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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企业货币风险管理策略的实证分析
邹俊毅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章通过细分 2008 年 1 月至 201 0 年 9 月时间区间内的人民币汇率数据，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同
情况下实证研究我国企业的货币风险管理策略。结论表明对于货币风险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态度将给企业带来最大
的货币风险，而在汇率波动的不同情况下，合理使用货币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能够明显降低企业现金流的波动，从而
实现企业期末净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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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标志着我国汇率进入一个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的更富弹性的管理浮动时期。2010 年 6 月 19 日，中国人民
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的 4 个多
月里，美元持续走软，人民币价格屡创新高。
随着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大的外
汇风险，汇率形成机制实行新的安排后，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不
可避免的比过去扩大，变动频率加快。而企业的货币风险管理
是金融风险管理活动的一个方面，金融风险产生于价格和各种
比率的波动，价格波动造成了公司现金流的波动，从而导致公
司的利润发生波动。
企业的货币风险管理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企业面临的是
哪种形式的外汇风险，什么方法可用来衡量外汇风险？其次是
基于企业预测风险的能力，企业应使用何种对冲汇率风险的管
理策略？最后是基于外汇风险自身的性质不同时，企业应采用
何种工具和技术：远期合约、期货、期权或是其它对冲工具？以
往的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前两个问题的分析，对于第三个问题
的研究仍然关注不足，本文将从人民币实际变动的角度实证分
析、探讨我国企业合理的货币风险管理策略。

一、文献回顾
Ankrom（1974）提出经济主体因汇率变动必须面临的风险
有三种：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可通过市场
保值而转移，换算风险可通过设计和选用较合理的换算制度而
降低，经济风险的防范却非常复杂（Belk 和 Glaum，1990），因为
其不仅包括了已知的现金流风险，还包括将来未知的现金流风
险。但是经济风险因具有某些特性，其存在既可能给跨国经营
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陈舜，1995）。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中肯定了货币风险管理对
于企业的重要性。Dumas（1978）与 Adler 和 Dumas（1980）第一
次通过企业的股票收益来测量汇率风险的程度，研究结果表
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将正向影响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
Miller 和 Reuer（1998）研究不同策略和产业结构下企业在汇率
波动中面临的经济风险，实证结果显示 13%~17%的美国制造

企业面临汇率波动的经济风险。杨宗星（2009）认为即使是一家
完全的国内公司，也会间接面临着外汇风险，因为外汇的波动
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乃至真个宏观经济，从而对境内企业
收益、成本和资产价值等产生影响。
对于企业的货币风险管理的第一个问题，企业面临的是哪
种形式的外汇风险，使用何种方法衡量这样的风险，国外不少
学者从企业现金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来分析企业的汇率风
险，钟潇（2009）以制造业的众多行业为分析样本，在修正AdlerDumas 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归纳出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的共性
和不同行业的特性，结论表明，在微观方面我国企业对外经营
的程度越深，避险能力越弱，外汇风险就暴露越大。
其次是基于企业预测风险的能力，企业应使用何种对冲汇
率风险的管理策略？Marshall（2000）通过对英国、美国和亚太地
区大型跨国公司的实证发现，大型跨国公司主要采用内部结算
对冲的方法减小会计风险，最通常使用的会计和交易风险管理
的外部方法是远期合约。风险管理的关键问题是经济风险暴露
环境下的不同管理策略的选择。国内众多学者都从理论研究的
角度也对汇率风险进行了研究。具体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法总结
如下：一是使用外部外汇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二是通过其
他内部方法规避汇率风险。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出口企业如何在汇率不断波动的
环境下制定有效的规避策略，既能减少汇率风险，又能带来合
理收益，这对出口企业来说十分重要。

二、实证设计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9 月，每隔 3 个月为一期，
期内随机产生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月到期的应收美元货款，即
每年的季度月（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为相应期间的结算月
份。应收美元货款根据正态分布随机产生，数量为一万美元的
整数倍。本文通过实证对比不使用衍生工具、使用货币期货合
约和货币期权合约三种策略，找出不仅能对冲汇率风险，而且
能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外汇风险管理策略。
（一）未使用衍生工具
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风险管理成本较高，或者出于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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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企业才会接受风险。针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状况，相对来
说应收美元持续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即期外汇市场兑
换外币而不使用衍生工具管理外汇风险，这样的企业将承担最
大的利润损失。
（二）货币期货合约
期货是外汇市场上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
期货在成熟的交易所中交易，并且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企业可
利用远期外汇交易进行出口收入或偿还债务的套期保值，避免
外汇损失。货币期货合约是对冲货币风险的非常灵活且用途广
泛的工具。
F=S×[（1+Int）（
/ 1+Inf）]/[（1+Int）
/ 1+Inf）
（1）
f （
f ]
式中 F 为远期汇率，S 为现货汇率，Int 为人民币名义利率，
Intf 为外币名义利率，Inf 为中国的通胀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经
济数据库，Inff 为外币使用国的通胀率，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部
统计数据。
（三）货币期权合约
货币期权是主动规避外汇风险的一种方式，并且是在国际
外汇市场上应用最广泛、最灵活的避险工具。使用货币期权不
仅可以规避外汇风险，还存在让投资者盈利的机会。
由于货币期权是可以买卖的，其价格可以通过 Black- 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实际的期权费，公式如下：
C=-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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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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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区间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持续走低（见图 1），时间区间内
汇率标准差较大，即在此三个时间区间内汇率波动幅度较大。
在这三个时间区间内，使用货币期权合约管理美元汇率波动风
险能实现较好的期末净利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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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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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为看涨期权价格（call price），P 为看跌期权价格
（put price），X 为履约价格（strike price），r 为按连续复利计算的
人民币无风险利率，rf 为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外币无风险利率，数
据来源于 CEIC，T 为到期日，t 为当前定价日，T-t 是定价日距
到期日的时间（单位为年），N（·）是标准正态变量的累积分布函
数，其中 d1 和 d2 通过公式（3）计算。
d1=[ln（S/X）+（r-rf+0.5×σ2）×（T-t）]/[σ× 姨T-t ]

