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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日益常态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

融形势发展，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尽量避免和减少汇兑损失，

是涉外经济主体稳健经营和发展的基础。为进一步做好汇率风

险管理工作，不断强化“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国家外汇管理

局陕西省分局、陕西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自律机制，根据

涉外收支和汇率衍生产品主要使用场景，编写了《汇率避险及

贸易融资产品手册》。《手册》涵盖了当前银行可以提供的主

要汇率衍生产品和贸易融资产品，包括产品介绍、功能特点、

办理指引、实际案例和可提供服务的银行名称，目的是便利于

涉外经济主体真正了解、灵活运用外汇衍生产品和贸易融资产

品，增强防控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不断拓宽融资来源，降低

融资成本。

涉外经济主体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形势下，应该充分

尊重和敬畏市场，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走势，加强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的学习，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和“财务中性”

的理念，理性对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与银行的沟通与

合作，合理使用汇率衍生产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汇率

风险防控机制。银行应在“展业三原则”的基础上，加大汇率

衍生产品的开发、宣传和推广，不断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

涉外经济主体提供高效专业的金融外汇服务，助力涉外经济主

体真实合理办理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共同推动陕西省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手册》还提供了陕西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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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机制成员单位名单，以及业务主要负责人和联系电话，以便

提供精准服务。《手册》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紧，对产品的

介绍难免有不准确、不全面的情况，欢迎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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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汇率避险产品

产品一：远期结售汇

◆   产品简介

是指确定汇价在前而实际外汇收入发生在后的结售汇业

务。客户与银行协商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

或售汇的人民币兑换外汇币种、金额、汇率以及交割期限。

◆   功能特点

由于远期结售汇可以事先约定将来某一日向银行办理结汇

或售汇业务的汇率，所以对于有未来一段时间收、付外汇业务

的客户来说可以起到防范汇率风险，起到锁定当期成本，套期

保值的作用。

◆   办理指引

1.远期结售汇业务实行实需原则，客户为符合要求的境内

外机构或境内个人，业务经营范围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客户的

交易背景真实。

2.客户办理的交易品种，金额，保证方式与客户主营业

务、财务状况必须相符。

◆   实际案例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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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进口付汇为例，某客户预计在6个月后将支付1000

万美元。此时美元即期售汇价为6.1500，客户为了防范人民币

汇率一旦走弱造成的汇兑损失，便可通过境内某银行的远期结

售汇业务来固定其6个月后的换汇成本。若境内某银行6个月远

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报价为6.2500，则客户在同银行签订了远期

合同后，便可于6个月后按1美元兑6.2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某

银行买入美元1000万，同时卖出人民币6250万元。一旦此笔交

易成交，则6个月后无论即期结售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如

何，客户都将按该合同价格进行交割。这样，客户现在便可按

6.2500的汇价固定进口付汇支出，从而起到锁定换汇成本的作

用。

案例2.

以客户出口收汇为例，某客户预计在6个月后将收汇1000

万美元。此时美元即期结汇价为6.1500，客户为了防范人民币

汇率一旦走强造成的汇兑损失，便可通过境内某银行的远期结

售汇业务来锁定其6个月后的结汇收益。若境内某银行6个月远

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报价为6.09，则客户在同银行签订了远期合

同后，便可于6个月后按1美元兑6.090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某银

行卖出美元1000万，同时买入人民币6090万元。一旦此笔交易

成交，则6个月后无论即期结售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如

何，客户都将按该合同价格进行交割。这样，客户现在便可按

6.0900的汇价锁定出口收汇收益，从而起到套期保值的作用。



·3·

汇率避险及贸易融资产品手册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宁夏银行

渤海银行 成都银行 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韩亚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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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二：远期外汇买卖

