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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黄山市茶叶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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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黄山市茶叶出gl,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影响荼叶出口

量的主要因素，对企业利润影响也较为明显，当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时企业尚可承受，而当人民币汇率大幅

升值时企业出口量和利润会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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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进行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保持升值态

势，截至2008年5月底．人民币兑美元较汇改首日

升值超过16％。本文通过对黄山市茶叶出口企业进

行调查，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茶叶企业生产经营

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黄山市以出产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

等名茶而闻名，2007年全市茶叶产量2．2万吨，产

值7．5亿元，茶叶出口值978．3万美元．占安徽省茶

叶出口量的40％。茶叶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深入，人民币不断升值，

对企业出口和利润增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调查

发现：(1)茶叶出口增长较慢。2005—2007年全市茶

叶出口年均增长13．2％。而同期茶叶总产值保持

20％以上增长，出口增长明显低于总产值增长；(2)

大多数企业出口有所减少。2007年4家茶叶出口企

业中有3家出口量较2005年有所下降，全市出口

总值增长主要依靠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3)企业

利润普遍下降。薇薇茶叶2007年利润较2005年下

降40％．茶叶集团也下降近30％。

表1 茶叶样本企业及全市出口情况(万美元，％)

＼手铲 2005卑 2006生 2007车 2008年1季度
＼

名称＼ 出口值 增幅 出口值 增幡 出口值 增幅 出口值 同比增幡

tt綦叶 403．2 7．4 435．3 8．O 385．9 -11．3 73．13 —35．4

萘叶集团 183．8 S1．9 197．9 7．7 169．0 -14．6 41．3 8．5

全 市 773．6 14．8 792．4 2．4 978．3 23．5 243．t 12．3

二、黄山市茶叶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黄山市茶叶企业出口和利润增长的因素

众多，其中包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为更准确

反映各因素影响大小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

力，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对黄山市茶叶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查，由负责人打分最终确

定各因素影响的大小。

判断矩阵元素的值反映人们对各因素重要性

的认识，本文采用1-9级及其倒数的标度方法，(表

3中数值)含义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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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q的含义

毋取值 吩的含义

1 Bt和马同等重要
3 鼠比羼稍微重要
5 届比马重要
7 Bt明显比马重要
9 Bi绝对比马重要

注：Bi表示列指标，B{表示行指标；2、4、6、8为

相邻判断的中间值；ajj：1，粕，aii=l。

调查发现，影响黄山市茶叶出口量增长的因素

主要有：人民币汇率变化(局)、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B2)、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岛)、国内同业竞争(反)、出

口产品成本变化(B5)。【q通过计算，得到各指标影响

力大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随机一

致性比率CR小于0．1，通过随机一致性检验。影响

企业利润增长的因素也做了类似分析。结果见表4。

表3影响黄山市茶叶出口量增长因素的判断矩阵

A Bl B2 Bj BI B5 W

Bs 1 4 3 3 2 0．398

历

岛

见

岛

J】L—15．0922

(：：，=0．023l

R，_1．12

积--0．026

表4影响黄山市茶叶企业出口和

利润增长因素的权重

影响企业出口量增长的因素 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因素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人民币汇率变化 0．398 人民币汇率变化 0．212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O．079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0．062

国际市场需求变化 0．122 原材料价格变化 0．281

国内同业竞争 O．160 劳动力成本变化 0．197

出口产品成本变化 O．242 利率变化 0．248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黄山市茶

叶企业出口量和利润增长均有明显影响。且在影响

出口量增长的因素中。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力最

大，汇率升值使得国外购买中国产品的价格上涨，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也相应减少；出口产品

成本上升也是影响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茶叶

出口退税税率基本没有变化，影响很小。

在影响茶叶企业利润增长的因素中人民币汇

率变化影响力居中，而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最大。

2005—2008年，茶叶原料价格每年上涨均超过10％，

而同期出口价格增长较少，利润相应降低；由于茶

叶企业贷款普遍较多，利率上调带来的财务成本的

增加也是影响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劳动力

价格快速增长，茶叶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因此

劳动力成本增加对企业利润也产生明显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黄山市茶叶出口影响

及企业承受力分析

(一)汇率变化对企业出口量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黄山市茶叶企业出口量产生显

著影响，为对其影响程度做定量分析，通过对企业

相关负责人做调查，将汇率变化和出口量变化反应

在坐标系中，横轴表示汇率变化幅度。纵轴表示出

口量变化幅度，通过选取不同的函数进行拟合，发

现三次函数拟合较好，拟合函数如下：闭 ’

ckl=13．972—6．038"h1+0．956"hF-0．092％13(1)

