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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近几年，中国汽车行业发展遇

冷，正处于发展转型的敏感阶段。任

何形式的经济波动都将可能触及汽

车产业内部变动，引起业内“蝴蝶效

应”，进而波及汽车进出口贸易。汇

率波动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经济波

动形式，对汽车进出口贸易影响更

为显著。自 2015年“811”汇改后，汇

率上涨与汇率下跌交替波动趋势更

为明显，对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影

响巨大。考虑到 2020年汇率波动幅

度最为显著，所以按照这一年汇率

变动情况进行说明。根据第一财经

网资料显示，2020年 1-5月，汇率

处于下跌态势，从 6.9794下跌为

7.1518。这一情形下，中国汽车出口

企业价格优势大幅度提升，与国外

汽车进口商签订大量汽车购销合

同。然而自 2020年 6月开始，汇率

持续上涨，年末已达 6.52。理论而

言，汇率持续上涨有利于中国汽车

企业进口贸易发展，而对汽车出口

贸易产生较大抑制作用。依据国际

贸易理论“J曲线效应”，中国汽车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上涨影响存在一

定的滞后效应，预计在 2021年 4月

之后开始显现，冲击中国汽车进出

口贸易。有鉴于此，在人民币汇率不

断变化形势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

动如何影响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

找出具体应对之策，可为中国汽车

出口贸易降低外部风险提供有效参

考。

一尧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现状

（一）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规模

呈波动态势

近年来，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

规模呈现起伏波动态势。就进出口

贸易总额而言，中国海关资料显示，

在 2015年、2016 年及 2020 年，因

整体外需不振、经济下滑，中国汽车

进出口贸易整体形势出现不同程度

下降，每年汽车进出口贸易总额低

于 600亿美元；其他时间段内，中国

汽车进出口市场环境良好，进出口

贸易总额均高于 600亿美元（如图

1）。就进出口数量而言，据中国产业

信息网资料，在 2012-2020年的 9

年期间，中国汽车进出口数量呈现

上下波动趋势。其中，2012-2014

年，中国汽车大力进军中低端汽车

市场，进出口数量持续稳定上升。

2015-2016年，发达经济体回归快

速增长、新兴经济体下滑，世界经济

形式开始变得错综复杂。受此影响，

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削减，

进出口总量较 2014 年分别下降

15.6%、21.8%。2017年中国汽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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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中比较关键的一种价格体系，是深刻影响
进出口贸易关键要素。时下，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呈波动态势、

市场结构日渐多元、进出口贸易向新能源汽车领域倾斜。在人民币汇率不

断变动影响下，中国汽车进出口规模、成本、汇兑损益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波

及。鉴于此，在总结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影响基础

上，建议通过利用“锁汇工具”稳定贸易规模，采用多元化币种结算对冲成

本损失，优化汇率浮动范围与结汇时间节点降低企业汇兑损益，设立风险

准备金为企业提供充足资金储备，逐步降低前已述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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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量快速提高，较 2016年上涨

22.3%。2018-2020年，伴随中国汽

车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伊朗的政局动

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疫情等

因素，中国汽车进出口总量持续下

降，从2018年的 227万辆降低到

2020年的 199万辆，下降 12.3%。

（二）中国汽车进出口市场多元

近些年，中国汽车进出口市场

结构较为多元。就中国汽车进口市

场而言，海关公布数据表明，截至

2020年底，中国汽车进口市场已覆

盖欧洲、亚洲和北美洲，进口目的国

超过 50个，并以日本、德国、美国、

斯洛伐克、英国等制造业较强的发

达国家为主，分别占 38%、26%、14%、

7%和 6%。就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而

言，中国汽车协会统计数据表明，截

至 2020年底，中国汽车出口目的国

已超过 22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沙

特阿拉伯、孟加拉国、埃及、智利、印

度、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马来西

亚和墨西哥为排名前十出口目的

国，各自出口占比分别为 9.2%、

7.5%、5.7%、5.3%、4.7%、4.0%、3.8%、

3.7%、3.6%、3.3%。并且，“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是中国汽车出口最主要的