（3）

d2=d1-σ× 姨T-t
其中 σ 为标的货币价格的波动率，通过标的资产价格的历
史数据中计算出价格收益率的标准差。由于一年外汇交易的实
际交易日约为 250 天，平均每月的交易日约为 20 天，设定度量
波动率的时期等于期权的到期期限，对于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
月到期的货币期权，波动率计算的历史交易时期分别为购买期
权合约之前的 20、40 和 60 个交易日。

三、结果分析
本文在模型中分别计算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9 月内 11
段时间区间的货币风险策略，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的期末
净利润数据，可以为企业在不同的汇率波动情况下使用何种货
币风险管理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表1

实证结果数据

注：*** 表示期末净利润最高的货币风险管理策略

实证结果显示 2008 年 1- 3 月，4- 6 月和 2010 年 7- 9 月三

图1

2008 年 1- 3 月，4- 6 月和 2010 年 7- 9 月区间内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

从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的八个时间区间里，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存在周期性波动（见图 2），时间区间内汇率标准差
数值小于 0.02，即在这八个时间区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波动相对较为平缓，企业不使用衍生工具对冲货币风险将
带来利润的损失，而使用货币期货合约能达到最优的期末净
利润。

四、结论与建议
在 2008 年至 2010 年 9 月的时间区间内，汇率呈现出不规
律波动并且持续下降（间接标价法，CNY/USD）的趋势。但是经
过细分时间段，并且通过对三种货币风险管理方法的实证，本
文发现了在不同汇率波动情况下的最优货币风险管理策略。
对于货币风险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态度将给企业带来最
大的货币风险。使用衍生工具管理货币风险，明显降低或中和
了企业现金流的波动，从而稳定了收益的波动性。
在货币流入和汇率有下降趋势，并且期间汇率波动标准差
数值大于 0.02 时，使用货币期权合约对冲能带来最高的平均回
报。在时间区间内，无论汇率波动呈现向上或是向下趋势时，当
汇率波动标准差数值小于 0.02 时，使用货币期货合约对冲能带
来最高的平均回报。
我国企业除了通过其他内部方法规避汇率风险，企业仍需
主动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并且随着金融衍生方式
的逐步多样化，
企业也将使用更为丰富的货币风（下转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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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一定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我们完全可以抓住这些特点，适
时实地推出有意义有创造性的购物“元素”。例如，我们可以适
当应用时尚要素表达，形成具有地域代表性特色的旅游商品，
如将中阳剪纸结合世博等时代主题开发系列剪纸作品，将黎侯
虎开发成饰品等。
（五）围绕旅游要素“行”进行旅游开发
行是流动的旅游要素，是运动的元素，要在运动中展现我
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有意义和创新的工作。今后，我们
需要在旅游交通工具中进一步加大宣传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把好的山西形象和内涵带到千家万户，带到世界各地和五湖四
海。如在航空飞行中提供郭杜林晋式月饼、冠云平遥牛肉等方
便食品；在旅游行程中播放山西传统曲艺、传统戏剧等宣传片；
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中转站展示山西传统美术、出售非
物质文化遗产介绍书籍等。

五、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保障措施
（一）政策与资金的保障
制定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规划，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便于定期调查、评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等级与类型，全面收集保护项目的相关资
料，并登记、整理、建档；多方筹措保护资金，建立稳定的专项保
护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对于适合进行旅游开发的项目，通过政
策引导与资金帮助，鼓励旅游企业与民众参与旅游开发，并将
旅游开发收入按一定比例投入到遗产保护当中。

（上接第 31 页）险管理组合策略来应对外汇风险。

（二）专业人才的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才，山西省要不断壮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兼职队伍。一方面通过各种优厚待遇稳
定发展、壮大代表性传承人的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学校教
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的的联合，扩大兼职队伍。如在小学、中
学增设相关课程，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增强国民对遗产
的了解与热爱；与职业院校联合，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轻
传承人的培养。
（三）宣传保障
媒体的宣传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众基础，有了宣
传，也就有了知名度和认同度。今后在具体的工作中要求政府、
社团、公共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特别加大全社会范围内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宣传与展示，
营造社会参与氛围。如开展民
间小戏表演、传统工艺品展销会、小品等多种形式让群众从感
性认识上接受它、欣赏它，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爱好，一种长久
的参与意识与热情，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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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低波动时间区间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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