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创富·行业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蔡宇丹 美编：晓莉 组版：马秀霞 <<<<

奔奔跑跑吧吧，，人人民民币币
谁谁都都想想当当““蟹蟹券券””
货币战争下，中国吹响APEC冲锋号

参加APEC会议的奥巴马、安倍、普京齐聚北京，虽然都穿上了同款新中装，但却因为汇率市场的急剧变化心
潮起伏：美元汇率呈现出更强劲的回升态势，日元汇率在本国央行驱动下主动贬值，卢布受油价下挫大幅贬值。
与此同时，人民币正在不断拓展国际化道路。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周冉冉

油价传导汇率，美元杀

跌卢布

汇率市场从来不缺少戏剧性情
节。当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收
官时，日本央行却意外地掷出了扩
大量化宽松力度的重磅核弹。

美元升值、日元贬值，两种货币
一进一退背后，美日又有什么心思
呢？

简单来说，美国推出量化宽松
已有时日，不断升值的美元汇率让
全球投资者重拾对美元的信心，吸
引资金流入，促使投资者买入美元
资产，发行美债减轻经济赤字压力。

日元贬值对日本的最直接好处
就是刺激出口，国际上大宗商品交易
都用美元结算，贬值就代表本国货物
在国际上的美元售价实际上比原来
要便宜，有利于扩大市场占有率。

美元日元的汇率变化通过国际
市场输送到其他国家。美元升值后，
由于石油贸易多以美元结算，所以
原油价格应声走低。

就在中东产油国小伙伴还在商
量是否减产时，俄罗斯率先扛不住了。

自年中以来，俄罗斯乌拉尔牌原
油价格已经下跌20%。同期卢布汇率
下跌幅度也在20%左右。俄政府允许
卢布贬值，主要是为了弥补油价下跌
给俄财政造成的损失，但这可能会导
致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石油等能
源出口，每年财政预算几乎一半来
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俄财政部
预测，石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俄罗
斯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15亿美元。

国际油价的下跌也让国内油价
发生“八连跌”，但中国经济受到美元
升值的更大影响还是在外贸领域。

按照常理，美国等西方经济体
状态好转有利于我国出口，但这种
有利的外部环境最终被我们利用
到，就要求美元汇率升值不会对我
国国内造成紧缩。要实现这一点，至
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个更灵活
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目前显然
不具备，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
程度还远远不够。

用好外汇储备，从丝路

基金开始

谈及货币国际化话题，不妨先
讲个故事。

以前过中秋节，有供货商会印
制“蟹券”方便人们采购。100元面值
的“蟹券”，供货商65元卖给经销商，
经销商80元卖给了消费者甲，甲买
下后并没有去兑换大闸蟹，而是送
给了乙。乙以40元价格将“蟹券”卖
给礼品回收店，最终回收店加价10
元，以50元将“蟹券”卖给供货商。

这一圈下来，大闸蟹还没有从
湖水里捞出来，供货商便赚了15元，
经销商赚了15元，甲花了80元送了
名义价值100元的人情，乙赚40元，
礼品回收店赚10元。

“蟹券”之所以空转一周就制造
出80元收益，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拿
着“蟹券”一定能兑换出来大闸蟹
来。如今处于主流货币地位的美元
就有点“蟹券”的味道——— 中国的制
造商出口产品换回了美元，中国政
府把这些美元当做外汇储备去买美
国的国债，而这美国国债恰好也是
要用美元来还的。当然，下面这个道
理大家都明白：如果美元贬值了，那
中国岂不是亏大了？

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的国
家，中国为什么不去买石油、黄金，

而要买美国国债呢？首先这些储备
物资价格波动相当大，也容不下数
万亿巨款。最重要的是，这些物资不
符合外汇储备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安
全性。当国家需要外汇兑付时，你抛
出黄金，石油和铁矿石，谁来接盘，
会不会被压价？一旦中国主权基金
大量买进黄金时，黄金价格将被人
为抬高；等中国急用美元大抛黄金
的时候，黄金将被狠狠地压价，这也
会让中国手里的大量外汇化为乌
有。

