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升值 外贸企业大倒苦水
订单少，有企业春节假期只好延长到正月十五

索尼电视业务已连亏十年

陕西煤业

股价濒临破发
本报讯 据《上海证券报》报

道，作为本次IPO开闸以来募资额
最大的公司，陕西煤业于1月28日
登陆上交所，上市首日股价最高摸
至5 . 76元，之后持续下跌，2月7日
最低曾跌至4 . 02元，较发行价4元
仅一步之遥，最终收于4 . 1元。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
世纪华通2月9日晚间公告，公司股
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4年1月29
日、2014年1月30日、2014年2月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有关规定，属于股价异常
波动的情况。

经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
2月10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就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必要的
核查，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
披露相关结果公告后复牌。

山东电子商务交易额
2017年将突破3万亿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
获悉，山东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打造
一批全国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到
201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3万亿
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6000亿元。

据了解，山东省电子商务应用
企业不断增加，截至2013年底，利
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的
中小企业达到120多万家。据测算，
2013年，山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到1万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
B2B电子商务交易额8200亿元，同
比增长28%；网络零售额1800亿元，
同比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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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证券报》报
道，A股上市公司马年首份年报出
炉。年报称，公司计划2014年力争
实现主营销售收入增长20%，利润
总额增长20%。恒顺醋业2013年营
业 收 入 1 1 . 1 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3 . 11%，未完成年初制定的营业收
入增长20%的计划。

恒顺醋业

去年未完成增收计划

世纪华通

今天开市将停牌

本报讯 据《新京报》报道，日
前，上市公司新日恒力发布公告称，
因金融借款被诉，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海松江钢材城董事长肖家守名下
4 . 6亿元资产被查封；此外，肖家守
旗下投资公司上海新日所持有的新
日恒力8000万股也被冻结。

新日恒力

8000万股被冻结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
停牌近两月的长百集团2月9日晚
间公告，经过初步论证，公司拟通
过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
置入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表示，因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涉及的有关工作量大，为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4年2月10日起继续停
牌30日。

长百集团

再次延期复牌

数据

本报讯 据财经网报道，索尼公
司近日宣布，将采取措施解决名下问
题最严重的两个电器业务部门，包括
在电视机和个人电脑业务中裁撤
5000个职位，以及将电视部门拆分
为独立子公司。

索尼在周四做出了三个月以来
第二次财年业绩预期的下行修正，称
截至 3 月结束的整个财年中将有
1100亿日元(11亿美元)的亏损，与之

前预测的300亿日元盈利业绩背道
而驰。索尼还在最新的声明中确认了
之前的媒体报道，承认将会出售名下
的个人电脑业务。

在主要竞争对手均给出更高甚
至是创纪录的财年盈利预期的同时，
索尼所提出的这个亏损预期也显得
尤其刺眼。

平井一夫在周三的时候确认早
先的媒体报道，承认索尼计划向投资

基金日本产业合伙公司出售名下的
Vaio个人电脑业务，并称这是一个

“惨痛的”决定。
更令市场意外的是，索尼同时表

示将会拆分电视业务，在未来作为一
个子公司运作。这与之前对移动电话
以及PlayStation视频游戏业务的处
理方式类似。索尼表示，这个决定是
为了加快决策制定，而分析师们猜
测，这可能是为在将来可以出售这部

分业务做准备。索尼称，预计电视业
务在本财年将有250亿日元的创纪
录亏损，也是这个部门连续第十年亏
损。

作为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索尼
还以弱势的亚洲和欧洲市场状况为
由，将智能手机的年销售额目标降低
了4 . 8%，而索尼对移动电话部门的
扩张极有可能取决于公司如何攻占
日本之外的市场。

中国烹饪协会8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2013年全国餐饮收入25392亿
元，同比增长9%，增速创21年来的最
低值，其中高端餐饮严重受挫，限额
以上餐饮收入近年来首次负增长，
大众餐饮渐成主流。

报告称，2013年中国餐饮行业
在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上都发生了
深层次的变化。随着大吃大喝的奢

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大众餐饮逐
步走向台前，渐成主流，快餐和小吃
企业在生意火爆的同时着力发展社
区便利餐饮，高端餐饮企业向大众
化转型重拾人心，让大众化餐饮成
为餐饮行业发展的主力军，全年保
持稳定增长。

报告认为，在大众化餐饮兴旺
的同时，餐饮企业客观压力依旧，维

持无利经营和关停并转的企业面临
洗牌。2013年，微博、点评网站、微信
等互联网应用成为餐饮企业全新的
营销平台。

业内人士认为，2014年是中国餐
饮行业进入第35年持续稳定发展后第
一次遭遇大洗牌的一年，政宴走了，商
宴中50%高档消费的业务没有了，官
员为家属举办的各种宴会规模缩小，

豪宴绝迹。餐饮业每年近2万亿元产值
约一半来源的支柱轰然垮塌。

高端餐饮为保证客流量，价格
或以新菜或以团购或以会员价等多
种模式推出，不可避免地要下探。今
年，餐饮业一场激烈的价格争夺拉
锯战全面开战将不可避免，大洗牌
的高峰浪潮，伴随着马年即将席卷
而来。 (据新华网、《东方早报》)