市场。据乘联会官网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第四季度末期，中国汽车企

业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

量约占国内汽车出口份额的 49%。

可以知悉，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市场

结构较为多元，已涵盖多数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

（三）进出口贸易类型向新能源

汽车领域倾斜

近些年，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

类型逐步转向新能源汽车。就进

出口贸易数量来看，中国新能源

汽车进出口数量处于上升态势。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

2016--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进出口贸易数量迅速增长，由 11

万辆上升至 35万辆，平均以每年

55%的增速快速增长，在中国汽车

进出口贸易中表现惊艳。就新能

源汽车在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占

比来看，近些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

持续攀升。从 2017年到 2020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比从 12.6%上

升到 27.4%，以平均每年 3.7个百

分点的速度上升。总体来看，新能

源汽车正逐渐代替燃油汽车，成为

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中的中流砥

柱。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

汽车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对中国汽车进出口规模影

响

2012-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从 1：6.3429 变为 1：6.1602，

汇率单边上涨态势显著。就中国汽

车进口而言，汇率上涨态势下购买

力会得到提升，人们能够以较低价

格购买进口汽车，对汽车进口贸易

发展更为有利。受汇率上涨影响，中

国汽车进口规模大幅度提升。据中

国海关数据显示，在 2012-2014年

汇率长期处于单边上涨背景下，中

国汽车进口额从 475亿美元上涨到

607亿美元，涨幅为 27.8%；中国汽

车进口数量从 113万辆上升到 143

万辆，涨幅达 26.5%。就中国汽车出

口而言，在汇率上涨态势下，国外汽

车购买方需要付出更多的外币购买

中国出口汽车，导致中国汽车出口

竞争力降低，直接表现为汽车出口

量的下降。中国海关数据表明，

2012-2014年，虽然中国汽车出口

额大体维持在 131亿美元，但是出

口数量从 102万辆下降到 95万辆，

下降 6.8%。

2015-2020年 5月，汇率长期

处于下跌态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从 6.1190变为 7.1518。受汇率下

跌影响，中国汽车进口规模大幅度

缩减，出口规模快速提升。就中国汽

车进口规模而言，在汇率下跌情形

下，用人民币折算的进口汽车价格

会随之提升。因此，人们需要付出更

多的人民币购买进口汽车，购买进

口汽车的意愿也会随之削减，致使

中国汽车进口规模受到抑制。据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受

图 1 2012－ 2020年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总额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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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汇改”影响，2015-2017年期