◆   产品简介

按照远期外汇合约中规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和交割日

期，于到期日进行交割的外汇之间的交易。银行根据客户委

托，与客户约定将来办理两种自由兑换货币买卖的金额、汇率

和期限，到期按照约定币种、金额、汇率办理外汇买卖交易的

业务。

◆   功能特点

帮助企业提前确定未来某日或某一时间段的外汇买卖汇

率、锁定汇率风险，规避由于未来汇率变动给企业带来的潜在

损失。

◆   办理指引

1.外汇买卖业务应符合实需交易原则，企业需向银行提供

确认函等能够证明其真实需求背景的书面材料。

2.企业应树立汇率主动风险管理意识，理性评价避险产品

效果，结合企业自身汇率风险敞口、风险偏好、风险承担能力

等情况，选择衍生产品，避免过度套保或套保不足。

3.企业应缴纳一定比例的初始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

度。

4.银行应当客观公允地告知远期外汇买卖业务收益与风

险，不得误导客户对市场的看法，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

收益，充分尊重客户的独立自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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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案例

某制造厂A的生产模式为从欧洲进口原材料，国内加工后

再出口到美国等国家，日常收汇币种为美元，付汇币种为欧

元。现由于业务需要，预计2021年2月初需支付原料款500万欧

元，目前A持有美元收汇资金600万美元。考虑到欧元汇率波动

较大，且A实际持有美元资金，A决定在银行办理远期外汇买

卖。

2021年1月6日，A办理了本金500万欧元的买欧元卖美元远

期外汇买卖业务，履约日为2月8日，锁定汇率1.2288。到期日2

月8日，不论市场如何变动，A都以1.2288的价格买入欧元卖出

美元，有效规避了欧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
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成都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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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三：外汇掉期

◆   产品简介

企业与银行签订人民币外汇掉期合约，同时约定两笔金额

一致、买卖方向相反、交割日期不同、交割汇率不同的人民币

对同一外汇的买卖交易，并在两笔交易的交割日按照掉期合约

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   功能特点

人民币外汇掉期可一次性锁定外币资金收付在期初和期末

的兑换汇率，便利灵活调剂本外币资金，满足企业币种错配管

理需要。

◆   办理指引

1.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实行实需原则。企业需提供能够证

明其近端和远端交易真实背景的书面材料。外汇资金的来源和

使用须符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

2.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

纳比例请咨询办理银行。

◆   实际案例

案例一：近端结汇、远端购汇

某外贸企业近期在境外银行机构申请了一笔3个月美元外债

业务.1000.万美元，计划用于国内采购原材料。该企业与银行签

订近端结汇、3个月后购汇的掉期结售汇合约，近端结汇价格为.

6.6200,3.个月后购汇价格为.6.6850。掉期结售汇有效满足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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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外币资金错配的管理需求。

案例二：近端购汇、远端结汇

某外贸企业近期需对外支付一笔进口采购款.1000.万美元，

同时预计.1.个月后可收到出口销售收入.1000.万美元。.该企业

与银行签订近端购汇、1个月后结汇的掉期结售汇合约，近端购

汇价格为.6.6220，1个月后结汇价格为.6.6400。.掉期结售汇有

效满足了企业本外币资金错配的管理需求，同时锁定购汇成本

和结汇收入。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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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四：货币掉期

◆   产品简介

货币掉期，是银行为企业提供的，在期初期末以相同汇率

交换本外币本金，存续期间以约定汇率和利率交换利息的外汇

衍生产品。

◆   功能特点

货币掉期适用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希望同时规避汇率

及利率变动风险的企业。一是期初与期末本金交换方式灵活，

可选择起息日和到期日两次均交换本金、两次均不交换本金、

仅一次交换本金；二是支持多种利息交换方式，包括浮动利

率换固定利率、固定利率换固定利率、浮动利率换浮动利率；

三是结构多样，可使用本金摊销，可挂钩多种标的，其中人民

币可挂钩SHIBOR、7天回购定盘利率、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LPR等，美元、欧元、港元等外币可挂钩对应币种的LIBOR、

EURIBOR、HIBOR、固定利率等。

◆   办理指引

企业办理货币掉期业务应该具有对冲外汇风险敞口的真实

需求，办理结汇的外汇资金应为按照外汇管理规定可以办理即

期结汇的外汇资金。企业近远端交易需符合实需原则。

◆   实际案例

某公司有一笔美元贷款，金额为1亿美元，期限7年，利率

为固定利率3.25%。付息日为每年6月20日和12月20日。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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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提款，2023年12月19日到期归还。公司提款后，将美