其中R Square=O．998，拟合效果很好。由曲线和

拟合函数可以发现：①人民币汇率变化(h1)对黄山

市茶叶企业出口量变化(ckl)产生明显影响．人民币

升值会导致企业出口下降；②曲线在出口量变化幅

度为0附近出现拐点，斜率较小，汇率升值(贬值)

幅度越大，斜率越大，也就是当汇率小幅变动时，对

企业出口量影响较小，当汇率大幅变动时，对企业

出口量影响会迅

速增加；③通过

对拟合函数计算

发现．如果人民

币不升值，出口

将增加14％．升

值3．7％将维持原

有出口量。升值

12．9％企业出口

硼a∞2∞4∞B00 8∞姗12∞
M

量将降为0。 图1汇率变化对黄山市茶叶出口-的影响

(--)汇率变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黄山市茶叶企业利润也产生显

著影响，被调查的企业的出口及货款交付方式都很

相似：出口企业向外发布询价单，如果某商家觉得

价格合理，可以向出口企业下订单，并交纳一部分

定金(假设定金比例为A)，剩余贷款等企业发货后

至对方收到货这段时间支付．期间大约需要2-4个

月。假设下订单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岛，收到剩

余货款时汇率为日，单位产品价格为P，单位产品成

本为C。那么企业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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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oP+(1-A)EIP-c】／c*100％ (2)

对于汇率Eo定货时是可知的，这部分不存在风

险，而对于E。是不可知的。一般而言茶叶企业定价

时会考虑这部分汇率的升值风险，适当提高一些价

格，但由于市场上类似企业很多，企业议价能力不

强．一般很难转嫁汇率风险。如果当时协商好汇率

升值至E。，而实际升值(“l％)木El，则其中的l％将

由企业自身承担。嘲

本文选择黄山市茶叶企业的主要产品建立模

型，分析其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结果见表5。

表5人民币汇率变化对黄山市茶叶企业利润影响

；r-率升值 企 业 ir-率升值 企业

幅度(％) 利润率(％) 幅度(％) 利润率(％)
O 4．167 1 3．438

2 2．708 3 1．979

4 1．250 5 0．521

6 -0．208 7 -0．938

分析发现：茶叶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小，纯利润

只有4．167％。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承受力有

限，如果在较短时期内汇率升值6％以上。企业将会

出现亏本。

四、相关建议

(一)缩短订单操作时间，提高预付款比例

从调查情况看．我市茶叶出口企业订单操作时

间一般在2—4个月，企业下订单到发货一般要2个

月左右，部分老客户在接到发货单后能及时支付剩

余款项，还有一些客户要等收到货才肯付款。企业应

尽量压缩订货到收取货款的时间．减少汇率升值损

失，对于长期订单，则可采取“拆单”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分期签单、分开时间段来签订产品价格。一

同时，企业可要求客户预付货款。并提高预付

比例。据调查。薇薇茶叶在接受客户订单时一般需

要预付20％的款项。如果企业能够增加这部分比

重，一方面可以加快资金流动。另一方面也可减少

汇率的风险。

(--)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档次

2007年以来，部分茶叶出口企业在谈判定价

时，会考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针对新客户提高

产品价格，总体而言可操作性较强，但对老客户特

别是大客户，加价难度偏大。主要问题在于茶叶企

业的产品技术含量偏低，产品可替代性强，竞争对

手多，企业议价能力弱，一旦提价订单会明显减少，

因此企业很难率先提价。针对以上情况。企业一方

面要提高产品质量。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另一方

面可以对产品进行包装，使自己的产品差异化，相

应增强企业议价能力。嘲

(三)开拓国内市场，提高产品内销比例

茶叶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要兼顾国内市场．

增加内销比例，分散市场风险。据调查，薇薇茶叶内

销比例由2005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接近50％，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汇率升值风险。

(四)尝试非美元结算方式，利用金融工具规避

汇率风险

非美元结算方式尤其是欧元结算能有效降低

美元贬值导致的汇率风险。从调查情况看。2007年

以来我市部分茶叶出口企业开始尝试用欧元结算，

从而较好地降低了汇率升值风险。同时。企业还可

以通过即期结汇、减少外汇留存、出口押汇、进口押

汇、远期汇率锁定等方式提前收汇，减少汇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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