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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广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1 左大鹏 371815818001000号《个人购房抵押（保证）借款合同》 812,548 . 70 左言强、王冬梅、左大鹏

2 济南丰利彩印有限公司

兴银济借融字2016-149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兴银济借字2016-14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兴银济借抵字2016-14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兴银济借个保字2016-14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兴银济借个保字2016-149-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1,410,000 . 00 徐丰、李海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长下限

预告净利润
同比增长上限

002026 .SZ 山东威达 267 . 95% 317 . 15%

002330 .SZ 得利斯 262 . 79% 325 . 33%

002890 .SZ 弘宇股份 164 . 22% 239 . 05%

000639 .SZ 西王食品 145 . 21% 150 . 53%

002589 .SZ 瑞康医药 140 . 96% 161 . 44%

002675 .SZ 东诚药业 132 . 69% 202 . 49%

002588 .SZ 史丹利 120 . 00% 160 . 00%

002241 .SZ 歌尔股份 115 . 00% 125 . 00%

300110 .SZ 华仁药业 113 . 95% 137 . 72%

002537 .SZ 海联金汇 110 . 18% 114 . 25%

002086 .SZ *ST东洋 100 . 49% 101 . 96%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2021年首个交易日 ( 1月4

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以

6 . 5195开盘，随后接连升破两

个整数关口，日内涨幅超650

点，创下2018年6月22日以来新

高。面对人民币升势，部分外

贸企业已感到明显压力，因为

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出口企业

的收入减少。

如何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成为外贸企业当下面临的一道

难题。

紧盯汇率波动

“做贸易汇率变动很正

常，但没有预计到汇率波动幅

度这么大。家纺类产品本来就

属于低附加值品类，利润主要

依靠退税和销量，毛利润也就

在10%左右。我们现在来款的

订单，报价时汇率都是在6 . 7左

右，现在已经跌破6 . 5了，基本

上3%的利润没有了。”作为民

族品牌“一丝浓(Yesnow)”的

创始者，并为梅西百货、UGG

等世界知名品牌和商场供货的

烟台众联实业有限公司，其财

务经理李常良1月12日接受经济

导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人民

币升值后，企业在结算方面面

临的实际状况。据称，按照毛

利润减去稀释的利润，相当于

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三成。

李常良介绍，按照以往惯

例，遇到汇率波动，国内生产

企业会跟客户协商承担，但因

为疫情属不可抗力，基本上海

外客户都不承担相关责任。

“如果客户不承担，总要有人

承 担 差 额 ， 就 是 公 司 的 损

失。”咨询过多方专家及银行

业务部门之后，李常良表示，

现在没有非常实用的锁定汇率

的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大了企业面临的风险。

“我们倾向于人民币结

算，但我们很多客户都是欧美

的，不接受跨境人民币结算。

加上上游企业棉纱价格波动很

大，涨幅10%左右，现在产品

是 每 天 报 价 、 每 天 都 在 变

化。”李常良说，一边要面对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同时还要

随时注意汇率的波动，外贸企

业需要多方应对。

济南译软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毛雪菲对经济导报记

者表示，目前其公司每10000美

金的业务因为换汇带来的损失

折合人民币7000元。如果采用

人民币结算，带来的问题是没

法享受到国家对创汇的相关优

惠补贴。

“东南亚等国因为疫情导

致订单回流中国，虽然我国企

业订单量剧增，但原材料涨

价、汇率波动引起的利润稀释

叠加疫情等综合因素，却使外

贸企业的危机和困难不少。”

一家外贸企业负责人透露，因

为人民币升值导致其公司利润

不断缩水，有些订单甚至没有

利润可言，外商压价压得很

低。这也是当下多数外贸型企

业的困惑所在。

换汇结算成“心病”

汇率持续走高，换汇结算

就成了外贸企业的“心病”。

提价、协商报价机制等成为大

部分外贸型企业普遍采用的手

段，但仍无法完全避免利润缩

水。如何减少汇率对利润的影

响？外贸企业也使出了十八般

“武艺”。

“1月以来我们业务员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与国外客户重新

确定订单价格、商讨方案。因

为订单都是以美元计价，可是

原材料等购买却是需要人民

币。为了减少损失，只能通过

调价对冲汇率风险。”12日，

青岛圣雅迪尼外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孙长斌接受经济导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欧美国家因为

