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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全面复学复课，文化纸市场行情改善               看好 

2020 年 6 月 28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轻工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随着国内学校逐步复学复课，近期文化纸行业行情改善，多家纸业巨

头文化用纸价格上调 200 元/吨。根据中国纸网，5 月份文化纸开始进入去

库阶段，特别是 5 月中旬开始，国内学校逐步复课，文化纸产业链最终端

的印刷厂开始复工，成品纸库存逐步从上游向最下游转移。6 月份纸厂成品

纸库存进一步下降，行业头部上市公司晨鸣纸业、太阳纸业根据市场情况

及时调整产品价格，6 月 4 日双胶纸/铜版纸开始提价，双胶纸每吨提价 50

元，铜版纸每吨提价 60 元。据纸引未来网消息，近日双胶纸、铜版纸市场

行情整理为主。纸厂陆续发布涨价函，计划 6 月下旬或 7 月初上调文化纸

价格 200 元/吨。规模纸厂成交重心上移，中小厂家价格整理。 

➢ 投资建议：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持续推

进，轻工消费回补行情值得期待，建议关注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

受益全面复学复课的文具、以及防疫必需品生活用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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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上涨 0.40%，报收 2979.55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0.76%，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9。 

➢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珠宝首饰（-0.17%）、文娱

用品（-0.18%）、包装印刷（-0.20%）、造纸（-0.71%）、家具（-1.38%）、

其他轻工制造（-2.50%）。 

行业动态 

➢ “天猫 618”3D 购，躺平设计家用技术定义家装家居购物新体验 

➢ 蒙娜丽莎瓷砖全力支持湖北消费复苏，用心创造美好生活 

➢ 国内纸浆市场需求平淡，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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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学校逐步复学复课，近期文化纸行业行情改善，多家纸业巨头文化用纸价格上调 200 元/吨。

根据中国纸网，5 月份文化纸开始进入去库阶段，特别是 5 月中旬开始，国内学校逐步复课，文化纸产业链

最终端的印刷厂开始复工，成品纸库存逐步从上游向最下游转移。6 月份纸厂成品纸库存进一步下降，行业

头部上市公司晨鸣纸业、太阳纸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品价格，6 月 4 日双胶纸/铜版纸开始提价，双

胶纸每吨提价 50 元，铜版纸每吨提价 60 元。据纸引未来网消息，近日双胶纸、铜版纸市场行情整理为主。

纸厂陆续发布涨价函，计划下旬或 7 月初上调文化纸价格 200 元/吨。规模纸厂成交重心上移，中小厂家价

格整理。 

图 1：主流纸厂铜版纸出厂平均价（元/吨） 图 2：主流纸厂双胶纸平均价（元/吨）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投资建议：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持续推进，轻工消费回补行情值得期待，建议关注

因疫情需求滞后兑现的家具，受益全面复学复课的文具、以及防疫必需品生活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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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上涨 0.40%，报收 2979.55 点，SW 轻工制造指数下跌 0.76%，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

排名第 19。 

分子行业来看，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珠宝首饰（-0.17%）、文娱用品（-0.18%）、包装印刷（-0.20%）、

造纸（-0.71%）、家具（-1.38%）、其他轻工制造（-2.50%）。 

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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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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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股份、永吉股份、顶固集创、宝钢包装、永新股份；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江山欧派、*ST 群兴、浙江众成、尚品宅配、实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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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力股份 33.1325 其他家用轻工 江山欧派 -13.8967 家具 

