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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纸箱价格局部动荡，预计反弹空间有限            看好 

2020 年 4 月 12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伴随着第二季度的来临，纸板、纸箱价格呈现局部动荡的态势。4 月

份纸价或有所回暖，但反弹空间有限。据了解，清明假期前后，华中地区

有纸板厂宣布价格上涨 3%-5%，西南地区也有纸箱厂发布涨价函，原因均

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此前，订单匮乏导致原

纸价格一降再降，根据中国纸网，玖龙纸业旗下各基地累计降幅高达

500-750 元/吨，接近甚至可能还要低于 2 月份未涨价前的水平。新冠疫情

影响下，宏观环境带来内需及出口下滑，令纸品包装产业链订单匮乏，最

终导致原纸价格一降再降。随着一季度的收尾，二季度市场信心仍未恢复，

库存压力、资金压力、订单压力等各方面压力或许还会伴随产业链。 

➢ 废纸价格的下跌主要系在疫情全球扩散下的市场恐慌的自我强化。截

止目前，废纸价格普遍跌至 1900 元/吨以下，不少纸厂的 A 级废纸价格在

1600 元/吨上下。从 3 月初的价格降到如今的水平，废纸累计跌幅高达到

25%左右。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废纸价格短时间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 投资建议：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清零”、全面复工复产，把握轻工消

费回补机会，建议关注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以及文具、生活用纸

等必选消费行业。家具：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江山

欧派、海鸥住工。文娱用品：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生活用纸：

疫情防控促进短期销售，卫生消毒意识提升利好长期，建议关注中顺洁柔。 

市场回顾 

➢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18%，报收 2796.63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2.45%，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7。 

➢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3.16%）、文娱用品

（+2.49%）、珠宝首饰（+2.37%）、家具（+2.03%）、包装印刷（+0.48%）、

其他轻工制造（-0.61%）。 

行业动态 

➢ 逆市涨薪，疫情下红星美凯龙基层涨薪 8% 

➢ 废纸原料成本支撑松动，玖龙纸业多个基地上调纸价 

➢ 2019 年海外前十大纸包装企业业绩数据公布 

风险提示 

➢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地产调控政策风险；新店经营不及预期；市

场推广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经销商管理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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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主要观点及投资建议 

伴随着第二季度的来临，纸板、纸箱价格呈现局部动荡的态势。4 月份纸价或有所回暖，但反弹空间

有限。据了解，清明假期前后，华中地区有纸板厂宣布价格上涨 3%-5%，西南地区也有纸箱厂发布涨价函，

原因均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增加。订单匮乏导致原纸价格一降再降，预计 Q2 压力持

续。根据中国纸网，玖龙启动本月第五次降价，最高降幅为 200 元/吨。此前的 3 月 13 日、3 月 17 日、3 月

21 日、3 月 24 日，玖龙纸业旗下各基地均有相应下调。再加上此次降价，玖龙纸业旗下各基地累计降幅高

达 500-750 元/吨，接近甚至可能还要低于 2 月份未涨价前的水平。新冠疫情影响下，宏观环境带来内需及

出口下滑，令纸品包装产业链订单匮乏，最终导致原纸价格一降再降。随着一季度的收尾，二季度市场信

心仍未恢复，库存压力、资金压力、订单压力等各方面压力或许还会伴随产业链。 

废纸价格的下跌主要系在疫情全球扩散下的市场恐慌的自我强化。截止目前，废纸价格普遍跌至 1900

元/吨以下，不少纸厂的 A 级废纸价格在 1600 元/吨上下。从 3 月初的价格降到如今的水平，废纸累计跌幅

高达到 25%左右。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废纸价格短时间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投资建议： 

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清零”、全面复工复产，把握轻工消费回补机会，建议关注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

的家具，以及文具、生活用纸等必选消费行业。 

家具：基本面向好、精装修放量，看好疫情解除后业绩反弹，在前期地产边际数据回暖的支撑下，家

具消费增速、终端流量和市场信心已有所好转，再结合去年整体环境低迷、业绩基数较低的因素，预期 2020

年家具板块业绩企稳回升。建议关注尚品宅配、欧派家居、帝欧家居、江山欧派、海鸥住工。文娱用品：

线上办公显著受益，B2B 办公集采订单充足无虞，建议关注齐心集团、晨光文具。生活用纸：疫情防控促

进短期销售，卫生消毒意识提升利好长期，建议关注中顺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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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18%，报收 2796.63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上涨 2.45%，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排名第 7。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造纸（+3.16%）、文娱用品（+2.49%）、珠宝首饰（+2.37%）、

家具（+2.03%）、包装印刷（+0.48%）、其他轻工制造（-0.61%）。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排名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轻工制造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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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涨幅前五名分别为：永安林业、帝欧家居、德力股份、鸿博股份、江山欧派；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群兴玩具、英联股份、新通联、集友股份、金牌厨柜。 

