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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品种概况

纸浆的概念和分类

纸浆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经不同加工方法制得的纤维状物质，是造纸工业
的主要原材料。 

纸浆根据原材料划分为木浆、非木浆和废纸浆。由木材为原料，利用化学、
机械或二者结合的方法制得的纸浆统称为木浆。使用竹子、禾草等非木材纤维原
料制成的纸浆称为非木浆。纸产品总量中约30%可作为二次纤维回收利用，该类
二次回收的纸浆统称废纸浆。

其中，木浆可根据不同工艺分为化学浆、机械浆和化学机械浆。化学浆是用
化学法将纤维与木质素分开获得纤维，化学法包括硫酸盐法、亚硫酸盐法等；机
械浆包括磨石磨木浆、盘磨机械浆、热磨机械浆等。根据漂白程度不同，化学浆
可细分为漂白浆、半漂白浆和未漂白浆（本色浆）。对于某一种具体品种，常以
几种不同分类方法综合命名，例如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
本色亚硫酸盐苇浆、杨木磨木浆等，以便于使用者根据其名称而能大体了解纸浆
的性能与用途。

木材按树种进行分类可分为针叶树和阔叶树两类，故木浆主要包括针叶浆和
阔叶浆。针叶浆是由针叶树作为原材料制成的纸浆。针叶树叶状多呈尖细，因其
质地较软又称为软木，如落叶松、云杉等。针叶树多生长于中高纬度地区，如北
美、北欧、俄罗斯、智利等地区和国家。针叶树具有生长周期长（20-25年）、
纤维长度长、芯材颜色较浅等特点。

阔叶浆主要由阔叶树作为纤维原料制成。阔叶树叶状多呈阔宽状，因其质
地较硬又称为硬木，如桉木、桦木等。阔叶树多生长于中低纬度地区，如美国南
部、巴西、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阔叶树具有生长周期短（3-5年）、纤维长
度短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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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以下简称漂针浆）和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以
下简称漂阔浆）是市场上主流的两种木浆。纸浆具体分类如图1所示。

图1：纸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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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漂针浆品牌介绍

我国常见漂针浆品牌主要进口自加拿大、美国、智利、俄罗斯和芬兰等国。
其中，加拿大漂针浆品牌包括Northwood （北木）、 Celstar（月亮）、 Cariboo
（凯利普）、 Harmac （马牌）、 Catalyst Crofton （狮牌）、Howe Sound（好
声）等；美国漂针浆品牌包括Alabama （阿拉巴马）、IP等；俄罗斯漂针浆品牌
包括UST-Ilimsk （乌针）、Bratsk （布针）；芬兰漂针浆品牌包括UPM Conifer
（芬欧）等；智利的漂针浆品牌主要包括Arauco （银星）、Pacifico （太平洋）
等。国内漂针浆品牌主要为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针”牌。详细
漂针浆品牌见表1。

纸浆的生产流程和用途

1. 纸浆的生产流程
以漂针浆为例，纸浆的工业制造流程主要包括原料采贮和削片、蒸煮、洗

涤、筛选、漂白、烘干、切片和打包等工序。在具体制造流程中，首先取全树长
原木，将其剥皮并削成较小木片，经筛选的合格木片用氢氧化钠（NaOH）和硫
化钠(Na2S)溶液蒸煮1至2小时。蒸煮液视有效化学成分浓度，可能补充部分经回
收的蒸煮液以提高效率。蒸煮过程将除去木质素，使木材分解成纤维素纤维。蒸
煮后的粗浆经洗浆机洗涤后，用筛浆机除去过大的碎片得到细浆。细浆经多段漂
白和浓缩后，制成湿浆板并送入干燥机干燥。最后经切片和打包后，所得纸浆即
可以浆包形式交货。具体制浆流程示意图如图2所示。

表1：部分进口漂针浆品牌一览表

品牌名称 产地
北木、虹鱼、凯利普、月亮、好声、马牌、狮牌 加拿大
乌针、布针 俄罗斯
银星、太平洋 智利
芬欧、千湖、芬宝 芬兰
IP、阿拉巴马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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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纸浆的用途
木浆由于其纤维长、破裂强度高、拉伸强度好等特点，成纸具有耐折、耐

破、撕裂强度高等特性，多用于生产涂布印刷书写纸、未涂布印刷书写纸、卫生
用纸和特种用纸原纸等纸及纸板，所得纸及纸板再经造纸厂加工后制得图书、餐
巾纸等纸制品流入市场。

非木浆由于其原材料易得、产地较近、价格低廉等因素，较多用于生产卫生
用纸、包装纸及手工纸等，如本色竹浆抽纸、宣纸等。

废纸浆根据原料质量不同，经不同工艺处理后可用于生产新闻纸、瓦楞原纸
及箱板纸等。

图2：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制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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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及纸和纸制品市场概况

国际纸浆市场概况

近年来，全球纸浆总生产量稳定在1.8亿吨左右，其中化学浆产量约1.35亿
吨；机械浆产量约0.28亿吨，化机浆产量约0.17亿吨。北美洲纸浆总生产量约
6400万吨，占全球纸浆总生产量的35.5%。欧洲和亚洲纸浆生产量约4400万吨和
4000万吨，占全球纸浆总生产量的24.5%和22.2%。美国、巴西和加拿大是纸浆
生产量最多的国家，其产量分别约4800万吨、1800万吨和1700万吨。

近年来，全球纸浆表观消费量约为1.8亿吨。长期来看，全球纸浆消费量比
较稳定，供需基本保持平衡。2008年与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纸浆
消费量分别下降1.62%和7.26%。2010年市场出现复苏，消费量增长3.35%。近年
全球表观消费量和生产量都维持在1.8亿吨左右。

2017年全球漂针浆总供应量约2744万吨，总需求量约2572万吨。中国漂针
浆产量约3万吨，占全球总供应量不足1%；消费量为815万吨。

我国纸浆市场概况

据中国造纸协会统计，2017年我国纸浆生产量约7949万吨，同比增长
0.30%。其中木浆产量约1050万吨，同比增长4.48%；废纸浆产量约6302万吨，
同比减少0.43%；非木浆产量约597万吨，同比增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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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纸浆消费量10051万吨，同比增长2.59％。其中，木浆消费
3152万吨，占纸浆总消费量的31%，进口木浆消费量占纸浆总消费量的21%；废
纸浆消费6302万吨，占纸浆总消费量的63%；非木浆消费597万吨，占纸浆总消
费量的6%。

