-   

-       

核发总量   

827   

1,864   

2,713   

3,822   



5,347   

-   

-   

-   

-   

-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发展态势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废纸再生利用整体运行态势

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废纸再生利用市场竞争

格局。随后，报告对废纸再生利用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废纸再生利

用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废纸再生利用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废

纸再生利用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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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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2022-2028年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进入壁垒

二、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盈利模式

三、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盈利因素

第三节2022-2028年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政策风险

二、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技术风险

三、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供求风险

四、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其它风险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投资机会

一、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最新投资动向

二、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十六章2022-2028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坚持产品创新的领先战略

二、坚持品牌建设的引导战略

三、坚持工艺技术创新的支持战略



四、坚持市场营销创新的决胜战略

五、坚持企业管理创新的保证战略

第二节废纸再生利用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十七章2022-2028年废纸再生利用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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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5-2019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所属行业资产变化趋势图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所属行业数量总体情况分析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所属行业销售收入总体情况分析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所属行业销售收入总体变化趋势图

图表2015-2019年中国废纸再生利用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分总体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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