元买成欧元，用于采购生产设备。产品出口得到的收入是欧元

收入，而没有美元收入。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司的美元贷款存在着汇率风

险。具体来看，公司借入美元、使用欧元，2023年12月19日

时，公司需要将欧元收入换成美元还款。如届时美元升值，欧

元贬值（相对于期初汇率），则公司要用更多的欧元来买美元

还款。

综上所述，由于公司的美元贷款在借、用、还上存在着货

币不统一，带来汇率风险。

公司为控制汇率风险，决定与金融机构做一笔货币互换交

易。双方规定，交易于2016年12月20日生效，2023年12月19日

到期，具体内容包括：首先，在提款日(2016年12月20日)公司

与金融机构互换本金：公司从贷款行提取贷款本金，同时支付

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按约定的汇率水平向公司支付相应的美

元。

其次，在付息日(每年6月20日和12月20日)公司与金融机构

互换利息：金融机构按美元利率水平向公司支付美元利息，公

司将美元利息支付给贷款行，同时按约定的欧元利率水平向金

融机构支付欧元利息。最后，在到期日(2023年12月19日)公司与

金融机构再次互换本金。

通过办理货币掉期，企业既满足了当期实际资金使用需

求，同时又规避了汇率波动风险，有助于财务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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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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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五：人民币外汇期权

◆   产品简介

人民币外汇期权，是指买方在支付卖方一笔期权费后，获

得在期权到期日以约定的协定汇率与期权卖方交易特定数量的

特定货币的权利。人民币外汇期权主要分为买入和卖出两个方

向，企业买入外汇期权，是指企业支付给银行一笔以人民币计

价的期权费，以获得在未来某一约定日期以约定汇率进行约定

数量结售汇交易的权利；企业卖出外汇期权则相反，企业卖出

权利，到期时必须根据期权买方的要求，以约定汇率进行约定

数量结售汇的交割或买方放弃行权，无论买方是否行权，企业

都会获得一笔期权费收入。

◆   功能特点

外汇期权买卖是一种交易方式，它是原有的几种外汇保值

方式的发展和补充。它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优点在于可锁定未

来汇率，提供外汇保值，同时有较好的灵活选择性，在汇率变

动向有利方向发展时，也可从中获得盈利的机会。

人民币外汇期权主要应用于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买入期

权的功能主要包括：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市场风险，锁定企

业购汇或结汇成本。期权主要有以下六种交易方式：

1.买入看跌期权——结汇方向，企业在期初支付期权费用

后从银行买入看跌期权，获得在未来特定时间按照约定价格结

汇的权利，到期企业可以在市场价格和约定价格中以更优价格



·12·

汇率避险及贸易融资产品手册

交割。

2.卖出看涨期权——结汇方向，企业在期初向银行卖出看

涨期权，约定行权价格与行权日期，并获得期权费。行权日银

行有权选择是否要求企业以约定价格结汇。

3.买入看涨期权——购汇方向，企业期初在支付期权费后

从银行买入外币看涨期权，获得在未来特定时间内按照约定价

格购汇的权利，到期企业可以在市场价格和约定价格中以更优

价格购汇。

4.卖出看跌期权——购汇方向，企业在期初向银行卖出看

跌期权，约定行权价格与行权日期，并获得期权费。行权日银

行有权选择是否要求企业以约定价格购汇。

5.组合期权——风险逆转组合。风险逆转期权组合分为外

汇看涨风险逆转期权组合和外汇看跌风险逆转期权组合。外汇

看涨风险逆转期权组合是指企业买入一个看涨期权的同时卖出

一个看跌期权，最终形成一个购汇汇率的履约区间;外汇看跌风

险逆转期权组合是企业买入一个看跌期权的同时卖出一个看涨

期权，最终形成一个结汇汇率的履约区间。根据设定的区间，

决定企业是获得还是支付期权费用，或者收支相抵。可以将成

本锁定一个区间内，既无期权费成本，也有机会以优于同期远

期成本的价格进行结算。

6.买入价差组合类似买入普通期权，买入一笔偏价内的期

权，卖出一笔同方向偏价外的期权，支付的期权费相对较少，

适合想买期权又担忧保值成本高的客户，客户可以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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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把握对自己有利的市场波动。