我国纸浆生产和消费情况详见表2和表3。

表2：2010-2017年我国纸浆生产情况（单位：万吨）

表3：2012-2017年我国纸浆消费情况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纸浆合计 7318 7723 7867 7651 7906 7984 7925 7949
其中:1.木浆 716 823 810 882 962 966 1005 1050
          2.废纸浆 5305 5660 5983 5940 6189 6338 6329 6302
          3.非木浆 1297 1240 1074 829 755 680 591 597
              苇浆 156 158 143 126 113 100 68 69
              蔗渣浆 117 121 90 97 111 96 90 86
              竹浆 194 192 175 137 154 143 157 165
              稻麦草浆 719 660 592 401 336 303 244 246
              其他浆 111 109 74 68 41 38 32 31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木浆
   国产
   进口

24.5%(2291)
8.6%(802)

15.9%(1489)

26.0%(2378)
9.7%(873)

16.3%(1505)

27.0%(2540)
10%(952)

17%(1588)

28.0%(2713)
10%(956)

18%(1757)

29%(2877)
10%(996)

19%(1881)

31%(3152)
10%(1040)
21%(2112)

废纸浆
   国产
   进口

64.0%(5983)
38.3%(3578)
25.7%(2405)

64.9%(5940)
38.9%(3561)
26.0%(2379)

65%(6189)
41.0%(3946)
24%(2243)

65%(6338)
40%(3946)
25%(2392)

65%(6329)
41%(4021)
24%(2308)

63%(6302)
42%(4329)
21%(2063)

非木浆 11.5%(1074) 9.1%(829) 8%(755) 7%(680) 6%(591) 6%(597)

总量 100%(9348) 100%(9147) 100%(9484) 100%(9731) 100%(9797) 100%(10051)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度报告注：括号内数字为具体产量，单位为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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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纸浆进出口贸易情况

2017年，我国进口纸浆2372万吨（包括漂针浆、漂阔浆、本色浆、机械浆、
溶解浆），同比增长12.63%，每月平均进口197.7万吨，较2016年每月平均进口
量增加22.2万吨。同年，我国纸浆出口9.87万吨，同比增长3.13%。出口纸浆平
均价格为1364.74美元/吨，较上年平均价格增长19.73%。

2017年我国漂针浆（税号47032100）进口量为812万吨，同比增加8万吨，
平均进口价格为642.8美元/吨。我国漂针浆五大进口国分别是加拿大、美国、智
利、俄罗斯和芬兰，2017年从上述5个国家进口漂针浆755.2万吨，占进口总量
93%。其中，我国从加拿大进口漂针浆254.5万吨，占进口总量约31.3%。漂针浆
进口量、生产量及进口依存度见图3。

我国纸和纸制品市场概况

我国浆纸行业具有产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充分、产业链长，并且具有各产
业关联度高、市场容量及发展潜力大、市场参与主体众多等特点，已经成为拉动
林业、农业、机械制造、化工、自动控制、印刷和包装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图3： 漂针浆进口量、产量及进口依存度（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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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单位：万吨）

品种
生产量 消费量

2016年 2017年 同比(%) 2016年 2017年 同比(%)
重量 10855 11130 2.53 10419 10897 4.59
1.新闻纸 260 235 -9.62 265 267 0.75
2.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1770 1790 1.13 1689 1744 3.26
3.涂布印刷纸 755 765 1.32 609 634 4.11
    其中：铜版纸 665 675 1.5 565 585 3.54
4.生活用纸 920 960 4.35 854 890 4.22
5.包装用纸 675 695 2.96 689 707 2.61
6.白板纸 1405 1430 1.78 1265 1299 2.69
    其中：涂布白板纸 1345 1370 1.86 1205 1238 2.74
7.箱纸板 2305 2385 3.47 2364 2510 6.18
8.瓦楞原纸 2270 2335 2.86 2271 2396 5.5
9.特种纸及纸板 280 305 8.93 225 249 10.67
10.其他纸及纸板 215 230 6.98 188 201 6.91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度报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拥有规模以上纸浆制造企业45家、造纸企
业2754家和纸制品制造企业3882家，合计6681家，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15203亿元，同比增长3.51%。2017年我国纸及纸板生产量11130万吨，同比增
长2.53%；总消费量10897万吨，同比增长4.59%。人均年消费量为78千克（13.9
亿人）。2007年至2017年，纸及纸板生产量年均增长率3.77%，消费量年均增长
率3.59%。2017年我国纸制品生产量6801万吨，同比减少5.41%；消费量6513万
吨，同比减少5.76%。2007年至2017年，纸制品生产量年均增长率8.77%，消费
量年均增长率9.00%。

2017年我国生产量及消费量增幅较大的纸制品主要包括生活用纸、箱板纸
和特种纸。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纸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增长4.35%和
4.22%。受电子媒体和无纸化办公趋势的冲击，新闻纸的生产及消费量有较大幅
度减少。纸及纸板生产和消费情况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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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纸浆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

供给方面，国内纸浆市场的供给主要由国内产量、库存、进口量和国家产业
政策决定。其中，产量和库存主要受基础材料和人力成本、林地面积和产地气候
条件等因素影响。进口量主要受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政策的影响。需求方面，纸浆
需求主要由下游技术和产业发展、季节、产品储备、产品特性，以及国家政策和
宏观经济形势共同决定。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组成了纸浆价格波动规律。纸浆价
格影响因素见图4所示。

2008年-2018年漂针浆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我国纸浆原材料市场由于受森林资源限制，国产化率较低，对外依存度较
高，故受国际纸浆价格波动性影响较大。2008年底，受金融危机影响，漂针浆
价格跌破4100元/吨，之后价格低位震荡。2010年2月，智利发生里氏8.8级特大
地震，严重影响纸浆供应，浆价快速上涨至近8000元/吨高点，随着供应紧张缓

