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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钢价涨了、 煤价涨了，最
近原料纸价也一路飙升，有些
品种甚至一年上涨一倍多。
“炒房炒股，不如炒纸”已经不
是一句笑话。

纸价为何暴涨？使用纸包
装的食品、礼品、日用品会涨
价吗？书、杂志、报纸生产成本
会增加吗？围绕公众关心的问
题，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一月涨4次，纸价脱缰
造纸企业净利翻番

北京某家大型超市里，市
民杨阿姨发现，抽纸、卷纸、湿
纸巾价格似乎都略涨了一点。
销售人员证实，近期确实促销
少了， 一提10卷160克的卷纸
涨了不到一块钱。

与每个人生活、学习息息
相关的纸制品涨价了，但却少
有人知道， 从去年底至今，原
料纸市场经历了怎样的急速
上扬行情。

记者采访发现， 仅8月
份，全国大部分纸厂进行了3
至4次提价， 包括瓦楞纸、白
板纸、生活纸、新闻纸、铜版
纸在内的原纸，每吨上涨300
至900元不等。其中用来做纸
箱的瓦楞纸和白板纸价格涨
幅最大。

“从业15年从没见过这么
高的纸价，一年时间瓦楞纸已
经从2200元每吨飙升至5000
元左右每吨，上涨一倍多。”某
包装公司负责人崔德臣说。

纸价“脱缰”上涨，给造纸
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好业绩。
万德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沪深A股造纸企业大部分净

利润翻番增长，如山东太阳纸
业同比增长150%， 山鹰纸业
同比增长450.95%， 岳阳林纸
同比增长496.61%。

中小造纸厂关停
大型纸企掌握定价权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近期
纸价暴涨， 主要是原辅材料
价格攀升、环保力度加大、市
场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导
致。

中国造纸协会理事长赵
伟介绍说，今年以来，纸浆市
场量价齐升，目前国内已经涨
到2200至2700元每吨， 而去
年年底才 1700至 1800元每
吨。究其原因，一是商品纸浆
货源偏紧；二是由于我国加强
了对造纸主要原材料之一的
进口废纸的管理，导致进口量
减少，价格大幅上扬。

环保力度加大也是纸企
涨价的重要原因。一家年生产
能力20万吨的造纸企业负责
人坦言：“这几年环保要求快
速提高，一批中小型造纸厂关
停或者整合改产，纸厂开工率
较低，库存减少、供应量下降，
纸价自然会提高。”记者在“造
纸之乡” 杭州富阳采访发现，
当地许多纸厂都处于半停工
状态。

不过， 在下游企业看来，
这些因素都不足以支撑纸价
涨得如此之快之高。伴随行业
兼并重组的加快，不少中小企
业“出局”，“大型纸企牢牢掌
握了定价话语权。龙头企业提
价，地方造纸厂紧跟其后。”业
内人士称。

本报讯 全国首个“茶水器
服务联盟” 成立、“茶水器·人机
对话”品鉴会、黑茶大师集体亮
相代言……9月8日，2017年湖南
第九届茶博会开幕后，现场精彩
活动不断。据主办方介绍，本届
茶博会将是湖南近年来规模、档
次、水平最高的一次茶叶专业博
览会。当日，由湖南省茶业协会、
省茶叶学会、省大湘西茶叶产业
发 展 促 进 会 三 会 联 合 发 起
的———全国首个“茶水器服务联

盟”成立暨“茶水器·人机对话”
品鉴会，在茶博会现场召开。

9月9日上午，在湖南茶博会潇
湘茶网展区，五位“黑茶大师”系着
鲜艳的红领巾，各人手持代表自己
技术特色的“大师黑茶”，集体现身
茶博会，为“大师茶”代言，引得市
民驻足围观。 其中，70多岁的谌小
丰大师研制金花黑茶已经50余年，
他是晋丰厚茶行的第六代传人，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
曾经获得过“金花千两茶”、“金花

散茶”的两项发明专利。
业内人士评价认为， 茶产业

的发展必须借助“互联网+”，践行
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 这是大湘
西茶农精准脱贫致富的必由之
路， 潇湘茶网也必将成为大湘西
精准扶贫的“助推器”。潇湘茶网
“大师黑茶”的推出，标志着安化
黑茶进入大师时代， 同时对大湘
西茶产业精准扶贫和安化黑茶的
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黄德开谭钒

“茅台跌价了， 很可能会继
续跌。”9月10日， 长沙市岳麓区
的天盛烟酒店刘老板反映，今年
3月以来一路飙升的飞天茅台酒
价终见回落。三湘都市报记者走
访市场了解到，相比半个多月前
1800元/瓶的高价， 现在53度
500ml的飞天茅台普遍在1500
元/瓶上下。 其中长沙地区58家
茅台专卖和特约店仍然以1299
元/瓶的厂家限价供应市场，且
货源比之前也更充足了。

