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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
电 5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和
在岸汇率先后突破“7”的整数
关口，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人
民币汇率缘何“破7”？如何看
待“破7”影响？未来走势怎
样？该如何应对？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外部风险变化
致人民币“破7”

5日上午9点16分，离岸
人 民 币 兑 美 元 一 举 达 到
7.0315，随后在9点40分左右
突破7.1。此后，在岸人民币
兑美元开盘后迅速“破7”。当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9225，下调229个基点。

“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
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但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
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
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针
对人民币“破7”的原因，中国
人民银行第一时间公开表态。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表示，上周受美联储降息等
消息面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
烈波动，美元指数冲高回落，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均突破“7”关口，是市场情
绪变化的反映。

“近期，央行密集就人民
币汇率问题公开表态，可以视
为对金融市场进行的预期管

理。‘7’的整数位并非‘红线’，
打破整数价位的禁忌，更应视
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升的必
然结果。”招商证券首席宏观
分析师谢亚轩表示。

人民币“破7”
实际影响有限

长期以来，人民币是否要
“保7”一直是业内关注的话
题。事实上，2015年“8·11”
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破7”
的压力曾几番来袭。专家表
示，“破7”的象征意义大于实
际意义，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
响。

“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
‘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
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
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
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
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
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
的。”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
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
对美元既有过8块多的时候，
也有过7块多和6块多的时
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7
块钱以上。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
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度。“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
率波动是常态，有了波动，价
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
自动调节的作用。”该负责人

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牵动

着外贸企业的神经。东方国
际集团、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
公司等多家进出口企业向记
者表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于
出口有一定利好，但是对于进
口不利，对企业而言，稳定的
汇率才是最重要的。

“‘破7’对资本市场的影
响将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改变
外资流入我国债市、股市的整
体趋势。”平安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张明说。

人民币不具备
持续大幅贬值基础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
怎么走？

说到底，人民币汇率走
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在很
多市场人士看来，中国经济正
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定海神
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认为，由于中国经济整体
运行平稳，经济增长的潜力将
逐步发挥出来，这对于支撑汇
率的基本稳定会发挥积极作
用。

进入 2019 年二季度以
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性的
普遍问题，而非中国特例。如
果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在全球
主要国家中仍有明显优势，横
向优势保证了人民币没有大
跌的基础。”嘉盛集团外汇分
析师黄俊说。

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应对
汇率波动过程中，人民银行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这也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
未来充满信心。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仍是监
管层的核心政策目标，且当前
央行政策工具箱丰富，综合考
虑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
存在持续大幅贬值基础。”东
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认为。

“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
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
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
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
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
投机炒作，维护外汇市场平稳
运行，稳定市场预期。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央行
将主要依据国内宏观经济走
势，综合考虑内、外部平衡，展
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操作。”
王青认为。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
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
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
低，稳定性相应更强，中国有
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人民币汇率波动会给普
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
选取 2019年 3月 21日与 8
月 5日两个时间节点，给读
者算一笔账。选取 3月 21
日，是因为这是2019年以来
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的最低
点。以兑换1万美元为例，
普通市民如果在3月21日兑
换，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
价6.6850，而如果是在8月5
日，两者中间价为6.9225，这
也就意味着，仅4个多月，普
通市民兑换1万美元将多用
近2400元人民币。

据了解，人民币汇率贬
值会直接利好出口，增加产
品的海外竞争力，同时利空
进口，增加产品进口的成
本。记者通过金融数据和分
析工具服务商wind梳理发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下，
纺织、国际工程、家电、电子
元器件等海外业务占比较多
的行业，将会直接受益。

进口型企业或将是另一
番光景。郑州旭日进出口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辉告诉记
者，贸易方式以美元计价的
商品将会受到影响，尤其是
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一方面
会增加付汇的成本，另一方
面进口环节的税也会上升。

“不过，随着进口成本增加，
进口产品的竞争力会下降，
这将给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
企业带来突围的机会。”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此
次汇率变动尚未产生明显影

响。黛玛诗相关负责人说，
其很多面料依靠进口，但此
次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
发展和布局影响并不大。

随着汇率市场不确定性
加剧，进出口企业有何应对
之策？跨境人民币业务或许
能提供一条解决之道。

在汇率双向大幅波动的
今天，若涉外企业没有采用
汇率避险手段，就要承担相
应的风险。而使用人民币进
行跨境结算，可有效规避汇
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还能
使企业多一种融资渠道，有
可能拿到相对便宜的资金。

在河南已有多家企业尝
到了这一业务的“甜头”。从
2011年 9月至 2019 年 5月
末，河南已有郑州鸿富锦、双
汇食品、栾川钼业、阳光油
脂、天瑞水泥、宇通客车、瑞
茂通等3718户企业实际办
理过跨境人民币业务。130
户企业从中国香港、新加坡
等离岸人民币市场获得低成
本的跨境融资750.9亿元，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融资
贵、融资难的问题。截至目
前，人民币已成为河南省对
外经济交往中仅次于美元的
第二大结算货币。

不过，河南省跨境人民
币业务尚存较大发展空间。
部分企业存在“美元结算”思
维惯性；在部分竞争力较弱
的领域，也缺乏结算币种选
择话语权。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
人答：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
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改
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破7”后这一政
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
去2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和
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
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主
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
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购
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
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
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

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风
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
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时
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
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
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
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
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
要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
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
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
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
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
而不应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
身盈利为目的。据新华社

人民币“破7”：正常波动影响有限
业内分析称，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不存在持续大幅贬值基础

人民币汇率“破7”
对企业和居民有何影响？
看官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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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贬值 利好出口增压进口

多家豫企
尝鲜跨境人民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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