纸浆市场价格影响因素及价格走势分析

图4：国内纸浆价格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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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价格逐渐回落至5800元/吨附近。2010年10月，漂针浆价格再度上涨，2011
年上半年价格达到7300元/吨。随后行业产能逐步扩张，价格持续下行，长期在
4500元/吨至5500元/吨低位区间内运行。2016年11月起，环保督查行动中部分中
小企业产能陆续关停，纸制品供应偏紧，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木浆价格小幅
上涨后回落。2017年下半年，因前期产能减少导致部分纸制品价格相对较高，木
浆价格存在补涨动力。7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开始加强固体废物进口管控，降
低废纸进口数量。废纸进口受限引起市场对纤维缺口产生担忧，带动纸张价格预
期上涨，木浆需求增加。叠加前期市场库存处于阶段性低位，市场短期内大量补
货与囤货行为使得部分小型纸厂市场出现原材料短缺，推涨现货。同时，国际方
面受第三季度加拿大西部天气恶劣，部分省份出现森林火灾等因素，导致木浆成
本增加，国际浆价得到支撑。7月至12月，多重因素推动漂针浆价格从5100元/吨
上涨至7575元/吨，涨幅48.5%。

2018年上半年，受前期木浆订单陆续到港导致的现货市场供应充裕、中美贸
易摩擦及前期产能扩张导致的下游纸厂需求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漂针浆价格整
体维持下行趋势。下半年受人民币汇率贬值、进口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6月价
格出现阶段性反弹后于9月回落。截至2018年10月，漂针浆价格约6700元/吨，较
2017年最高价格下降约900元/吨。

图5：2008年—2018年漂针浆价格走势图（元/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11

2011年-2018年国际漂针浆价格走势分析

根据FOEX统计，2011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欧洲及美国漂针浆价格在
750美元/吨-1300美元/吨区间内波动。其整体价格趋势与中国国内漂针浆价格相
近，但波动较平稳。

图6：2011年-2018年国际漂针浆价格走势图（单位：美元/吨）

数据来源：F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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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合约

纸浆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

交易单位 1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2元/吨

涨跌停板幅度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3%

合约月份 1～12月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下午1:30～3:00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交易时
间。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的15日（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春节月份等最后交
易日交易所可另行调整并通知）

交割日期 最后交易日后连续五个工作日

交割品级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具体质量规定见附件。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4%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割单位 20吨

交易代码 SP

上市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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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合约附件

1、交割单位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以下简称漂针浆）期货合约的交易单位为每手10吨，
交割单位为每一标准仓单重量（风干重）20吨，交割应当以每一标准仓单的整数
倍交割。

2、质量规定

a. 用于实物交割的漂针浆，其抗张指数、耐破指数和撕裂指数等三个指标应
当符合或优于QB/T1678-2017《漂白硫酸盐木浆》中针叶木浆一等品质量规定，
尘埃指标应当符合或优于优等品质量规定，且D65亮度指标应当不小于87%。

b. 每一标准仓单的漂针浆，应当是交易所认可的生产企业生产的指定品牌，
应当附有相应的质量证明书。

c. 每一标准仓单的漂针浆，应当是同一生产厂生产、同一品牌的正品浆商品
组成。

d. 漂针浆交割以实测风干重计重。每一标准仓单的溢短不超过±5%，重量
误差不超过±1%。

e. 每一标准仓单应当载明重量和件数，包装应当符合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f. 标准仓单应当由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按规定验收合格后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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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别 生产企业 品牌名称 中文参考名称 生产厂

1

加拿大

Cariboo 
Pulp & Paper 

Company
Cariboo 凯利普 Cariboo Pulp & Paper Company

2
Mercer 

International 
Inc.

Celstar 月亮 Zellstoff Celgar Limited 
Partnership

3
Catalyst Paper 

Corporation

Crofton CKBC 金狮 Crofton Pulp & Paper Division 
(of Catalyst Paper Corporation)

4 Crofton CKHFI 雄狮 Crofton Pulp & Paper Division 
(of Catalyst Paper Corporation)

5
Nanaimo 

Forest 
Products LTD.

Harmac 马牌 Harmac Pacific Mill

6 Canfor Pulp 
LTD. Northwood 北木 Canfor Northwood Pulp Mill

7 芬兰
UPM-

Kymmene 
Corporation

UPM Conifer 芬欧

UPM Pietarsaari Pulp Mill

UPM Kaukas Pulp Mill

UPM Kymi Pulp Mill

8
俄罗斯

Ilim Group 
Joint Stock 
Company

Bratsk 布针 The Bratsk Branch of Ilim 
Group Joint Stock Company

9 Ust-Ilimsk 乌针 The Ust-Ilimsk Branch of Ilim 
Group Joint Stock Company

10
智利

Celulosa 
Arauco y 

Constitución 
S.A.

Arauco 银星

Nueva Aldea Pulp Mill

Arauco Pulp Mill

Valdivia Pulp Mill

11 CMPC 
Celulosa S.A. Pacifico 太平洋 Pacifico Pulp Mill

可交割品牌和生产企业信息

可交割品牌和生产企业信息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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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定交割仓库名称 办公地址 存放地址 业务电话及传真 联系人 邮编

1 上海远盛仓储有限
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
路900弄3号楼255
室

上海市宝山区蕰川
路2508号

座机:021-61806025
手机:13671698424
传真:021-61806026

鲍俐娜

200437
座机:021-61806028
手机:13901816119
传真:021-61806026

陈健

2 上海象屿速传供应
链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长建
路505号

上海市宝山区长建
路505号

座机:021-33313672
手机:15021224863
传真:021-33313628

毛蓉

200003
座机:021-33313612
手机:13761925676
传真:021-33313628

孙琪

3 中国外运华中有限
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保税
区吉隆坡路6号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
经济开发区物流大
道1号

座机:0532-86769083
手机:18561575666
传真:0532-86912814

薛磊

266555
座机:0532-86760715
手机:15153205257
传真:0532-86912814

张超

4
中国供销集团南通
供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经济开发区南区锦
绣路888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经济开发区南区锦
绣路888号