而美国国债的好处在于，容量大，
需求强劲，交易活跃，流动性强，收益
也比较高，而且比银行定期存款更保
险和安全。当然缺点也很明显——— 受
制于美元汇率政策的变化。

最近，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高
调宣布将大量动用外汇储备加强

“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建设，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500亿美元成
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500
亿美元成立金砖银行等，这是大手
笔对外汇储备的投资运用，可以说
是开创性的举措。

相比购买美国国债，将外汇储
备投向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好处多
多：首先，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
的小伙伴普遍存在较大基础设施建
设需求，但资金不足，中国4万亿美
元外汇储备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其
次美元即将进入加息周期，新兴经
济体心怀忐忑，急需资金和经济发
展的“新抓手”；第三，中国主导“一
带一路”，将使中国国际地位更突
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陆
路交通中心地位更稳固。此外，通过

“一带一路”还可以解决中国的能源
安全问题，抑制分裂势力，将西部边
疆变成开放前沿。

“金融外交”加速人民

币国际化

这次来参加APEC会议的外国
领导人，不仅来自各成员国，孟加拉
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缅甸、巴
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国家首脑也
都来到了北京。吸引他们的，无疑就
是这个被外界称作的“中国版马歇
尔计划”。

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
为欧洲复兴提供贷款，从而逐渐稳
固了自己经济霸主的地位。无论是
丝路基金还是亚投行、金砖银行，都
带有中国烙印，通过这些机构将巨
大的外汇储备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输出的同时，
也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显现中国
的金融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

说来说去，中国将近4万亿美元
的外汇储备好像成了累赘，储备不
够无法稳定汇率，过剩的话又要想
法花出去。然而已经占据国际货币
主导地位的美国却几乎没有外汇储
备，这是因为美元已经像“蟹券”那
样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就是要实现
这样的目的。从2008年底美国金融
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开展“金融外
交”尤其是“货币互换外交”。截至目
前，中国已和21个央行或货币当局
签署或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
达2 . 4万亿人民币。

在货币互换的基础上，自2008
年以来，已经有俄罗斯、马来西亚、
韩国、菲律宾、泰国、尼日利亚、智利
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发达
国家陆续宣称，把人民币纳入官方
储备货币。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
电讯协会（SWIFT）数据，今年9月人
民币占全球货币转移的份额已经升
至历史新高1 . 72%，成为全球第七
大常用货币。

中美利害关系

忧中俄接近，不敢扰乱中国

油价大跌给中国带来通缩压力

美国打击
油价制裁
俄罗斯

中国从油
价大跌中
受益

●奥巴马打压油价制裁俄罗斯的
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在拉
近。为避免中俄关系进一步加深，奥巴
马政府会竭力避免与中国的摩擦，但油
价持续走低给中国带来了通缩压力。

美元走强

美国希望人民币同步升值

人民币一直跟随美元走强
这促进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此点中美利益一致，美希望
人民币走强以缓解其对华贸易形
势。而中国正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
人民币国际化，因此人民币升值同
样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的算盘

A 启动沪港通、推出黄金国际版

B 以人民币计价

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

1 争夺黄金、大宗商品定价权

2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的“后招儿”

●人民币“震荡加剧”
●美联储提升短期利率
●大量资本流出中国
●破坏史无前例的、近5万亿美元规
模的全球融资套利交易，其中中国
份额接近2万亿美元。

据凤凰财经

▲破趋势线，进入数十年来最大美
元牛市
▲人民币无以应对，升也不是贬也不是

美元以难
以预估的程
度大幅升值

“你稍等半分钟，我接个电话。”采
访期间，销售总监刘玉涛业务非常繁
忙，短短十几分钟已有两个电话打到他
这里，一个来自徐州，另一个来自福建。

看到现在这种忙碌景象，很难想象
这家企业上半年竟然一度停工。

“2008年以后，化工行业长期低迷，
我们企业前两年也比较困难。”刘玉涛
坦言，公司所从事的食品添加剂行业主
要生产防腐防霉类产品，近些年由于过
度重复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厂商竞相压
价，行业利润率迅速走低。