□记者 鲁强

在省城章丘一家外贸企业就职的
Peter每日都会在他的微博上转发当
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月8日15：
00他查询之后在微博上转发了当日
的汇率：“6 . 0349。”而他最初开始关
注发布汇率是2013年2月19日，当时
的数字是“6 . 2305”。2013年这一年人
民币对美元升值3%，一些外贸企业的
出口受到影响，订单减少。

部分外贸企业利润下降

Peter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对外出
口焊材的企业，他告诉记者，因为人民
币持续升值，他们所经营的焊材产品
这一年来已经涨了好几次价，但是利
润率仍被压缩得只剩5%，比以前下降
了一半左右。

Peter说，2013年人民币升值幅度
达到3%，是2012年的3倍，这么高的人
民币升值幅度，极大地增加了企业成
本，压缩了外贸企业利润。

Peter说，这一年来他们的产品
价格已经调整了多次，“虽然也有原
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但是汇率因素
占了绝大部分。”他介绍说，去年一年
原材料价格每吨上涨60美元，但是
反应到产品上，因原材料而增加的价
格只有40美元，其他的涨价因素都
是汇率。

“相比2013年年初的价格，2013
年年底我们每吨产品涨了20美元，而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我们的价格又
涨了10美金，仅仅因为汇率的影响。”
Peter强调。

近几年汇率对于价格的影响，做
白炽灯泡出口的Vivian也是体会深
刻。“一个普通的白炽灯泡是0 . 5元人
民币，以前是0 . 5/8=0 . 0625，现在的
价格就得是0 . 5/6=0 . 083。”记者了解
到，外贸企业做生意都是以美元报价，
汇率降低，报价就变高了，客户对此反
应非常大，就可能放弃购买。

多个国家不敢接单

外贸企业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
币，而因为汇率的不断变化，目前他们
对于多个国家已经不大敢接单。

“以印度、巴西为例，印度卢比、巴
西雷亚尔现在对美元贬值非常厉害，
而人民币对美元又不断升值，一升一
贬间，价格压力非常大。”Peter说。

因为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于外
贸行业的将来，Peter有些担忧，“现在

就很不好做了，要是汇率跌破6，简直
就是对一些小企业宣告死刑了。”

Peter所在企业主要客户是乌克
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订单量占
总量的60%左右，但是现在因为汇率
的影响，乌克兰那边的市场波动很
大。”

订单少员工趁机放长假

外贸生意不好做，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订单减少，或是因为汇率变化不
敢接单，或是因为价格上涨接单量
少。

业内人士介绍说，去年一年来不
少外贸公司的订单很少，许多企业就
在春节期间给员工放起了长假，让员
工到元宵节之后再回省城上班。

老家在淄博的小刘在济南一家机
械建筑出口公司工作，“这一段时间公
司接的订单较少，工作较少，公司就趁
机给我们放了个长假，年前小年就放
假了，一直放到正月十五。”

小刘说，并不是因为公司的人性
化管理，而是因为近期机械建筑行业
的外贸确实不好做。“我们的产品都是
价格昂贵的起重、塔吊机械之类的，汇
率稍微变化，在价格上就马上能体现
出来，人民币持续升值，我们的产品就
只能一直涨价，这样一来要谈成订单
非常难。”

企业精打细算降低成本

为应对成本增加的问题，出口企
业也采取了多种方式来降低成本。

“2013年8月份，海关、商检部门
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减免部分商
检、单据费用来降低我们出口企业的
成本，降低货物查验频率等。”Peter
说，以前每次商检、单据的费用就需
要400-500元，现在大概能减免一半
左右，按照他们公司每年报关120次
算的话，至少能节省24000元；而降
低货物查验频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每次货物查验的费用都需要数千
元，现在降低查验次数就能少支出不
少钱。

另外在自身降低成本上，出口企
业也做出了不少努力。“我们在生产作
业的时候都选择在用电低谷期，避开
用电高峰期，利用峰谷电价降低一定
成本。”Peter说，这样算下来每吨产品
成本可以降低20元左右。“另外一个
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将产品运到港口
再装柜，比在工厂装柜要便宜，每吨便
宜15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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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部分企业转型电商渡难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厦门外贸企业对人民币升值一直很
敏感，而多数企业也预测到这一点，
除了往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找机会、
转做内销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成
了一些外贸企业的发展新方向。

“原来我们都是出口给分销商，
他们进行分销，所以从我们到消费
者之间其实隔了一层。”厦门黎林电
器负责人黎先生告诉记者，为了省
去中间的分销成本，他利用电子商

务平台并尝到了甜头。现在他的网
店已经把销量做起来了，利润也比
较可观。

“使用银行的远期结售汇、外币兑
人民币的掉期业务等汇率工具，锁定
汇率。”业内人士建议，在人民币升值
情况下，要采取一些办法来化解汇率
风险，在融资方式上可多选择美元贷
款。另外，出口企业可采取签订短期合
同、实行梯度报价、协商使用浮动汇率
等办法来规避人民币升值风险。

利利率率对对出出口口的的影影响响
((以以00 .. 55元元的的普普通通白白炽炽灯灯为为例例))

利率下跌前
白炽灯美元价格:0 . 5/8=0 . 0625

利率下跌后
白炽灯美元价格:0 . 5/6=0 . 083

按美元计算
白炽灯涨了约0 . 02美元

客户放弃购买

订单减少
企业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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