座机:0513-86599129
手机:18921602649
传真:0513-86599195

邢宇华

226300
座机:0513-86599117
手机:18251319880
传真:0513-86599195

顾建蒙

5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平宇
路585号

上海市奉贤区平宇
路585号、418号

座机:021-37123021 
手机:13331955737
传真:021-57543285

王仲良

201413
座机:021-37123026
手机:13816344720
传真:021-57543285

张政华

指定交割仓库

纸浆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联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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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定交割仓库名称 办公地址 存放地址 业务电话及传真 联系人 邮编

6 青岛市青银仓储物
流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淮河东路36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淮河东路36号

座机:0532-55663767
手机:13608987099
传真:0532-80989200

周文广

266555
座机:0532-80999217
手机:15166022800
传真:0532-80989200

刘晓东

7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前湾
港内纬四路18号

山东省青岛港前湾
港区内经八路1号

座机:0532-82987596
手机:13468287229
传真:0532-82982059

闫燕

266550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同江路90号

座机:0532-82987936
手机:18669844878
传真:0532-82982059

赵天月

8 建发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七星河路363号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七星河路363号
号

座机:0592-5685387
手机:13850096508
传真:0592-5685270

涂全东

266000
座机:0592-5685279
手机:18760575887
传真:0592-5685270

黄惠宗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
市独山港镇引港路
333号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
市独山港镇引港路
333号

座机:0592-5685387
手机:13850096508
传真:0592-5685270

涂全东

314000
座机:0592-5685279
手机:18760575887
传真:0592-5685270

黄惠宗

9 常熟威特隆仓储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经济技
术开发区兴华港区1
路

江苏省常熟经济技
术开发区兴华港区1
路

座机:0512-52696776
手机:13601550609 
传真:0512-52699082

顾宇

215513
座机:0512-52292429
手机:13862362528
传真:0512-52699082

黄殊

上海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指定交割仓库并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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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定检验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业务电话 业务传真

1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66
号B座

项署临 020-38290491
13710861009 020-38290477

郭仁宏 020-38290470
13902270452 020-38290470

2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瞿塘峡路70号

闫萍萍 0532-80885530
18678922615

0532-80885530

李国华 0532-80885516
13953258107

3 上海中储材料检验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铁山路489号

宋益华 021-36583611
13585515287

021-36583614

朱宝珠 021-36583602
13311671069

4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
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联发路208号

张晓蓉 021-60757709 021-60757728

朱洪坤 021-60757700 021-60757728

5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
产品安全技术中心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东五道2
号

赵黎华 13920630244

022-84978164

栗建永 13752253259

指定检验机构

纸浆期货指定检验机构业务联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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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程序及相关规定

结算是指根据交易结果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会员保证金、盈亏、手续费、交
割货款及其它有关款项进行计算、划拨的业务活动。

日常结算

交易所在各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开设一个专用的结算帐户，用于存放会员保
证金及相关款项；会员应当在存管银行开设专用资金帐户，用于存放保证金及相
关款项；交易所对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资金帐户的保证金实行分帐管理，为每一
会员设立明细帐户，按日序时登记核算每一会员出入金、盈亏、交易保证金、手
续费等。

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每一交易日闭市后，交易所按当日结算价
结算所有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
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会员的结算准备金。

结算准备金是指会员为了交易结算在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中预先准备的资
金，是未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当日结算准备金余额= 上一交易日结算准备金余
额+上一交易日交易保证金－当日交易保证金+当日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实际可
用金额－上一交易日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额+当日盈亏+当日期权权
利金收支+入金－出金－手续费等。

结算完毕后，会员的结算准备金低于最低余额时，该结算结果即视为交易所
向会员发出的追加保证金通知，两者的差额即为追加保证金金额。

交易所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后，可以通过存管银行从会员的专用资金帐户中
扣划。若未能全额扣款成功，会员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补足至结算准备金最
低余额。未补足的，若结算准备金余额大于零而低于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不得
开新仓；若结算准备金余额小于零，则交易所将按《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
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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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 

经交易所批准，会员可以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但亏损、费用、税金、期
权权利金等均应当以货币资金结清。 

期货公司会员持客户的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时，应当提供经客户签章的《客
户专项授权书》，但以客户的标准仓单充抵保证金的，客户可以在标准仓单管理
系统中实施对会员的授权并将授权提交给交易所。

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业务由交易所结算机构负责办理，每日受理截止时间
为交易闭市时。如遇特殊情况交易所可以延长受理时间。 

1、有价证券的种类： 

标准仓单和交易所确定的其他有价证券。 

2、办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手续

申请：会员办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业务时，应当向交易所提出申请。会
员以客户的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时，还应当提交经客户签章的《客户专项授权
书》，但以客户的标准仓单充抵保证金的，客户可以在标准仓单管理系统中实施
对会员的授权并将授权提交给交易所。

验证交存：以标准仓单充抵保证金的会员应当在申请获交易所批准后将标准
仓单通过标准仓单管理系统提交交易所办理交存手续（具体操作办法见《上海期货
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其他有价证券的验证交存应当符合交易所的规定。 

3、有价证券价值的计算方法

标准仓单充抵保证金的，其市值核定的基准价为该品种最近交割月份期货合
约的当日结算价。充抵当日闭市前，标准仓单的市值先按充抵日前一交易日该品
种最近交割月份期货合约的结算价核算。其他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基准价由交
易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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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程序及相关规定

（一）交割结算价

漂针浆期货的交割结算价为该合约最后5个有成交交易日的成交价格按照成
交量的加权平均价。

（二）交割单位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合约的交割单位为每一标准仓单重量（风干重）20
吨，交割应当以每一标准仓单的整数倍交割。

（三）质量规定

1.用于实物交割的漂针浆，其抗张指数、耐破指数和撕裂指数等三个指标应
当符合或优于QB/T1678-2017《漂白硫酸盐木浆》中针叶木浆一等品质量规定，
尘埃指标应当符合或优于优等品质量规定，且D65亮度指标应当不小于87%。