产品质量没问题，那么出路到底在
哪？几经研判之后，公司决心向电子商
务转型。从今年春节开始，凡是在网络
推广方面有点名气的，同泰维润都做了
一遍。“尽管企业资金非常紧张，但在这
方面老板非常舍得花钱。”同泰维润电
商推广负责人顾星浩说。

同泰维润的网销是“两条腿走路，
外加一个拐杖”，即B2B类的平台公司，
包括中国化工网、阿里巴巴、慧聪等和
专业的搜索引擎，再加上公司自建的网
站、专业交易平台这一“拐杖”。一系列
网络推广做下来，公司花掉了30多万，
但回报显而易见，一度停产的车间再度
轰鸣起来。

本周，来自著名食品巨头娃哈哈的
一支由采购经理、技术人员以及质检人
员组成的小团队从杭州专程赶到枣庄，
来同泰维润验厂。

“这都是网上带来的客户，一开始
我们也没想到。”刘玉涛表示。目前同泰
维润的海外的订单八成都通过互联网。
今年9月，刘玉涛接到来自广东的一个
电话，对方称是荷兰一家著名面包公司
在中国大区的采购经理，在网上搜到了
同泰维润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丙酸钙。他
们已经在同泰维润的网站详细查看了
公司的生产资质。

当时正好在上海有个展会，双方约
定在上海见面。经过洽谈，对方将所有
材料汇报给了荷兰总部。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几周，荷兰总部的人竟然专程
飞到中国，来到枣庄实地考察。

果然，在详细考察生产流程、样品
质量后，荷兰这家企业一口气要了70多
吨货。在刘玉涛看来，靠传统的跑业务
方式是搭不上荷兰这家大客户的，关键
是客户在哪里你不知道，而主动推销对
方可能并不接招。

“电商是大势所趋，再靠传统的线下
模式很难有出路的，许多企业慢慢意识到
这一点，但真正下决心做并不容易。”刘玉
涛说，一开始公司在阿里巴巴国际版上自
己装修店面，全公司集思广益，觉得效果
不错，结果有一次在成都召开的网商培训
会上，这个页面被专门人员拿来分解一
看，差远了，老板马上决定花钱找专人装
修，一点也不含糊。

如今，同泰维润的自营网站刚刚完成
改版，来自枣庄当地的设计公司被换掉，
厂里从济南、青岛等地找了专业设计公司
来做页面，涵盖了英文、俄语、法语、西班
牙语、阿拉伯语等多个区域小语种，从架
构到推广全部国际化。

目前，同泰维润在俄罗斯、韩国都
选择了最强势的搜索引擎合作，在美国
直接放置了自家的服务器，以最快的响
应速度来保证用户的体验。

刘玉涛表示，做B2B类的电商尤其要
注重诚信，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喜欢在网
络推广时夸大其词。“其实，那个荷兰客户
原来也找过别的厂家，但到厂里一看跟宣
传的差别太大，而我们完全按照实际宣传，
他们来验厂后表示非常满意。”

枣庄山区小企业

客户为何全是大牌

伊利、海天、
太太乐、娃哈哈，
还有来自欧美的
一些大食品商，
它们都是这家叫
同泰维润的食品
添加剂企业的大
客户。

其实，乍听
到这些食品行业

的大牌时，很难把它们和眼前这
家位于枣庄市山亭区的小企业联
系在一起。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产品是苯甲酸钠等非常普通的工
业产品。但由于搭上了电商这辆
快车，野百合也迎来了春天。

本报记者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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