◆   办理指引

1.企业办理人民币外汇期权业务应具有对冲外汇风险敞口

的真实需求背景。人民币期权合约行权所产生的企业外汇收

支，不得超出企业真实需求所支持的实际规模，且交割资金应

为符合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可以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的资金。

2.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

纳比例请咨询办理银行。

◆   实际案例

案例一：买入美元看涨/人民币看跌期权；

某境内客户在境外融资1000万美元，期限为1年，近端结

汇汇率为6.54，客户有1年后美元购汇还款的实际需求，并且认

为未来美元可能单方向大幅上涨，希望付出一定的成本对冲美

元购汇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该企业与银行签订买入美元看涨

期权的《外汇衍生品协议》，约定协定汇率6.53，同时支付期

权费，1年后到期时，若行权日汇率低于等于6.53，客户弃权，

损失期权费，以行权日汇率购汇；若行权日汇率高于6.53，行

权，按6.53购汇，对冲了汇率上涨的风险。客户锁定了最差成

本。

案例二：风险逆转组合（客户购汇）；

某境内粮油企业具有1年后美元购汇的实际需求（偿还1000

万美元TT融资借款），并且认为未来美元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波动，希望将美元的购汇价格限制在一定的区间内，并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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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支付期权费。该企业与银行签订风险逆转期权（客户购

汇）的《外汇衍生品协议》，买入协定汇率为6.9的美元看涨/人

民币看跌期权，同时卖出协定汇率为6.9的美元看跌/人民币看涨

期权，收支相抵，期权费为0，企业无需支付期权费，同时将汇

率锁定至6.9。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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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六：结汇补贴方案——即期结汇 + 卖出看涨期权

◆   产品简介

该产品分为两阶段交易，客户在进入一笔即期结汇（或

普通远期结汇）的同时，卖出更远期限的美元看涨人民币看跌

期权。并利用出售期权所得，补贴前端即期（或远期）交割汇

率。客户可以0成本进入整个结构，并在相应到期日执行交割。

◆   功能特点

该产品可以利用期权交易本身的价值，对前端即期结汇

（或远期）提供价格补贴。使得客户在前端获得一个高于市场

价格的执行汇率。从而有效提升锁定汇率价格。而卖出期权的

交易，只有在到期日厘定汇率超过行权价格时，才会形成相应

交割。此时，客户可能由于期权行权而产生交割损失。反之，

如果卖出期权到期日厘定汇率低于执行汇率，则无交割。

◆   办理指引

参与交易的客户应依照公司主营实际业务现金流发生情

况，安排对应到期日的即期（远期）及卖出期权操作。操作名

义本金规模严格控制在公司实际现金流规模之内。不可过度套

保。尤其针对后期卖出期权部分，虽有可能是或有交割，但应

按照总额纳入套保额度之内。

由于结构本身含有衍生产品成分，公司执行人或决策人应

具备相应的外汇衍生品操作经验，或至少普通远期操作经验，

但系统接受过相关外汇衍生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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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期权方面，应谨慎评估潜在交割规模，及行权价格水

平。避免无依据放低行权价格以换取前端补贴，同时控制卖出

期权的本金规模，控制杠杆倍数或不得增加杠杆（卖出期权结

汇金额大于前端即期/远期结汇金额）。

◆   实际案例

出口类型企业，属于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公司与国际大型

分销商及超市，签署长期配件销售合同，以美元收入为主，全

年销售及回款稳定。

公司计划操作1周左右后的普通远期结汇，用于锁定结汇

价格。但由于近期市场波动较大，且目前短期锁汇价格已低于

前期订单汇率（记账汇率）。考虑未来一年公司经营及收汇稳

定，公司考虑卖出至当年底的9个月美元看涨期权100万美金，

同时锁定1周后的100万美元的结汇汇率。该交易无初始成本。

◎当前即期汇率.6.50

◎一周后普通远期汇率6.5030

◎结构性远期

.. .9个月美元看涨期权行权价.6.74，该期权的价值370pips

（点值）.