不过记者走访发现，长沙有
商超、酒类门店存在缺货、搭售
现象。不少业内人士预测，随着
厂家供应量加大，以及对囤货居
奇的商家进行整治，国庆、中秋
后，飞天茅台酒的价格将继续下
行。

【现象】 价格回落300元

“降了300元的样子。” 刘老
板向记者介绍， 相比半个多月
前，现在长沙大部分烟酒店的飞
天茅台只卖到1500元/瓶上下，
就此今年3月以来开启的一波茅
台涨价潮告一段落。 为一探究
竟，9月9日、10日记者先后走访
了长沙多个茅台酒零售端。

“1550元一瓶， 保证货真价
实，每买两瓶还送一个袋子。”9月
9日，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长沙
市岳麓区金星路的某烟酒店老板
询价时，对方如此回应。当记者说
别的地方价格更低时， 对方又以
“别的地方不一定是真货”来尝试
说服记者就在该店成交。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长沙多
家茅台专卖店和特约店，发现这
些专卖店和特约店均有茅台可
售，价格是厂家规定的红线1299
元/瓶。而且与一个月前相比，现
在这些店已取消了每人限购2瓶
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店
的工作人员都会建议消费者下
载“茅台云商”，并通过该平台下
单。记者登录“茅台云商”平台发
现，每个云商账号在24小时内可
买6瓶飞天茅台。

【探因】 厂家增加供应

说起茅台这波涨价潮，不少
业内人士受访时均认为供求关
系失衡是关键因素。 在今年3月
初的一次经销商座谈会上，茅台
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就
曾坦言，今年上半年，能投放市
场的可勾调53度茅台酒为6500
吨左右， 只能满足20%至25%的
市场需求。今年下半年，可满足
的市场需求也仅为50%左右。

“随着产量信息的释放，一
些商家嗅到了‘商机’开始囤货
居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
内人士介绍，今年4月份以来，53
度飞天茅台发货节奏变慢， 到8
月份时， 很多商家还只收到了6
月份的订货，“供应未跟上终端
消化速度，加上商家囤货，导致
价格持续上涨”。

“湖南地区的经销商就召开
了多次控价会议。” 茅台湖南省
区经理杜艳告诉记者，“关键是
增大了投放，保证了供应”。在加

大投放的同时，茅台还对违规的
经销商进行了处罚。8月21日，国
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
司下发文件，对在近期市场巡查
中存在扰乱市场秩序或违约行
为的54家经销商进行了处罚，处
罚原因就包括：无法说明部分货
物流向，或正常营业时间擅自关
门停业，或未告知消费者等。

■记者 胡锐

飞天茅台“急刹车”，半月降价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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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茶博会精彩不断 安化黑茶进入“大师时代”

两节过后或继续下行
“我的上家现在只出不进

了。”上述刘老板告诉记者，由于
买涨不买跌原则，一个月前还在
囤货的商家们正式开启了只出
货的模式。因此他相信，“价格还
将继续下跌”。 还有业内人士受
访时认为，在国庆、中秋节前，飞
天茅台的价格不会出现大跌，但
等两节过后，就说不好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记者
在走访华润万家超市（银盆岭
店）、河西王府井超市时，发现这
两家商超的白酒货柜上都没有
摆出飞天茅台酒，超市的白酒销
售人员也都说缺货。而步步高超
市（金星店）负责白酒区域的工
作人员则表示：“我们有货，但是
要搭售茅台其他系列的酒，买一
瓶飞天茅台搭售两瓶系列酒。”
“这里买一瓶飞天茅台， 搭售一
瓶茅台系列酒。” 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的北辰三角洲“1919酒类直
供”的工作人员介绍。

数月以来持续涨价的飞天茅台酒终于开始降价，但在长沙一些商超内仍存在缺货和搭售现象。 记者 胡锐 摄

炒房炒股，不如炒纸？
近期纸价暴涨，造纸企业净利翻番

专家分析认为， 由于造纸行业下游产业大多产能过剩，
企业轻易都不敢调价， 因此消费者目前感受还不太明显。但
原料纸价如果继续上涨，企业难以消化成本上涨压力，最终
可能会向消费端传递。

广州一家卖箱包的淘宝店主，近期就将产品单价略微提
高了0.5至1元钱不等。“竞争非常激烈， 不得已根本不会提
价，实在是最近纸箱太贵了。”她说。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市场未出现扭转迹象，原料纸涨价
很可能还将持续。

据卓创资讯生活用纸分析师张雪松预测， 由于9月份浆
价下行可能性不大，卫生纸、湿纸巾等生活用纸价格将面临
涨价压力。

事实上，9月份头一周，玖龙、联盛等纸业巨头已经发出
了新一批涨价函。记者发现，有的纸箱厂陷入了无纸可做、停
工歇业的困境，此外，一些报社的新闻纸也出现库存告急，在
国内市场买不到货。 ■据新华社

影响

卫生纸等面临涨价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