QB/T 1678-2017《漂白硫酸盐木浆》

浆种 指标名称 单位 指    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针
叶
木
浆

抗张指数a ≥ N•m/g 85.0 70.0 60.0
耐破指数a         ≥ kPa•m2/g 6.5 5.0 4.0
撕裂指数a         ≥ mN•m2/g 9.0 8.0 7.5
D65亮度  % 75.0～88.0
特性粘度值        ≥ mL/g 800 650 500
二氯甲烷抽出物    ≤ % 0.15
尘埃                         ≤ mm2/kg 10 30 70
灰分              ≤ % 0.4
荧光性物质（254nmey 365nm） - 合格
交货水分 % 16.0

在打浆度为40SR（或“加拿大标准”游离度为300mL）时的实验室纸页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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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一标准仓单的漂针浆，应当是交易所认可的生产企业生产的指定品牌，
应当附有相应的质量证明书。

3. 每一标准仓单的漂针浆，应当是同一生产厂生产、同一品牌的正品浆商品
组成。

4.漂针浆交割以实测风干重计重。每一标准仓单的溢短不超过±5%，重量误
差不超过±1%。

5.每一标准仓单应当载明重量和件数。包装应当符合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6.标准仓单应当由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按规定验收合格后出具。

（四）交割商品的包装与堆放

1.每一标准仓单的漂针浆应当是同一生产厂生产、同一品牌的正品浆商品组
成。

2.用于交割的漂针浆，应当符合交易所认可的生产厂生产的指定品牌商品的
包装要求，每件浆包外包装应明显标出用以识别的产品名称等信息。

3.到库漂针浆应该包装完整、清洁。指定交割仓库在验收时应当对整批交割
商品进行检查，如发现有明显受潮、霉变、污染、破损严重等影响使用的情况，
予以拒收，不得用于交割。

4.到库商品中，如遇包装铁丝断裂或散块商品，应当重新打包，用规定的铁
丝捆扎紧固，方可用于交割。包装费用由货主承担。

5.用于交割的漂针浆每一标准仓单的标的物应当按货位堆放，以500吨为一
个堆放货位。

（五）交割商品必备单证

国产商品应当提供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以及生产厂出具的产
品质量证明书等材料，经交易所审定合格为有效。进口商品应当提供交易所指定



22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与实物一致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原产地证书（产地证明书）、产品质量证明书等材料，经交易所审定合
格为有效。国家税收、商检等政策调整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进口商品的单
证要求由交易所另行发布。

（六）指定交割库收费标准

1.指定交割仓库仓储费0.8元/吨•天，入库费20元/吨，出库费20元/吨，过
户费0.5元/吨。

2.其它费用由有关机构按现行收费标准向漂针浆入库时的货主收取。

（七）入出库检验

1.到库漂针浆应当由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分为品质检验和重
量检验两部分。品质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检验报告为准，品质检验报告符合交易
所规定的质量标准才能生成标准仓单；重量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签发的重量检验
报告为准。货主应当确保入库商品符合交易所规定的质量标准。

2.检验为抽样检验，抽样地点应当在指定交割仓库内，严禁在车站、码头等
运输途中抽样。检验批量以同一提单为一个检验批次。每一检验批次的漂针浆必
须是同一指定品牌、同一包装规格的商品所组成。

（八）标准仓单有效期

1.用于实物交割的国产漂针浆有效期限为生产年份的第二年的最后一个交割
月份，超过期限的转作现货。

2.用于实物交割的进口漂针浆应当在到港日起六个月内入库，有效期限为到
港日的第二年的最后一个交割月份，超过期限的转作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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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割结算流程

    实物交割应当在合约规定的交割期内完成。交割期是指该合约最后交易日
后的连续五个工作日。该五个交割日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交
割日，第五交割日为最后交割日。交割程序如下：

1.第一交割日：

（1）买方申报意向。买方在第一交割日内，向交易所提交所需商品的意向
书。内容包括品牌、数量及指定交割仓库名等。

（2）卖方交标准仓单。卖方在第一交割日内通过标准仓单管理系统将已付
清仓储费用的有效标准仓单交交易所。

2.第二交割日：

交易所分配标准仓单。交易所在第二交割日根据已有资源，按照“时间优
先、数量取整、就近配对、统筹安排”的原则，向买方分配标准仓单。不能用于
下一期货合约交割的标准仓单，交易所按所占当月交割总量的比例向买方分摊。

3.第三交割日：

（1）买方交款、取单。买方应当在第三交割日14:00前到交易所交付货款并
取得标准仓单。

（2）卖方收款。交易所应当在第三交割日16:00前将货款付给卖方，如遇特
殊情况交易所可以延长交割货款给付时间。

4.第四、五交割日：

卖方交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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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交割日
交易所收仓单、收交割意向

卖方
发票 收货款 提交仓单

期货公司
发票 收货款 提交仓单

期货公司
提交割意向 取得仓单 发票

第二交割日
交易所分配标准仓单

第三交割日
买方交款、取单；卖方收款。

买方应当在第三交割日14:00前到交易所交付货款并取得标准仓单。
交易所在16:00前将货款付给卖方

第四、五交割日
卖方交增值税发票，交易所清退保证金

买方
提交割意向 取得仓单 发票

交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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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制度

交易保证金是指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中确保合约履行的资金，是已
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漂针浆期货合约的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4%。

交易所根据期货合约上市运行的不同阶段（临近交割期）调整交易保证金，
调整方法如下：

当某漂针浆期货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即D1、D2、D3交易日）的累计涨跌
幅（N）达到9%；或连续四个交易日（即D1、D2、D3、D4交易日）的累计涨跌
幅（N）达到12%；或连续五个交易日（即D1、D2、D3、D4、D5交易日）的累
计涨跌幅（N）达到13.5%时，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单边或双边、同
比例或不同比例、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提高交易保证金，限制部分会员或全部会
员出金，暂停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开新仓，调整涨跌停板幅度，限期平仓，强行
平仓等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幅度不超过20%。

风险控制相关规定

漂针浆期货合约上市运行不同阶段的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

交易时间段 漂针浆交易保证金比例
合约挂牌之日起 4%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10%
交割月份第一个交易日起 15%

最后交易日前二个交易日起 20%

N 的计算公式如下：
 

N =  
Pt - P0  

× 100% t=3,4,5
   P0

  P0为D1交易日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Pt为t交易日结算价，t=3,4,5

 P3为D3交易日结算价

 P4为D4交易日结算价

 P5为D5交易日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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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停板制度