补贴后的一周远期价格.6.5400

◎9个月期权到期日，厘定汇率低于6.74，则公司无需交割

◎9个月期权到期日，厘定汇率高于6.74，公司按照行权价

6.74结汇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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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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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七：购汇补贴方案——即期购汇 + 卖出看跌期权

◆   产品简介

是一个即期购汇和一个看跌期权组成的产品组合，通过卖

出一笔期权获得期权费优化客户即期购汇价格。

◆   功能特点

适用于客户认为未来人民币不会大幅贬值，并且愿意承担

一定风险卖出期权以优化即期购汇价格的情况。

◆   办理指引

根据客户具体需求和可承担风险的不同，可以调整叙做本

产品的即期和期权本金比例。因涉及卖出期权，办理前需要充

分向客户揭示风险。

◆   实际案例

假设客户未来3个月存在1000万美元的购汇需求，期初以

市场购汇价格6.5叙做一笔500万美元的即期购汇，同时卖出一

笔期限3个月金额500万美元行权价为6.4的看跌期权，收取期权

费150bp（点值），用以补贴即期汇率，补贴后的购汇汇率为

6.4850。

到期交割情况：若到期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高于6.4，如到

期时即期汇率为6.5，则交易对手放弃行权，客户以市场价格6.5

购入500万美元；若到期时人民币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低于

6.4，如即期汇率为6.3，此时由于卖出看看跌期权被行权，需以

6.4的行权价格购汇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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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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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八：价差期权组合——买入和卖出同一类型期权

◆   产品简介

价差期权组合包括牛市价差期权组合和熊市价差期权组

合。其中，牛市价差组合又可分为牛市看涨组合和看跌组合；

熊市价差组合也可分为熊市看涨组合和看跌组合。

价差期
权组合

牛市看涨价差
组合

牛市看跌价差
组合

熊市看涨价差
组合

熊市看跌价差
组合

组合方
式

买入一份低执
行价格看涨期
权，同时卖出
一份相同到期
日、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涨期

权

买入一份低执
行价格看跌期
权，同时卖出
一份相同到期
日、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跌期

权

卖出一份低执
行价格看涨期
权，同时买入
一份相同到日
期、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涨期

权

卖出一份低执
行价格看跌期
权，同时买入
一份相同到日
期、更高执行
价格的看跌期

权

作用

以较低的权利
金成本规避一
定范围内的汇
率上涨风险

以较低的权利
金成本规避一
定范围内的汇
率上涨风险

以较低的权利
金成本规避一
定范围内的汇
率下跌风险

以较低的权利
金成本规避一
定范围内的汇
率下跌风险

最大损
失

净权利金（即
收取的权利

金-支出的权
利金）

高执行价格-
低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高执行价格-
低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净权利金

最大收
益

高执行价格-
低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净权利金 净权利金

高执行价格-低
执行价格-净权

利金

盈亏平
衡点

低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高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低执行价格+
净权利金

高执行价格-净
权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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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特点

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保留获得即期

汇率优势的机会。

◆   办理指引

1.企业应综合考虑签订订单汇率、可接受的期权费成本及

汇率预期等因素，选择购买价差期权产品，合理确定产品金

额、期限及执行汇率。

2.企业购买价差期权产品应遵循实需原则，且应在交割前

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供审查。期权合约行权所产生的企业外汇

收支规模不得超出企业真实需求背景所支持的规模。

◆   实际案例

某进口企业预计3个月后会有1000万美元货款支出，即期

购汇价格6.4635。企业预期市场汇率将有限上涨时，可以叙做

牛市看涨期权价差组合，一方面以较低成本规避人民币贬值风

险，另一方面又不想失去人民币升值的机会。具体是买入看涨

期权，执行汇率6.4932，期权费1420点差；卖出看涨期权，执

行汇率6.70，期权费500点差。

到期日情况如下：如果到期日，汇率低于6.4932，按即期

汇率购汇，实际汇率为“即期汇率+0.092”，此时，企业购

汇价格劣于即期汇率，但享受到汇率下跌、人民币升值带来

的好处；如果在6.4932-6.7之间，按6.4932购汇，实际汇率为

6.5852；如果汇率高于6.7，实际汇率为“即期汇率-0.1148”，

此时，企业承担了汇率上行带来的成本增加，但由于价差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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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享受到汇率优惠。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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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九：比率期权组合