永吉股份 13.4402 包装印刷Ⅲ *ST 群兴 -9.5082 文娱用品 

顶固集创 8.5801 家具 浙江众成 -7.9167 包装印刷Ⅲ 

宝钢包装 8.2090 包装印刷Ⅲ 尚品宅配 -7.4430 家具 

永新股份 7.2398 包装印刷Ⅲ 实丰文化 -7.4380 文娱用品 

德艺文创 6.7343 其他家用轻工 *ST 金钰 -7.3529 珠宝首饰 

通产丽星 6.5449 包装印刷Ⅲ 创源文化 -6.8484 文娱用品 

爱迪尔 5.9289 珠宝首饰 集友股份 -6.4038 包装印刷Ⅲ 

京华激光 5.4127 包装印刷Ⅲ 帝欧家居 -6.1143 其他家用轻工 

顺灏股份 4.9702 包装印刷Ⅲ 新通联 -5.0990 包装印刷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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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91，本周上涨 5.25 点；人造板指数 893.49，本周上涨 13.64 点。 

软体家具上游原材料 TDI 国内现货价 1100 元/吨，周涨跌-300 元/吨，纯 MDI 现货价 14200 元/吨，周

涨跌 0 元/吨。 

图 5：主要板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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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全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 42941 万平方米，

同比下滑 11.80%，降幅比 1-4 月份收窄 6.90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1.10pct；全国住宅竣工面积

16775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10.90%，降幅比 1-4 月份收窄 3.60 个百分点，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 

图 7：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图 8：住宅竣工面积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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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造纸包装 

本周，全国瓦楞纸 3295 元/吨，较上周均价上涨 10 元/吨； 

全国箱板纸均价 3977 元/吨，较上周上涨 17 元/吨。 

图 9：瓦楞纸价格指数（元/吨） 图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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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4 月，粮油、食品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4996.30 亿元，同比增长 13.80%。4 月，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为 1154.40 亿元，同比增加 18.20%。 

2020 年 1-4 月，饮料类零售额累计值为 634.60 亿元，同比增长 6.30%。4 月，饮料类零售额为 166.30

亿元，同比增加 12.90%。 

2020 年 1-4 月，卷烟累计产量为 9235.70 亿支，累计同比增加 6.20%。4 月，卷烟当月产量为 1806.20

亿支，同比增加 1.20%。 

图 11：4 月包装用纸下游需求行业显著回暖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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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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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娱及其他 

2020 年 1-4 月，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营业收入为 3155.90 亿元，同比下滑 18.00%；利润总额

为 120.60 亿元，同比下滑 31.80%。 

图 1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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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猫 618”3D 购，躺平设计家用技术定义家装家居购物新体验 

5 月 28 日，天猫 618 宣布开启 3D 购物时代，首次将 3D 购物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宜家、顾家、索菲亚等

100 个商业体，1:1 比例复刻了宜家 3000 平方米的上海宝山店，消费者此次可以真正在手机获得与亲临现场

近乎一样的逛街体验，打开家装家居行业数字化展示新格局。作为此次“天猫 618”3D 场景购的技术提供

方，躺平设计家依托阿里巴巴的电商生态，用数字化构建真实的线下家装家居场景，用从消费端到供应端

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推动从门店、营销，到设计、交易履约的全面的数字化，用技术打破线上线下场

景中的壁垒，重新构建家装家居的消费场。（亿欧家居） 

➢ 蒙娜丽莎瓷砖全力支持湖北消费复苏，用心创造美好生活 

为消费者构筑美好家居生活环境，致敬英雄城，致敬英雄人民，蒙娜丽莎瓷砖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

—6 月 28 日举办湖北省专场活动，推出发放亿元消费津贴，战疫英雄瓷砖免费送等优惠，把更好的新产品

带给湖北消费者，给装家带来更多的新体验！与此同时，蒙娜丽莎瓷砖推出会员特权价、瓷砖套餐以及超

级连纹大板新品特惠价等多重优惠，大力补贴湖北消费者。此外，将会结合蒙娜丽莎会员之家系统同步推

广，推出赠送金币兑换礼品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湖北经济复苏。（腾讯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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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纸业巨头文化用纸价格上调 200 元/吨 

