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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造纸工业市场全景调研及市场竞争策略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2010/904046.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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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纸介版: 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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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造纸工业是制造各种纸张及纸板的工业部门。它包括用木材、芦苇、甘蔗渣、稻草、麦秸
、棉秸、麻杆、棉花等原料制造纸浆的纸浆制造业，制造纸和纸板业以及生产涂层、上光、
上胶、层压等加工纸及字型用纸版的加工纸制造业几个方面。造纸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早在公元前32年到16年西汉成帝时已能制造薄小纸，至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时蔡伦用树皮
、麻头、破布、破鱼网等代替缣帛和絮作原料，大大推动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世界机器造
纸业则开始于18世纪末。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造纸工业市场全景调研及市场竞争策略报告》共九章
。首先介绍了造纸工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造纸工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造纸工业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造纸工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造纸工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造纸工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造纸工业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造纸工业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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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造纸工业发展环境分析
1.1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发展分析
1.1.1 2021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1.1.2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趋势预测分析
1.2 行业政策环境发展分析
1.2.1 行业管理体制
1.2.2 行业政策解析
1.2.3 造纸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
1.2.4 未来政策导向
第二章 国际造纸工业发展现状调研
2.1 全球纸浆、纸及纸板的产销现状调研
2.1.1 全球纸和纸板产量
2.1.2 全球纸浆产量
2.1.3 全球纸及纸板和纸浆消费量
2.2 全球纸业贸易概况
2.2.1 纸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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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废纸贸易
2.2.3 纸及纸板产品贸易
第三章 中国造纸工业上游产业分析
3.1 中国纸浆行业市场分析
3.1.1 中国纸浆产量和消费量
3.1.2 中国纸浆消费结构
3.1.3 中国纸浆自给状况分析
3.2 中国木浆行业市场分析
3.2.1 纸浆造纸用木材需求变化
3.2.2 造纸用木材树种变化
3.2.3 造纸用木材资源来源
3.2.4 中国木材制浆企业发展现状调研
3.3 中国非木纤维原料制浆发展概况
3.3.1 中国非木材纤维制浆的现状调研
3.3.2 中国非木材纤维资源情况分析
3.3.3 中国非木材纤维制浆造纸的技术现状调研
3.3.4 中国非木材纤维制浆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3.4 中国废纸市场概况
3.4.1 中国废纸回收和利用状况分析
3.4.2 中国废纸进出口状况分析
3.5 中国人工林建设状况分析
3.6 中国林纸一体化进展
第四章 中国纸及纸板行业供需分析
4.1 中国纸及纸板的生产及消费状况分析
4.1.1 中国纸及纸板生产总体分析
4.1.2 中国纸及纸板生产分区域分析
4.1.3 中国纸及纸板消费分析
4.2 中国纸及纸板主要品种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分析
4.2.1 新闻纸
4.2.2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4.2.3 涂布纸
4.2.4 生活用纸
4.2.5 包装用纸
4.2.6 白纸板
4.2.7 箱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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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瓦楞原纸
4.2.9 特种纸和纸板
第五章 中国纸及纸板、纸浆所属行业进/出口状况分析
5.1 中国纸及纸板贸易总体分析
5.1.1 进/出口量分析
5.1.2 进/出口结构分析
5.2 中国纸及纸板主要品种进/出口分析
5.2.1 新闻纸
5.2.2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5.2.3 涂布印刷纸
5.2.4 生活用纸
5.2.5 包装用纸
5.2.6 白纸板
5.2.7 箱纸板
5.2.8 瓦楞原纸
5.2.9 特种纸和纸板
5.3 中国纸浆进/出口分析
第六章 中国造纸工业总体分析
6.1 造纸及纸制品业竞争状况分析
6.1.1 进入和退出壁垒
6.1.2 产业集中度和兼并重组
6.2 造纸及纸制品业运营绩效分析
6.2.1 造纸及纸制品业
6.2.2 造纸及纸制品业子行业
6.3 造纸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6.3.1 综合竞争力评价
6.3.2 骨干企业产值及利润率比较
第七章 中国各地方造纸工业现状调研
7.1 山东省造纸工业
7.2 广东省造纸工业
7.3 浙江省造纸工业
7.4 江苏省造纸工业
7.5 河南省造纸工业
7.6 福建省造纸工业
7.7 湖南省造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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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四川省造纸工业
7.9 广西壮族自治区造纸工业
7.10 湖北省造纸工业
第八章 中国造纸工业领先企业分析
8.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 企业发展概况
8.1.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1.3 企业综合效益
8.1.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2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8.2.1 企业发展概况
8.2.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2.3 企业综合效益
8.2.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3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8.3.1 企业发展概况
8.3.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3.3 企业综合效益
8.3.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4.1 企业发展概况
8.4.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4.3 企业综合效益
8.4.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5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5.1 企业发展概况
8.5.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5.3 企业综合效益
8.5.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6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6.1 企业发展概况
8.6.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6.3 企业综合效益
8.6.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7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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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企业发展概况
8.7.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7.3 企业综合效益
8.7.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8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8.1 企业发展概况
8.8.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8.3 企业综合效益
8.8.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9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9.1 企业发展概况
8.9.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9.3 企业综合效益
8.9.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8.10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10.1 企业发展概况
8.10.2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10.3 企业综合效益
8.10.4 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第九章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投融资分析与前景预测
9.1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投资分析与预测
9.1.1 投资规模
9.1.2 投资结构
9.1.3 影响因素
9.1.4 投资预测分析
9.2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融资分析与预测
9.2.1 资金来源
9.2.2 资金来源结构
9.2.3 银行信贷情况分析
9.2.4 影响因素
9.2.5 融资预测分析
9.3 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9.4 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融资前景预测分析
9.4.1 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9.4.2 行业景气度分析与投资前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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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9.5.1 投资机会与风险提示
9.5.2 投资建议与信贷风险（ZY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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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全球纸浆消费量
图表 木浆进出口贸易量
图表 纸及纸板进出口贸易量
图表 中国纸浆产量和消费量
图表 中国纸浆分类别消费量
图表 中国纸浆消费结构
图表 中国废纸回收量和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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