疫情家居产品的需求大幅增

长，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圣诞节

和新年，企业订单量激增，与

以往不同，他们除了实行调价

措施外，还改变了订单报价的

时效性，从半年报价修改为三

个月。孙长斌坦言，不少客户

对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提出了异

议，但汇率波动远超预期的情

况下，保证利润成了当务之

急，对于2021年的新订单他们

只能适当提高售价。

经济导报记者在与企业及

相关行业人士交流中了解到，

针对汇率波动，外贸行业目前

大多尚无锁汇、套期保值等应

对措施。一些大型外贸企业利

用锁汇、套期保值等金融工具

避险，但对于中小型外贸企业

来讲，十分缺乏财力和专业技

能来应对汇率频繁波动。

“外贸企业的主力部队是

民营企业，但不得不承认他们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人

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确实对这

些 民 营 企 业 带 来 很 大 的 挑

战。”山东某跨境电商平台负

责人李儒表示，他们有海外的

进出口业务，如果结汇后资金

换汇不划算，他们会直接在境

外“消化”掉部分外币，直接

支付海外仓、货运运输以及海

外员工工资等境外支出，避免

多次换汇的损失。但这个政策

并不适合仅有单项进口或者出

口的企业。

除了传统贸易的措施外，

不少企业也在积极寻求金融工

具等外部方式护航。

李常良表示，目前企业出

于保障货物安全，只参保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但对于付款以

及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并没有

相关的责任险种。

“锁汇”意识待普及

“人民币升值，会对外贸

企业外汇结算产生影响。面对

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可

以通过金融工具进行管控，锁

汇工具便是其中之一。”作为

“老外贸”，山东惠比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史明给经

济导报记者算了笔账：一

般来说，出口业务报价不

会按照当天人民币兑美元

的价格向客户报价。比如，1月

1日的汇率是6 . 65，报价的话，

就要按照6 . 55至6 . 58的汇率来和

客户报价。回款时间在三个月

或者半年后，企业可以去银行

把汇率锁定，约定按照合同支

付期不低于合同汇率的价格结

汇，“一般是锁定订单量的

80%，剩余20%作为机动。未来

有损失的话，前期的价差也可

以弥补一部分。”

据了解，锁汇就是锁定汇

率，在银行中这个业务叫远期

结售汇。有相关业务的银行负

责人介绍，出口企业可以通过

远期结售汇和买权产品，有效

规避汇率风险，做到订单成本

锁定。在汇率波动频繁的情况

下，银行可为企业办理锁定汇

率的操作。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外贸

企业表示，对锁汇等金融工具

的使用较为生疏、不太了解。

汇率避险工具适合现金流充沛

的企业，对于中小型外贸企业

来讲，采取此种方式就不太适

用。史明认为，针对小企业开

展这一类业务，确实会增加银

行的成本，但希望能以一种合

适的方式，将小企业锁定外汇

的门槛降低。

“除了锁汇以外，设置报

价有效期也是规避汇率风险的

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此外，

使用人民币结算也是外贸企业

应对汇率波动的一剂良方，可

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

险。对于亚洲国家的买方来

讲，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更为

便捷。”中国新经济发展研究

院金融学院副院长何英盛接受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

对疫情及国际形势，要谋求长

远发展，出口企业不仅要应对

产业升级、产品升级问题，更

应树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意

识，积极选择适合的金融工具

避险，打破传统

交易的弊端。

人民币汇率创新高 订单虽多利润缩水

外贸锁汇避险有“潜”可挖

导报讯 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技术人

员对新建工程交流盘型悬式瓷绝缘子开展抽

样试验，主要包括聊城金湖(陈庄)、潍坊上

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所使用的绝缘子。

相关单位根据试验结果，对试验不合格

的绝缘子批次进行了全部更换。该院技术人

员建议其他各市公司对同一厂家、相应批次

的绝缘子进行排查，对试验不合格的产品进

行更换，并将继续做好绝缘子的抽检工作，

确保电网设备安全投产。 (刘嵘 张劲)

国网山东电科院：

抽检瓷绝缘子保安全投产 减资公告

泰安浩亮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923MA3T0DK52B)，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由伍佰万元整变更为壹拾万

元整，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

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

为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泰安浩亮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

淄博永华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沂

源宏鑫物流有限公司、山东永华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河北春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李永华、公方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

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沂源泰信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现将我行对你所享有的全部债权，

依法转让给沂源泰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接到本通知后向沂源泰信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沂源泰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简称：兴业银行）与济南友智投资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

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

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2019）鲁0103民初9009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鲁0103民初99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权益），于2021年1

月5日依法转让给了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与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

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济南

友智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与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借款人左大

鹏截至2020年12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借款人济南丰利彩印有限公司截至2020

年11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

给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

问，请与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联系。

济南友智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3518617228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随着A股年报季进入预热阶段，