近期，包括文化纸、白卡纸等在内的主要纸种均呈现价格上涨趋势，其中，6 月 9 日起，白卡纸企业也

陆续发函提涨纸价，提涨幅度在 50-200 元/吨。6 月 20 日起，亚太森博、晨鸣集团、山东太阳纸业、APP

金光集团、岳阳林纸、大河纸业、山东华泰纸业等纸厂针对铜版纸、双胶纸等文化用纸产品陆续发布了涨

价通知，涨幅均为 200 元/吨。6 月 11 日，《证券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行业头部上市公司晨鸣纸业、太阳

纸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内学校逐步复课，近期文化纸行业行情改善，公司也在根据

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品价格。据纸引未来网消息，近日双胶纸、铜版纸市场行情整理为主。纸厂陆续发布

涨价函，计划下旬或 7 月初上调文化纸价格 200 元/吨。规模纸厂成交重心上移，中小厂家价格整理。经销

商观望市场为主。纸引未来网分析，短期内将有更多的厂家陆续发布涨价函，市场价格震荡整理为主。（中

国纸网） 

➢ 国内纸浆市场需求平淡，平稳运行 

据生意社监测：截止 6 月 23 日针叶木浆市场价格 4350.00/吨，阔叶木浆 3550.00/吨，目前国内纸浆行

情稳定运行，截至目前针叶木浆价格较月初下跌的 4.25%，阔叶木浆价格较月初下跌 4.9%。近期国内木浆

市场稳定运行，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库存高位，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缓解，整体市场行情恢复缓慢，针叶木

浆需求不佳，成交氛围冷清，实单实谈，目前针叶木浆参考报价范围：银星 4300-4350 吨，阔叶木浆价格范

围在 3600-3700/吨，近几年我国纸浆需求量呈现逐步上涨趋势，由于 2018 年环保政策严格，是我国纸浆 5

年来首次下降。（中国纸网） 

4.2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造纸包装 

【东港股份】公司中标“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视频型彩票终端机专用设备采购项目”第 3 包标

段，中标总价为 2188.80 万元。本公司将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提供视频型彩票终端机设备，并提供

3 年的质保服务。 

【中顺洁柔】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公告：公司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邓冠杰先生

当选为副董事长，且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翔港科技】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司修订《2018 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及其摘要等文件中的公司 2020 年业绩考核指标，修改后的指标为“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0%或 2020 年净利润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0%均可进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齐峰新材】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司更正 2019 年年度报告，将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

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由 0.00%更正为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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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公司解除控股股东浙江仙鹤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首发限售股份 54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88.24%；本次解除质押后，仙鹤控股剩余累计质押数

为 14137.50 万股，占其持股比例的 26.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3.10%。 

成品家具、软体家具 

【帝欧家居】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募投项目之一“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线”，已于近日完成建设，并点火试生产。其中：仿古砖/抛釉砖生产

线于 2018 年建成投产，大规模瓷片生产线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点火试生产。景德镇欧神诺使用募集配套资

金引进高端的生产设备、环保设备和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能，为公司销

售规模不断扩大提供产能支持，提升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综合实力，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亚振家居】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司的保荐机构中泰证券现委派嵇志瑶女士、尤

墩周先生接替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张舒先生、李明嘉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 

【顾家家居】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及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司解除股东顾家

集团持本公司 29657.46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49.30%，本次股票解除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押股票 

17267.42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 58.22%，占公司总股本的 28.70%；TBHome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票进行了质押，本次质押股数 356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93%；公司解除股东 TB Home 持有公司 

15846.60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4%，本次股票质押及解质押后 TB Home 累计质押股票 9346 万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 58.98%，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3%；公司大股东 TB Home 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

居 3616.1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百年人寿。 

定制家具 

【欧派家居】关于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公司子公司欧派集成将名

下不动产进行抵押，为公司向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申请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等业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欧派集成已实际为公司向各银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8757.59 万元。 

【皮阿诺】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的通知，获悉马礼斌先生将其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马礼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80,156,2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60%；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31,8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39.67%，占

公司总股本的 20.47%。 

文娱用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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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派斯】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殷富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文旅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8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其中，殷富中国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3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3%，湖南文

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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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