涨跌停板是指期货合约的每日最大价格波动幅度，超过该涨跌幅度的报价视
为无效，不能成交。

当某漂针浆期货合约连续出现同方向单边市时，该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调整
及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对应如下表：

当某漂针浆期货合约在某一交易日（该交易日称为D1交易日，以下几个交易
日分别称为D2、D3、D4、D5、D6交易日，D0交易日为D1交易日前一交易日）
出现单边市，则D2交易日该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为在D1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
的基础上增加3个百分点。D1交易日结算时，该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比例在D2交
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2个百分点。

该期货合约若D2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则D3交易日涨跌停板、交易保证金
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若D2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则视作新一轮单边市开
始，该日即视为D1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参照《上海期货交易所
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执行。若D2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则该期
货合约D3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在D1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5个百分
点。D2交易日结算时，该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比例为在D3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上
增加2个百分点。

漂针浆期货触板后涨跌停板幅度及保证金比例变动

交易日 涨跌停板幅度 当日交易时的保证金比例 当日结算时的保证金比例

D1 X% Y% D2涨跌停板幅度+2%

D2 X%+3% D2涨跌停板幅度+2% D3涨跌停板幅度+2%

D3 X%+5% D3涨跌停板幅度+2% D3涨跌停板幅度+2%

注：X%表示漂针浆期货品种在D1时相对应的涨跌停板幅度
         Y%表示漂针浆期货品种在D1时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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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D3交易日未出现单边市，则D4交易日涨跌停板、交易保证金比例恢复到
正常水平。若D3交易日出现反方向单边市，则视作新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
为D1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金和涨跌停板参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若D3交易日期货合约出现同方向单边市（即连续三天达到涨跌停板），则当
日收盘结算时，漂针浆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仍按照D2交易日结算时的交易保证
金比例收取，并且交易所可以对部分或全部会员暂停出金。

当D3交易日期货合约出现同方向单边市（即连续三天达到涨跌停板）时，若
D3交易日是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则该合约直接进入交割；若D4交易日是该合约
的最后交易日，则D4交易日该合约按D3交易日的涨跌停板和保证金水平继续交
易；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D4交易日该期货合约暂停交易一天。交易所在D4交易
日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对该期货合约实施下列两种措施中的任意一种：

措施一：D4交易日，交易所决定并公告在D5交易日采取单边或双边、同比
例或不同比例、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提高交易保证金，暂停部分会员或全部会员
开新仓，调整涨跌停板幅度，限制出金，限期平仓，强行平仓等措施中的一种或
多种化解市场风险，但调整后的涨跌停板幅度不超过20%。在交易所宣布调整保
证金水平之后，保证金不足者应当在D5交易日开市前追加到位。若D5交易日该期
货合约的涨跌幅度未达到当日涨跌停板，则D6交易日该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和交
易保证金比例均恢复正常水平；若D5交易日该期货合约的涨跌幅度与D3交易日同
方向再达到当日涨跌停板，则交易所宣布为异常情况，并按有关规定采取风险控
制措施；若D5交易日该期货合约的涨跌幅度与D3交易日反方向达到当日涨跌停
板，则视作新一轮单边市开始，该日即视为D1交易日，下一日交易保证金和涨跌
停板参照《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措施二：在D4交易日结算时，交易所将D3交易日闭市时以涨跌停板价申报
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D3交易日的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利客户（或非
期货公司会员，下同）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同一客户持有双向头寸，则首
先平自己的头寸，再按上述方法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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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报告制度

当会员或者客户某品种持仓合约的投机头寸达到交易所对其规定的投机头寸
持仓限额80%以上（含本数）或者交易所要求报告的，会员或客户应当向交易所
报告其资金情况、头寸情况，客户应当通过期货公司会员报告。交易所可以根据
市场风险状况，制定并调整持仓报告标准。

限仓制度

交易所实行持仓限额制度。持仓限额是指交易所规定的会员或者客户对某一
合约单边持仓的最大数量。套期保值持仓头寸实行审批制度，不受本条限制。

交割月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前，各会员、各客户在每个会员处漂
针浆期货合约的投机持仓应当调整为2手的整倍数。进入交割月后，漂针浆期货
合约投机持仓应当是2手的整倍数，新开仓、平仓也应当是2手的整倍数。

期货公司会员、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漂针浆期货合约在不同时期的限仓
比例和持仓限额具体规定如下：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份
合约挂牌至交割月
前第二月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
交割月前第一月 交割月份

某一期
货合约
持仓量

限仓比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限仓数额(手)
期货公司

会员
非期货

公司会员 客户 非期货
公司会员 客户 非期货

公司会员 客户

漂针浆 ≥50万手 25 4500 4500 900 900 300 300

漂针浆期货合约在不同时期的限仓比例和限仓数额规定 （单位：手）

注：表中某一期货合约持仓量为双向计算，期货公司会员、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的持仓限
额为单向计算；期货公司会员的持仓限额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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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平仓制度

为控制市场风险，交易所实行强行平仓制度。强行平仓是指当会员、客户违
规时，交易所对其有关持仓实行平仓的一种强制措施。

当会员、客户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交易所对其持仓实行强行平仓：

1、会员结算准备金余额小于零，并未能在规定时限内补足的；

2、持仓量超出其限仓规定的；

3、相关品种持仓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调整为相应整倍数的；

4、因违规受到交易所强行平仓处罚的；

5、根据交易所的紧急措施应当予以强行平仓的；

6、其他应当予以强行平仓的。

强行平仓先由会员自己执行，时限除交易所特别规定外，一律为开市后第一
节交易时间内。若时限内会员未执行完毕，则由交易所强制执行。因结算准备金
小于零而被要求强行平仓的，在保证金补足前，禁止相关会员的开仓交易。

风险警示制度

交易所实行风险警示制度。当交易所认为必要时，可以分别或同时采取要求
报告情况、谈话提醒、书面警示、公开谴责、发布风险警示公告等措施中的一种
或多种，以警示和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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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交易相关规定

