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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系纸价格波动，家居成长性较好 

轻工行业周报第 2 期 

投资要点： 

➢ 投资机会推荐 

   2018年上半年在黑天鹅频现和中美摩擦的大背景下，不确定性增加，

然而家具消费以及家具类的企业业绩叠加良好的现金流和成长性得到市场

认可，服务和体验是家具类企业赖以生存的法宝，2017年全年家具制造

业主营业务收入9112.6亿元，同比增长10.2%，然后进入2018年以来，随

着地产销售不达预期，家居市场规模增速也下滑至个位数，前4月家具制

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6%。而定制家具在2017年和2018Q1业绩表

现不俗，龙头欧派家居2017归母净利13亿元，同比增长36.92，大品牌的

市占率提升逻辑不变，短期出现价格战的概率不大，客单价提升逻辑不

变，推荐索菲亚（002572.SH）、好莱客（603898.SZ）。鉴于家居市场

规模增速下滑和废纸进口的不确定性，将行业评级从“推荐”下调至“中

性”。 

➢ 上周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6月初，根据造纸产业信息：玖龙东莞、天津、重庆等三大基地纸价

下调100-300元/吨，已有5家纸厂停机检修，然而进入6月7号以后，废纸

又开始涨价行情，白板纸、瓦楞纸和箱板纸等涨价幅度在200元/左右，按

照这个涨价幅度，将进一步挤压包装企业的利润，在大厂停机检修和中美

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以及环保和进口政策无松懈的趋势下包装用纸大幅

降价几无可能，预计高位震荡延续强势格局。 2017 年全国纸及纸板消

费量 10897 万吨，较上年增长 4.59％，其中瓦楞纸和箱板纸消费量增

长分别为5.5和6.18%。包装系用纸增长依然强劲，原材料缺乏和价格动

荡将是今年的主要趋势。建议关注造纸龙头企业太阳纸业

（002078.SZ）。 

   

➢ 上周公司重要新闻公告回顾 

广博股份（300729.SH）发布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金牌橱柜

（603180.SH）发布关于或者政府补助的公告；玖龙纸业（2689.HK）发

布关于收购两家美国浆纸厂的公告。 

 

➢ 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变动、原材料成本上涨、消费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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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主要观点：继续关注成长性较高的优质家具企业 

工装市场将逐渐成为各大家居企业和家电企业关注和争夺的焦点，目前而言，国

内各大中城市诸如广东、浙江、上海、陕西、山东等各地新房精装修已经逐渐从政策

步入落实阶段。家居行业的发展必然是集中度越来越高，精装房未来将是各大企业争

夺的焦点，预计 2020 年精装房渗透率将达到 30%，原来通过零售渠道的品类将走向

工装渠道的竞争。推荐大亚圣象（000910.SZ）。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将于 6 月 5 日起对广东开展新一轮的督查，广东是我国的

造纸大省，多个企业被查封，环保彻查之风愈演愈烈。环保督查和废纸进口管控双管

齐下导致龙头议价能力提升并且行业产能释放主要依赖于大型纸企，预计全年废纸进

口将同比减少 500 万吨以上，而 2017 年包装纸消费量增速依然保持 5%以上，在包

装纸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建议继续关注木浆自给率较高且今年将拥有 160 万吨

箱板纸的太阳纸业（002078.SZ）。 

 

2 指数和板块行情回顾 

本周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1.4%，幅度和上证指数相仿，整体大盘指数依然呈现弱

势，但跌幅较上周有所收窄，消费抗通胀类行业如食品饮料、休闲纺服等之前表现较

好的行业这周进入调整，表现较弱的通信、电子、计算机等本周在纳斯达克和苹果公

司股价不断刷新新高的背景下表现较好。 

图表 1：主要指数和行情变动情况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根据申万一级行业分类，钢铁和 TMT 等主题板块表现较好，本身市场跌幅较上