◆   产品简介

比率期权组合是期初零成本的远期结汇组合，可锁定一

个优于远期的结汇价格。产品结构为企业向银行卖出一定金

额（A）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同时向银行买入一半金额

（A/2）同日到期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两笔期权执行价格

相同。

◆   功能特点

企业通过叙做比率远期组合，期初无须支付期权成本，即

可以在锁定结汇价格的同时改善结汇价格。如果人民币未发生

大幅升值的情况，则综合成本相较远期结汇更优，但如果人民

币大幅升值，到期一半金额的结汇需要通过即期结汇来满足，

汇率风险未完全锁定。

◆   办理指引

1.适用企业预期人民币小幅升值或区间震荡，希望获得优

于远期的结汇价格，具有风险承受能力。

2.企业办理比例期权组合必须符合实需背景。

3.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授信额度。

4.该组合产品未将汇率风险完全锁定，若人民币大幅升

值，综合结汇价格可能低于普通远期结汇价格。

◆   实际案例

某企业3个月后有一笔1000万美元收汇须办理结汇，目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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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汇率为6.4608，3个月远期结汇汇率为6.4966。该企业有一定

风险承受能力，希望获得较好结汇价格；预期3个月内人民币不

会大幅升值。

根据企业需求，向银行卖出1000万美元，执行价为6.5420

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同时向银行买入500万美元，执行价

为6.5420同日到期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买入期权的期权

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分为两种场景，一是如果到期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低于6.5420，例如到期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5100，则企业以

6.5420的价格结汇500万美元，以到期日即期汇率6.5100的价格

结汇500万美元，综合结汇成本6.5260，企业收益16万元，综合

结汇价格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价格294个BP。二是如果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大于或等于6.5420，例如到期日汇率为6.5500，则

企业仍需按照6.5420结汇1000万美元，虽然结汇价格低于到期

时的市场汇率，但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的价格454个BP。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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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风险逆转组合——买入和卖出不同类型期权

◆   产品简介

外汇看跌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企业针对未来的实际结汇需

求，买入一个执行价较低（以一单位外汇折合人民币计量执行

价格，以下同）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同时卖出一个执行

价格较高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

外汇看涨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企业针对未来的实际购汇需

求，卖出一个执行价较低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同时买入

一个执行价较高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

◆   功能特点

风险逆转组合是一种兼具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套期保值工

具。通过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企业期初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也可根据企业预期将结售汇价格锁定在目标区间,保留一定

灵活性的同时达到管理汇率风险的目的。

◆   办理指引

1.适用于有远期结汇或购汇需求，希望在对冲汇率风险的

同时，也能享受到汇率波动带来的好处、或节省对冲成本的客

户。

2.企业办理风险逆转期权组合必须符合实需背景。

3.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授信额度。

◆   实际案例

1.结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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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3个月后有一笔1000万美元收汇须办理结汇，目前即

期汇率为6.6200，3个月远期结汇汇率为6.6825。该企业有一定

风险承受能力，希望获得较好结汇价格；预期人民币汇率窄幅

震荡，或小幅贬值。

根据需求，企业可在银行办理卖出3个月执行价6.73看涨期

权、同时买入3个月执行价6.58看跌期权，买入期权的期权费支

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可分为三种场景，一是人民币升值突破6.5800，

例如市场汇率为6.5000，则该企业仍可按照6.5800结汇，企业收

益80万元，成功规避了人民币升值风险；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介于6.5800到6.7300之间，例如市场汇率为6.7000，则企业按照

市场价格6.7000结汇，保留一定价格灵活度并规避了风险；三

是人民币贬值突破6.7300，例如市场汇率为6.8000，则企业仍

需按照6.7300的价格结汇，虽然结汇价格低于到期时的市场汇

率，但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的价格。

2.购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某企业3个月后将对外支付1000万美元采购货款，目前即期

汇率为6.6200，3个月远期购汇汇率为6.6830，该企业有一定风

险承受能力，希望改善购汇价格；预期人民币汇率区间震荡，

可能小幅升值。

根据需求，企业可在银行办理卖出3个月执行价6.6500看跌

期权、同时买入3个月执行价6.7500看涨期权，买入期权的期权

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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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时，可分为三种场景，一是人民币贬值突破6.7500，