表 1：轻工制造行业个股涨跌幅排名  

一周涨幅前十名 一周跌幅前十名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永安林业 21.8750 家具 群兴玩具 -8.4058 文娱用品 

帝欧家居 20.7136 其他家用轻工 英联股份 -8.2645 包装印刷Ⅲ 

德力股份 17.3664 其他家用轻工 新通联 -7.9271 包装印刷Ⅲ 

鸿博股份 15.9754 包装印刷Ⅲ 集友股份 -6.1850 包装印刷Ⅲ 

江山欧派 13.3924 家具 金牌厨柜 -5.7692 家具 

浙江永强 9.5491 家具 菲林格尔 -5.5051 家具 

爱迪尔 9.1371 珠宝首饰 东方金钰 -4.9107 珠宝首饰 

仙鹤股份 8.9046 造纸Ⅲ *ST 舜喆 B -4.4643 珠宝首饰 

岳阳林纸 8.8983 造纸Ⅲ 乐歌股份 -4.1115 其他家用轻工 

京华激光 8.4848 包装印刷Ⅲ 永艺股份 -4.1022 家具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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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3.1 家具 

原材料：CIT 刨花板指数 1128.48，本周上涨 17.12 点；人造板指数 863.73，本周下跌 30.79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9500 元/吨，周涨跌+1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3500 元/吨，周

涨跌-500 元/吨。 

图 3：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4：TDI 和 MDI 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房地产数据跟踪：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7489 万平方米，同比下

滑 39.2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36.00pct。1-2 月，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6761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24.30%，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6.50pct。1-2 月，住宅新开工面积 7559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44.40%，增速比去年同

期回落 48.70pct。1-2 月，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 7318 亿元，同比下滑 16.0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34.00pct。 

图 5：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6：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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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3.2 造纸包装 

本周，全国瓦楞纸均价 3205 元/吨，较上周下滑 5.96%； 

全国箱板纸均价 3987 元/吨，较上周价格下滑 4.23%。 

图 7：瓦楞纸价格指数（元/吨） 图 8：箱板纸价格指数（元/吨）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百川资讯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百川资讯 

下游行业需求：2019 年 12 月，粮油食品、饮料、烟酒零售额为 2074.30 亿元，同比增长 10.70%，增速

相比去年同期提升 0.20 个百分点。 

2020 年 1-2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5187.4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4.40%。 

图 9：包装下游行业零售额及增速 图 10：卷烟当月产量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3.3 文娱及其他 

2020 年 1-2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1311.70 亿元，同比下滑 25.70%；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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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5.40 亿元，同比下滑 42.30%。 

图 1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图 12：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利润总额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4.行业动态及重要公告 

4.1 行业要闻 

➢ 逆市涨薪，疫情下红星美凯龙基层涨薪 8% 

从红星美凯龙下发的内部文件了解到，公司已于 4 月 1 日起启动“2020 年度家居商场一线营运员工薪

资调整计划”，本次调薪平均涨幅达 8%，且绩效越佳，涨幅越大，优秀员工可达 12%到 15%。并且该计划

面向旗下自营、合作及委托经营的所有商场。截止 2019 年底，红星美凯龙运营中的自营商场及委管商场共

337 家，员工总数达 25,463 人，按每个员工平均涨 500 元计算，预估红星美凯龙每年将为此增加投入可能

超过 1 亿资金。（新浪家居） 

➢ 巴西家具年产值 159 亿美元，进口中国设备已占 29% 

根据巴西家具行业协会发布的名为《2019 年巴西市场》的行业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家具生产总额为

4345 亿美元，其中巴西占有 159 亿美元的份额，占比只有 3.7%。若以巴西货币雷亚尔计，这一数额为 674

亿雷亚尔（相当于巴西制造业产值总额的 2.7%），与 2017 年相比大幅增长 8.3%。2018 年巴西家具进口同

比增加2.3%，而床垫进口量则大幅下降了85.3%，两者合计下跌了0.4%。以美元计算，成品家具下降了21.3%，

床垫下降了 51.1%。以每公斤美元计算，进口家具和床垫的平均价格比出口家具和床垫的平均价格高出

57.6%。巴西家具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中国，70%的进口来自中国。（亿欧家居） 

➢ 废纸原料成本支撑松动，玖龙纸业多个基地上调纸价 

4 月 9 日起，玖龙纸业多个基地上调纸价，价格上涨产品主要集中在瓦楞纸和再生箱板纸，上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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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 元/吨不等。春节后，箱板瓦楞纸价格大幅波动，以玖龙纸业为例，2 月份价格上涨 300-550 元/吨，3

月开始，价格累计下调 300-850 元/吨。截至目前，纸厂出货价格仍多低于节前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此次