周收窄，轻工制造行业本周表现平平，轻工制造小盘次新股出现分化，创源文化等出

现回调，而乐歌股份本周强势上涨 7.1%，在贸易战担忧未完全消除的大背景下市场

风格转向消费绩优股，风险偏好有所下降，建议后续继续关注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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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上周行业涨跌幅情况对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环球印务是国内领先的医药纸盒包装产品独立供应商，在终止重大重组后股价本

周表现较好，同时从帝欧家居调研纪要了解到，去年我前三大工装客户分别是碧桂园、

万科、恒大。虽然受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但是房地产市场并没有萎缩，给工装

客户的供应是比开发商房产销售滞后一年，所以对未来两、三年存量客户的供应份额

还是比较乐观；同时，为了应对房地产政策影响所带来的存量客户市场份额波动，公

司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布局开拓新的大型开发商，目前已新增了多家工装客户。建议

后续继续关注帝欧家居（002798.SZ）。 

 

 

图表 3：上周行业涨跌幅情况对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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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本次 6 月初龙头大幅下调纸价主要影响有几点：一是进一步在能源成本和环保

成本挤压下让中小纸厂在价格动荡中倍感压力，二是限制成品纸进口商的利润，巩固

大厂的垄断地位，三是释放一些库存空间，为后续涨价提供良好的基础。2018 年前

四月我国进口 512 万吨，废纸同比下滑 49%，其中主要受“洋垃圾”禁令造成的含

杂率要求提高至 0.5%以及海关总署发布红头文件《海关总署检验监管司关于做好进

口美国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工作的通知》的影响，5 月初迎来较大幅度上涨，预计未

来在经历小幅调整后纸价依然会维持强势格局，建议关注后期美废解禁的情况，建议

关注木浆自给率较高和有寻求替代解决方案的优质行业龙头太阳纸业（002078.SZ）。 

地产销售 2017年下半年进入低谷期，对地产后周期的家装产业是一个重大考验，

一般家装市场滞后地产销售三个季度左右，在家居市场整体增长由两位数转向个位数

的背景下，更多的是考验品牌的服务能力和渠道下沉能力。成品家具迎来转型期：

2017 年时定制家具的天下，也是定制家具企业上市元年。面对定制家具迅速开店扩

张的挑战，成品家具打造生活馆以吸引顾客，家居行业是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无论是

定制家具还是成品家具都有大量机会，行业大品牌将充分受益市占率的提升和客单价

提升逻辑短期不会发生变化。 

二胎政策为家具制造公司提供了又一良好发展机遇，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这对儿童家具市场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同时上周中央电

视台有报道儿童家具不达标的企业名单，消息面上， 2018 年 6 月 6 日，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杏坛分局继续对镇内粉尘涉爆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当天封停 4 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木制品企业。预计未来家具公司将进一步

向大厂大品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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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公司新闻公告回顾 

 

  

图表 4：轻工行业公司重要公告回顾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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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最新数据 

本周 MDI 价格小幅下探 250 元/吨。加拿大漂白针叶浆 2018 上半年维持在 920

美元/吨高位，巴西金鱼 CFR 阔叶浆报价 820 美元/吨，阔叶浆全球库存天数 43 天，

呈现稳定状态。 

 

 

废纸价格在 5 月初迎来新高峰后近期下滑，近期废纸波动比较剧烈，先是 6 月

初大幅下调，然后在环保彻查下再度走高，预计后市将维持高位正当格局，MDI 和

TDI 价格长期随着大厂扩产和不可抗力因素削减影响看稳中有降，利好软体家具企业

梦百合（603313.SZ）和顾家家居（603816.SZ）。 

  

图表 5：纯 MDI桶装中间价（元/吨）  图表 6：纯 TDI市场中间价（元/吨） 

 

 

 

来源：天天化工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天天化工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7：废纸到厂价  图表 8：进口平均单价废纸（美元/吨） 

 

 

 

来源：纸业联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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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变动、原材料成本上涨、消费不及预期 

 

图表 9：镀锡薄板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 10：华北箱板纸平均价走势（元/吨）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纸业联讯、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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