套期保值是指期货市场上买入（或卖出）与现货市场交易方向相反、数量相
等的同种商品的期货合约，进而无论现货供应市场价格怎样波动，最终都能取得
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额大致相
等，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办法》，漂针浆套期保值交易头寸
分为一般月份（本办法指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套期保
值交易头寸和临近交割月份（本办法指交割月前第一月和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
易头寸。漂针浆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头寸实行审批制。套期保值交易分为买入套期
保值交易和卖出套期保值交易。

（一） 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客户需递交的材料

需要进行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的客户应当向其开户的期货公司会员申报，
期货公司会员进行审核后，向交易所办理申报手续;非期货公司会员直接向交易所
办理申报手续。

申请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应当具备与套期
保值交易品种相关的生产经营资格，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证明企业现货经营规模的相关材料，如当年或者下一年度生产计划书、最
新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现货仓单、库存证明、加工订单、购销合同、拥有实
物的其他有效凭证等;

3. 套期保值交易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来源分析、保值目标、预期的交割
或者平仓的数量）；

4.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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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客户需递交的材料

申请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会员或者客户，应当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证明企业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需求真实性的相关材料，如当年或者
下一年度生产计划书、现货仓单、库存证明、加工订单、购销合同、拥有实物的
其他有效凭证等；

3. 套期保值交易方案（主要内容应当包括风险来源分析、保值目标、预期的
交割或者平仓的数量）；

4.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三）套期保值的申请时间

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应当在套期保值合约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之前提出；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应当在该套期保
值所涉合约交割月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之间提出，逾期交易所不再受理该交割月份合约的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套
期保值者可以一次申请多个交割月份合约的套期保值交易头寸。交易所自收到套
期保值交易头寸申请后，在5个交易日内进行审核。

（四）套期保值头寸的建仓时间

获准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会员或客户，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合约最后交易
日前第三个交易日收市前，按批准的交易部位和头寸建仓。在规定期限内未建仓
的，视为自动放弃套期保值交易头寸。套期保值交易头寸自交割月份第一交易日
起不得重复使用。

上海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办法自2019 年1月1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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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保资格：具备与制浆造纸相关的原材料生产、加工、流通经营等企业
套保头寸：分为一般月份和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

套保头寸申请后5个交易日内进行审核

一般月份：指合约持牌至交割月份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临近交割月：指交割月前第一月和交割月；
申请期限：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应当在套期保值合约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之前提出；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应当在该套期保值所涉
合约交割月前第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前第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之间提出，逾
期交易所不再受理该交割月份合约的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的申请。

一般月份套保须提交材料：①《上海期货交易所一般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申请（审
批）表》；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③上一年现货经营业绩；④套保交易方案；⑤
当年或下一年度现货经营计划；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相对应的购销合同或其他有效
凭证；⑥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临近交割月份套保须提交的材料：①《上海期货交易所临近交割月份套期保值交易头寸
申请（审批）表》；②生产企业：当年或上一年度生产计划书；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
相对应的现货仓单或者拥有实物的其他有效凭证；③加工企业：当年或上一年度生产计
划书；买入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加工订单或购销合
同；卖出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现货仓单或者拥有实
物的其他有效凭证（购销合同或发票）；④贸易及其他企业：买入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提
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购销合同或其他有效凭证；卖出套期保值交易头寸需
提供与申请套期保值交易头寸所对应的现货仓单、购销合同或其他有效凭证。

申 请

审核

符合条件
通知其准予办理

不符合条件
通知其不予办理

材料不足
告知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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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纸浆期货的套期保值应用

卖出套期保值案例：

制浆造纸生产企业、纸浆贸易商作为纸浆市场中商品供应者，为保证其商品
在出售时的合理经济利润，预防正式出售时价格下跌遭受损失，可采用卖出纸浆
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方式来减小价格波动风险，即在期货市场以卖主的身份
售出数量相等的期货，等到要销售现货时再买进期货头寸对冲作为保值手段。

案例：7月份，某纸浆贸易商了解到现货市场漂针浆售价为6300元/吨，并对
此价格比较满意，因此加紧备货；但因为担心市场过度供给导致价格下跌，利润
减小，该贸易商决定通过纸浆期货的卖出套期保值交易锁定利润：

尽管该贸易商在现货出售时亏损10万元，但因为利用纸浆期货锁定了价格，在
卖出套期保值交易中于期货市场盈利了10万元，消除了现货销售价格波动的风险。

买入套期保值案例：

对于造纸企业而言，纸浆原料的价格波动是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一大风
险，为了防止原料价格上涨而遭受损失，造纸企业可以用买入套期保值的交易方
式减小价格波动风险，即在期货市场以买主身份买进数量相等的期货合约，等到
要购买原料时再卖出期货头寸对冲作为保值手段。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基差

7月1日 漂针浆价格6300元/吨 卖出100手10月份纸浆期货合约；
价格6600元/吨 -300元/吨

9月1日 卖出1000吨漂针浆；
出售价格为6200元/吨

买入100手10月份纸浆期货合约：
价格6500元/吨 -300元/吨

套保结果 亏损100元/吨 期货持仓盈利100元/吨

 净盈利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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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造纸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时成本较9月份增加了20万元，但因为在纸浆期
货买入套期保值交易中盈利了20万元，保证了自己理想的收入，规避了原材料价格
波动的风险。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基差

9月1日 漂针浆价格6300元/吨 买入100手1月份纸浆期货合约；
价格6500元/吨 -200元/吨

12月1日 买入1000吨漂针浆；
购买价格为6500元/吨

卖出100手1月份纸浆期货合约：
价格6700元/吨 -200元/吨

套保结果 亏损200元/吨（较9月份价格） 期货持仓盈利200元/吨

 净盈利0元

案例：9月份，某造纸企业计划在12月份购入一批纸浆，但预期纸浆价格将
在未来3个月内呈上涨趋势，为了规避3个月内原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该造纸企业
决定通过纸浆期货进行买入套期保值交易预防价格不利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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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期货）检验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以
下简称漂针浆）期货交割检验业务的正常进行，规范实物交割的检验行为，根据
交易所有关规定，由交易所指定的检验机构联合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交易所漂针浆期货交割检验业务依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指定检验机构的实验室，其基本条件与能力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