间，中国汽车进口规模呈上升趋势，

进口额从 447亿美元上升到 506亿

美元。2018-2019年期间，中国汽车

进口额从 507亿美元降低到 484亿

美元，下降 4.5%；进口数量从 114

万辆下降到 108万辆，下降 5.3%。

2020年截至 5月份，中国汽车进口

额 132.8亿美元，同比下降 32.7%；

进口数量 27.8 万辆，同比下降

36.8%。就中国汽车出口而言，当汇

率下跌时，购买方只需使用相对较

少的外币便可购买中国出口汽车，

中国汽车竞争力也会随之增强，促

进中国汽车出口规模提升。据中国

产业信息网数据统计，2017-2019

年，中国汽车出口额从 139亿美元

上升到 152亿美元，涨幅为 9.4%；

出口数量从 106万辆上升到 122万

辆，涨幅达 15.1%。2020年上半年，

汇率处于下跌态势，对中国汽车出

口有促进效应，但受疫情影响，这种

促进效应并不显著。截至 2020年 5

月，中国汽车出口额 55.2亿美元，

同比下降 1.4%；出口数量 37.7万

辆，同比下降 14.3%。

（二）对中国汽车进出口成本影

响

当前，中国汽车企业受技术限

制，汽车核心零部件大部分来自国

外进口。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

动会波及汽车核心零部件进口价

格，影响中国汽车进出口成本。2014

年，受汇率上涨影响，人民币购买力

提升，中国进出口汽车能够以更低

价格进口核心零部件。在此情形下，

中国汽车制造成本大幅下降，出口

竞争力得以增强。据中国海关统计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汽车出口额

达到 131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2020年 1-5月，汇率快速下跌，从

6.9794下跌为 7.1518，下跌幅度达

到 2.5%。因此，人民币购买力大幅

度下降，中国进出口汽车企业需要

支付更多人民币进口核心零部件。

伴随核心零部件进口价格的上升，

中国汽车制造成本增加，部分中国

汽车出口企业资金链受到影响，汽

车产量大幅度下降，销量也随之降

低。根据搜狐新闻网报道，2020年

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龙头企业安

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汇

率下跌影响，汽车核心零部件进口

成本大幅度提升。在此情况下，安徽

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出

口数量仅为 2.3 万辆，同比下降

41.6%。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上下

浮动通过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出口价

格进而波及汽车出口成本。另外，人

民币汇率波动对汽车进出口企业成

本的影响来自营收层面，具体表现

为毛利润变动。在汽车产销量不变、

产品成本刚性前提下，人民币汇率

波动会冲击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

进而挤压进出口贸易市场。为了保

障汽车进出口市场竞争力，中国汽

车企业会采用调价方式保住市场份

额，由此不得不承担成本及毛利润

变化风险。据金融界网站报道，2020

年 5月，因汇率下跌，山东省某一汽

车进口企业进口市场受到挤压。为

了保住市场份额，该企业将汽车进

口价格平均提高约 350美元，汽车

进口成本大幅提升，实际毛利润较

4月下降 1.8个百分点。

（三）对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汇

兑损益影响

汇兑损益，也可称之为“汇兑差

额”，是在外币业务会计处理过程

中，企业采用不同汇率产生会计记

账本位币金额差异的一种结果。该

结果为正表示汇兑收益，反之则表

示为汇兑损益。对中国汽车进出口

企业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汇兑

损益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

影响交易损益。在汇率下跌情境下，

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若以外币计价

开展具体交易，那么会在偿还或回

收债权债务过程中，形成汇兑收益。

例如，2020年 3月 2日，中国长城

汽车与俄罗斯某一客户签订 1 笔

48万美元的购销合同，采用赊销方

式进行交易，锁定当期汇率

6.9811。2020年 6月 4日，中国长

城汽车以美元支付货款，锁定当期

汇率 7.1012，中国长城汽车获取汇

兑收益 40.94万人民币。可见，人民

币汇率波动会对中国汽车进出口交

易损益产生直接影响，即汇率下跌

会增加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汇兑收

益。另一方面，影响兑换损益。当汇

率上涨情况下，中国汽车进出口企

业发生以外币兑换记账本位币的业

务会产生汇兑损失。根据凤凰新闻

网报道称，2020年 6月 2日，浙江

某汽车进口企业与泰国客户签订 1

笔购销合同。于 2020年 6月 8日，

该汽车进口企业收汇 48万美元，锁

定当期汇率 7.0966。经过一段时间

发展，2020年 11月 4日，该企业将

美元兑换为人民币来办理结汇业

务，锁定当期汇率为 6.6771，产生

汇兑损失人民币 20.14万元。因此，

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影响兑换损益，

即汇率上涨为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

带来汇兑损失。

三、应对之策

（一）利用“锁汇工具”稳定贸易

规模

中国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所负

责人白明表示，中国汽车进出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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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树立“风险中性”理念，积极