投资者也对于上市公司2020年的“成

绩单”愈发关注。

来自Wind资讯的统计显示，截至

1月12日，A股已有498家上市公司披露

了2020年归母净利润变动区间，其中

355家公司同比出现增长，占71%。

鲁股方面，目前已有32家公司发

布了业绩预告，其中23家“预喜”，

占比同样超7成，得利斯(002330)、山

东威达(002026)、弘宇股份(002890)同比

增速暂列前三甲。值得关注的是，部分

业绩向好公司近来股价回调明显，估

值逐渐回落，从两融、北向等资金动

向上看，不乏择机进场买入者。

“预喜”板块集中

1月13日，弘宇股份发布的2020

年度业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20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 2 6 0万-2900万元，同比增长达

164 . 22%-239 . 05%。

资料显示，该公司主要从事拖拉

机液压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对于去年业绩增长原因，公司称受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等多项

涉农利好政策的影响，以及农产品价

格大幅上涨，刺激了农民耕种农作物

积极性，对农机产品需求增长，报告

期销售收入增加。同时，公司通过一

系列措施增强实力、强化管理，使公

司盈利能力增强。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与弘宇股

份同属农业板块的史丹利(002588)，

也在本月发布业绩“预喜”公告，称

2020年预计实现净利润2 . 38亿-2 . 82亿

元，同比增长120%-160%。该公司表

示，业绩增长的主因，是随着供给侧

改革取得成效，原料价格波动规律逐

渐恢复常态，上游原料端表现相对稳

定。今年下游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农民种植投入意愿明显提高，下游需

求端得到一定改善，整个产业链形成

了新的平衡点。而在产品销售方面，

今年公司不断进行渠道改革、产品升

级，大田肥料和经济作物肥料两端同

时发力，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不过，如果看板块表现的话，鲁

股中业绩“预喜”较为集中的还数食

品饮料、生物医疗领域。

如得利斯此前就预告称，公司

2020年预计净利润约2900万-3400万

元，同比增长262 . 79%-325 . 33%。公

司业绩增长的主因，受市场因素影

响，公司主营产品冷冻肉及冷却肉、

低温肉制品、速冻调理类产品收入较

去年同期均有大幅增长。另外，因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需要，拟转让全资子

公司西安得利斯100%股权，本次股权

转让将对四季度累计净利润产生积极

影响。

而东诚药业(002675)、瑞康医药

(002589)两只医药鲁股的业绩预告显

示，两家公司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

同 比 增 长 区 间 分 别 为 1 3 2 . 6 9 % -

202 . 49%、140 . 96%-161 . 44%，凸显医

疗健康“赛道”的优势。

融资客、北向资金

正择机进场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上述业绩

预喜的个股中，不少公司股价近期出

现明显回调。

比如弘宇股份自去年9月以来股

价持续下跌，从50元/股附近的高位

跌至如今的20元/股；东诚药业从去

年8月最高的29 . 60元/股，跌至如今

的19元/股附近。

不过，从资金动向上看，上述业

绩“预喜”、股价回调的鲁股，近期

颇受青睐。比如东诚药业自去年11月

开始就不断获得融资客的买入，截至

本月12日公司融资余额已达到12 . 53

亿元，较去年11月初增长了近4倍。

该公司近来也颇受机构看好。开

源证券上月底发布的研报指出，东诚

药业通过收购云克药业、GMS和安

迪科等核医药企业，实现了对单光子

和正电子诊断药物、治疗药物的全覆

盖，成为了国内核药行业龙头之一。

该机构认为，东诚药业所处核药行业

是竞争格局好、进入壁垒高、潜在市

场空间大的黄金赛道，由此首次给予

“买入”评级。

另外，本月7日发布业绩预告的

鲁商发展(600223)，预计2020年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60%-90%，公司股价自

去年8月开始回落，仅12月股价就下

跌了23%。不过北向资金本月以来不

断加仓公司股份，系统持股量升至

360余万股。安信证券此前对该公司

的研报指出，公司通过收购福瑞医

药、焦点生物转型大健康产业，看好

公司未来市值表现，给出买入评级。

对此，有受访投资业人士表示，

目前A股价值投资理念盛行，业绩向

好的公司更易引起资金关注，特别是

估值回调的情况下，有可能引来机构

进场。

2020年业绩预告渐入高峰

晒晒这些“预喜”鲁股

（数据来源：Wind 制表：时超）

已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中净利翻倍的鲁股

出口企业

可以通过远期

结售汇和买权

产品，有效规

避汇率风险，

做到订单成本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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