要求，同时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

第二章    指定交割仓库的检验

第四条 指定检验机构受理报检 
4.1漂针浆期货实行品牌交割，交割商品必须是经过交易所指定的生产厂生

产的指定品牌正品浆。 
4.2 漂针浆入库生成标准仓单前应当委托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进行品质和重

量检验，检验合格的才能生成标准仓单。
4.3 入库检验委托人（以下简称委托人）在申报检验时应当提供由指定交割

仓库出具的《期货交割货物堆放情况表》，其中必须注明入库时间、生产企业、
生产厂、品牌、重量（风干重）、件数、包数、堆放货位等信息。

4.4 委托人在漂针浆入库后向指定检验机构申报办理期货交割检验业务。
4.5 委托人办理报检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指定检验机构提出期货交割货物

检验委托申请，并提供下列文件：
（1）进口木浆，委托人应提供品质证书(质量指标)、提单、报关单、销售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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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票、数量/重量明细单等相关文件。
（2）国产木浆，委托人应提供品质证书（质量指标）、数量/重量明细单等

相关文件。
4.6 委托人应当是货主或经其授权的代理人。代理人在办理报检时应当提供

货主出具的授权书。
第五条 准备检验
5.1 指定检验机构对入库时所申报货物的品质和重量检验仅实施一次抽样检

验。
5.2 指定检验机构接受报检后确定取样和重量检验日期并通知委托人。委托

人接到通知后，应提前做好与指定交割仓库的联系工作，确保现场检验工作的顺
利开展。

5.3 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核实《期货交割货物堆放情况表》等相关资料，若发
现报检单据与货物不符的，或浆包包装有严重破损、严重泡水痕迹、霉变等情况
的，有权终止检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4 经核实报检单据与货物相符的，检验批量以同一提单为一个检验批次。
每一检验批次的漂针浆必须是同一指定品牌、同一包装规格的商品所组成。

5.5 漂针浆的检验取样应在光照良好，干燥洁净和避风的室内仓库进行，现
场拆包。

5.6 指定交割仓库应配备计量合格的标准衡器、机械设备、简易打包设备和
辅助劳动力。

第六条 实施检验
6.1 重量检验按照GB/T 8944.1-2008和GB/T 8944.2-2008纸浆成批销售质量

的测定进行检验，抽样数量按初次检验数量执行。每批抽取检验样品数量30或32
个样包（具体由每件浆包的数量确定）。

6.2 指定交割仓库应负责对品质取样和重量检验后的散包进行归位和简易打
包捆扎，避免交割商品受到污损。

6.3 品质检验
6.3.1 品质取样与试验方法按QB/T 1678-2017 漂白硫酸盐木浆规定执行。
6.3.2 品质检验项目：抗张指数(N•m/g)、耐破指数（kPa•m2/g）、撕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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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mN•m2/g)、尘埃（mm2/kg）、D65亮度（%）。
6.4 检验结果的评定
6.4.1 漂针浆抗张指数、耐破指数和撕裂指数等三个指标应当符合或优于QB/

T1678-2017《漂白硫酸盐木浆》中针叶木浆一等品质量规定，尘埃指标应当符合
或优于优等品质量规定，且D65亮度指标应当不小于87%。

6.4.2 漂针浆的重量检验结果按照GB/T 8944.1-2008和GB/T 8944.2-2008纸浆
成批销售质量的测定进行评定。

6.4.3 检验完毕，出具检验结果报告。

第三章    检验报告

第七条 指定检验机构自现场抽样完毕后七个工作日内出具品质检验和重量检
验报告（报告一份正本和若干副本）。 

第八条 品质检验样品保存六个月。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细则实施前应当向上海期货交易所备案。
第十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检验机构（联合）。
第十一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参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业务实施

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2018年11月12日实施。

附件1.1：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品质检验报告
附件1.2：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重量检验报告



38

附件1.1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品质检验报告

	 	 	 	 	 编		号:XXXX
	 	 	 	 	 日		期:XXXX年XX月XX日

委托人：	
品牌/浆种：	
申报数/重量（ADMT）：																												XXX件/XXX包/XXX吨
提单号（运单号）：
生产日期/到港日：
取样地点：	
货位号：
检验地点：
检验结果：	
代表性样品在上述货位的货物中随机抽取，经检验，结果如下：

指标名称 单位 规定值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抗张指数 N•m/g ≥70.0
耐破指数 kPa•m2/g ≥5.0
撕裂指数 mN•m2/g ≥8.0

尘埃 mm2/kg ≤10.0
D65亮度 % ≥87.0

注：按照QB/T	1678-2017标准，在打浆度为40SR（或“加拿大标准”游离度
300ML）时的实验室纸页物理性能。

评定：上述检测结果符合上海期货交易所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合约品质
规定。

批准：																																					审核：																																					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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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期货）重量检验报告

	 	 	 	 	 编		号:XXXX
	 	 	 	 	 日		期:XXXX年XX月XX日

委托人:						
品牌/浆种:				
申报数/重量（ADMT）:	 	 	 XXX件/XXX包/XXX吨		
提单号（运单号）：																																	
生产日期/到港日：
取样地点：	
货位号：
检验地点：
检验结果：
按照GB/T	8944.1-2008和GB/T	8944.2-2008标准方法,	从到货中随机抽取外

表完整XX包,	用校准衡器逐件（包）过重,	并拣取代表性样品测定水分,	经检验，
实到XXX件XXX包，总风干重XXX.	XXX吨，平均每张标准仓单XX.XXX吨（合
XXX件XXX包），详细结果如下:

在105±2℃平均散失水分 %
绝干浆率 %
风干浆率(以90%为基础) %
全批实到货毛重 XXX. XXX吨
全批实到货总风干重 XXX．XXX吨
全批实到件数/包数 XXX件（XXX包）
平均每包毛重 X. XXX吨
平均每包风干重 X. XXX吨
平均每张标准仓单重 XX. XXX吨

批准：																																					审核：																																					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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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手册的内容仅提供参考，如需了解最新情况，请咨询
上海期货交易所(总机：8621-68400000)的相关部门或者登陆
上海期货交易所网站(http://www.shfe.com.cn)查询。

http://www.shf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