玖龙的涨幅相对不大，一是部分工厂的价格调整主要针对于月初优惠客户；二是 50-100 元/吨的涨幅，几乎

与中小纸厂的涨幅相同。从这点来看，此前在一个月内连续降价多次的玖龙纸业，并没有开启报复性上涨。

近日，箱板纸市场价格大稳小调，个别纸企上调价格 50-100 元/吨。随着市场成交重心上移，低端价格出货

压力不大，但高价成交略有放缓。原料废纸价格涨跌互现，成本面支撑稍有松动，预计短期市场低价货源

将有所减少。（中国纸网） 

➢ 2019 年海外前十大纸包装企业业绩数据公布 

随着 2020 年第一季度结束，全球主要纸包装企业的 2019 年业绩数据也逐渐公布，截至当前，除了 DS 

Smith 尚未披露外，海外前十的纸包装企业业绩数据基本披露完毕。2019 年，海外前十大纸包装企业（不含 

DS Smith）主营业务营收总额为 979 亿美元，净利润 62.4 亿美元，营收、利润较 2018 年均出现不同程度下

滑。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的纸包装行业领袖国际纸业（IP），年营收 224 亿美元。王子造纸（Oji）、WestRock、

Stora Enso 分别位列第二、三、四位，2019 年营收分别达到 139 亿美元、133 亿美元、113 亿美元。利润榜

前 3 位的公司分别是国际纸业（12.2 亿美元）；Mondi，9.68 亿美元；Stora Enso，9.59 亿美元。从营收榜

和利润榜来看，纸包装企业的营收能力和盈利能力存在较大割裂。（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创源文化】公司发布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报：一季度预计净利润约-1150.0 万元~-900.0 万元，业绩

出现亏损。业绩变动原因：（1）本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客户复工推

迟,销售下滑，订单量低于上年同期，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并出现亏损；（2）

预计本报告期，影响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 610 万元。 

【仙鹤股份】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67 亿元，同比增长 11.45%；

归母净利润为 4.40 亿元，同比增长 50.45%；扣非净利润为 4.19 亿元，同比增长 56.64%。2019 年，公司完

成机制纸产量 52.2 万吨，同比增长 6.66%；销售量 51.06 万吨，同比增长 10.64%。2019 年，仙鹤股份食品

与医疗包装用纸系列收入达到 5.13 亿元，同比增长 53.45%，在快消食品、医用耗材中被大量使用，并和众

多行业优质战略客户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丰林集团】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 19.43 亿元，同比增长 21.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0 亿元，同比增长 22.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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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30.56%；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系南宁工厂、安徽池州工厂技改完成全面投产，产能增长显著以及公司持续优化

产品结构，主要集中生产和销售镂铣板、无醛板、加密板等差异化产品，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同时

增强成本控制，销售毛利率同比上期略有增长。 

【帝欧家居】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676.6595 万股(含本

数)，未超过此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30%；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8.6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约 5 亿元(含本数)，发行对象为深圳市碧桂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永安林业】实际控制人将由永安市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控股股东永林集团与中林控股签署

合资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9.27%股票出资与中林控股设立中林（永安）控股，并由中林控股作为合资

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日，中林控股及永林集团作为发起人代合资公司与永安市财政局及永安林投签署表决

权委托协议，获得永安市财政局、永安林投共计永安林业 4.99%股票对应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永林集

团变更为合资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永安市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乐歌股份】公司公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3.19 万-1286.08 万元，同比增长 15%-25%。业绩变动原因说明：1、报告期内，全球疫情蔓延，得益于

公司健康居家办公的产品定位和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的国际化早期布局，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人体工

学工作站线性驱动系列产品增长较好；境外电商销售同比增长 40%左右。2、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

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85 万元。 

定制家具 

【索菲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合格当年起三年内，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公司（不含合并报表内的子公司）企业所得

税可按 15%的税率计缴。 

【尚品宅配】公司发布 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0年 1-3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

亿至-1.55 亿，同比变动-608.84%至-586.69%，2019 年同期亏损额为 2257 万元。与往年类似，2020 年第一

季度亏损一方面是受分季度收入结构和成本因素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亏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较大挑战。 

【金牌厨柜】公司发布 2019 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21.25 亿元，同比增长 24.9%；实现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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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2.42 亿元，同比增长 15.37%；基本每股收益为 3.66 元，上年同期为 3.14 元。其中，厨柜业务整体保

持平稳，实现营业收 17.82 亿元，同比增长 16.02%。厨柜国内零售业务，受精装房、限购限贷等因素影响，

实现销售收入 12.59 亿元，同比出现略微下滑。 

文娱用品及其他 

【群兴玩具】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公司实现

产业升级与转型，积极推动公司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公司拟出资 36,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

司广东数字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数字星河”）。该子公司设立后将作为公司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战略的总部基地，有助于利用东莞市特别是松山湖区各项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市场拓展的

优惠政策，全面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子公司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未来将根据业

务节奏及战略需要进行实缴出资。 

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地产调控政策风险；整装业务拓展不及预期；新店经营不及预期；市场推广

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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