规避汇率风险。从该专家观点来看，

采用这一举措的核心在于“稳”。首

先，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应当树立

“风险中性”观念，将工作重心放在

企业主营的实体业务上，减少对汇

率趋势判断的投机行为。其次，中国

汽车进出口企业可在“风险中性”观

念基础上，利用风险逆转组合期权

产品进行锁汇。由于风险逆转组合

期权产品具有风险范围小、成本低

的特点，所以中国汽车企业在进行

进出口贸易时，可充分选择这类产

品，以削弱汇率波动对汽车产品进

出口贸易规模的不利影响。并且，中

国汽车进出口企业可利用货币掉期

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具言之，企业可

通过期初固定美元兑换人民币汇

率，期末根据期初约定汇率将人民

币反兑成美元并偿还本金，由此稳

定汽车进出口业务，深度规避进出

口贸易结汇过程中受到汇率波动风

险。

（二）采用多元化币种结算对冲

成本损失

中国经济领域专家指出，基于

人民币国际市场地位提升的大环

境，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在选择结

算币种时，可选择以人民币为主要

结算方式，以欧元、日元等汇率较为

稳定的币种作为辅助结算方式，可

尽快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成本损

失。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重倾向

使用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方式。伴

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加深，再

加上中国汽车产品开始在国际市场

供求增加，人民币在中国汽车进出

口企业选择结算币种时具备较高的

话语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汽车进

出口企业可选择以人民币为主要结

算方式，在降低汇率风险同时，也可

对冲美元持续贬值造成的成本损

失。另一方面，以多币种为辅助结算

方式。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可以适

当选择日元、欧元等较为稳定的币

种作为结算货币，防止全球供给能

力复苏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的

冲击，对冲未来人民币可能出现持

续下跌带来的成本损失。

（三）优化汇率浮动范围与结汇

时间节点降低企业汇兑损益

中银证券专业人士认为，中国

外贸企业应在浮动汇率基础上，积

极与贸易方签订汇率浮动条款，避

免因汇率波动过大为企业带来较大

汇兑损益。因此，为规避这一风险，

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要基于成本保

值理念，在企业自身财务可以承受

的范围内，固定已有的债务成本。其

一，制定合理的汇率浮动范围。中国

汽车进出口企业可主动与贸易方协

商签订汇率浮动范围条款，规定汇

率波动最大值和最小值，降低企业

在收汇和结汇期间因汇率波动过大

带来的汇兑损益。其二，制定合理的

结汇时间节点。通常而言，中国汽车

企业与他国贸易合作伙伴进行进出

口贸易通常按照美元计价，进出口

订单从报价到收款所经历的时间需

要 4-6个月。有鉴于此，中国汽车进

出口企业需要把握结汇时间节点，

提前对已有合同和外汇债权债务进

行梳理，在规定时间节点内依据汇

率情况选择适当节点办理结汇业

务，防止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而遭受

较大汇兑损益风险。

（四）设立风险准备金为企业提

供充足资金储备

一旦受到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

动影响，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很可

能产生“资不抵债”问题。因此，中国

汽车进出口企业应联合金融机构，

设立风险储备金，防止企业出现“资

不抵债”现象。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

方面，应当计提汇率风险准备金。企

业需及时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情

形，在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单边上

涨或下跌时，结合企业自身业务类

型与规模，适当计提汇率风险准备

金，缩小汇率波动对企业资金造成

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方面，可以设

置银团贷款。具体来说，如商业银行

可在汽车进出口企业申请贷款时，

划分该企业风险识别等级，核实外

贸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并且在分

析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时，金融机构

应发挥自身汇率波动趋势分析优

势，充分考虑该企业可能面临的汇

率风险。随后，金融机构及时核对中

国汽车进出口企业运营风险等级，

联合其他金融机构设置银团抵押贷

款，为中国汽车进出口企业提供风

险准备金，缓解企业因汇率波动导

致的资金链断裂问题。▲

参考文献：

[1]高伟刚，盛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

中国贸易价格的影响研究 [J].世

界经济研究，2016（9）：73-85.

[2]搜狐.中国汽车报：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破 7”，汽车进出口会受影

响吗？[EB/OL].https：//www.sohu.

com/a/331925579_120044219.

[2019-8-6]

[3]胡潇予 .外汇掉期业务在外贸企

业避险保值应用中的多面性[J].

对外经贸实务，2017（12）：60-63.

[4]陈琳，袁志刚，朱一帆 .人民币汇

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

外直接投资 [J]. 金融研究，2020

（3）：21-38.

[5]王鹰 .新时代外汇衍生品在中小

型外贸企业的实践运用[J].对外

经贸实务，2020（4）：6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