例如市场汇率为6.8500，则该企业仍可按照6.7500购汇，企业收

益100万元，成功规避了人民币贬值风险；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介于6.6500到6.7500之间，例如市场汇率为6.6700，则企业按照

市场价格6.6700购汇，保留一定价格灵活度并规避了风险；三

是人民币升值突破6.6500，例如市场汇率为6.6000，则企业仍需

按照6.6500的价格购汇，虽然购汇价格高于市场即期汇率，但

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的价格。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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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一：海鸥期权

◆   产品简介

海鸥式结汇期权组合：企业向银行卖出执行价为K1

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买入执行价为K2的美元对人民

币看跌期权，同时卖出执行价为K3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

（K1<K2<K3），三个期权期限相同。

海鸥式购汇期权组合：企业向银行卖出执行价为K1的

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买入执行价为K2的美元对人民币

看涨期权，同时卖出执行价为K3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

（K1<K2<K3），三个期权期限相同。

◆   功能特点

企业通过叙做海鸥式结汇或购汇期权组合，企业期初无需

支付任何费用，可将汇率锁定在四个区间，较大程度改善结汇

或购汇价格。同时，若在人民币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该组合

可提供一定的价格保护。

◆   办理指引

1.适用于有远期结汇或购汇需求，对未来汇率走势不确

定，希望在对冲汇率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更优价格，具有一

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

2.企业办理海鸥式期权组合必须符合实需背景。

3.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授信额度。

4.如果到期人民币大幅贬值或升值，可能以即期汇率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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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优惠一定点数进行结汇或购汇，会出现较大风险敞口。

◆   实际案例

1.海鸥式结汇期权组合：

某企业3个月后有一笔1000万美元收汇须办理结汇，目前即

期汇率为6.5148，3个月远期结汇汇率为6.5590。该企业有一定

风险承受能力，希望获得较好结汇价格；预期人民币汇率窄幅

震荡，或小幅贬值。

根据需求，企业向银行卖出执行价为6.6000的美元对人民

币看跌期权，买入执行价为6.6618的美元对人民币看跌期权，同

时卖出执行价为6.6418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三个期权期限相

同。买入期权的期权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若到期日即期汇率小于6.6000，例如即期汇率为

6.5300企业以即期汇率价格优惠（6.6618-6.6）×10000点，即

以6.5918结汇，企业收益62万，但若人民币大幅升值未锁定全

部风险；若到期日即期汇率位于6.6000与6.6618之间，企业以

6.6618的价格结汇，例如到期日即期汇率6.6200，企业收益42万

元；若即期汇率位于6.6118与6.6418之间，企业以即期汇率结

汇；若即期汇率大于6.6418，企业以6.6418价格结汇，虽然结汇

价格低于市场即期汇率，但提前锁定了汇率风险，且优于期初

签订远期合约价格828个BP。

2.海鸥式购汇期权组合：

某企业3个月后将对外支付1000万美元采购货款，目前即期

汇率为6.5158，3个月远期购汇汇率为6.5607，该企业有一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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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承受能力，希望改善购汇价格；预期人民币小幅贬值或区间

震荡。

根据需求，企业向银行卖出执行价为6.5281的美元对人民

币看跌期权，买入执行价为6.5581的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同

时卖出执行价为6.6500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三个期权期限相

同。买入期权的期权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若到期日即期汇率小于6.5281，企业以6.5281的汇

率购汇，虽然购汇价格高于市场即期汇率，但提前锁定了汇率

风险，且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价格326个BP；若到期日即期

汇率位于6.5281与6.5581之间，企业以即期汇率购汇；若到期日

即期汇率位于6.5581与6.6500之间，企业以6.5581的汇率购汇，

例如到期日即期汇率为6.6000，企业收益42万元；若到期日即

期汇率大于6.6500，例如到期日即期汇率为6.7000，则企业以即

期汇率优惠（6.65-6.5581）×10000点购汇，即以6.6081购汇，

企业收益92万元，但若人民币大幅贬值未锁定全部风险。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昆仑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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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产品

产品十二：出口押汇

◆   产品简介

指在出口信用证项下，出口商向商业银行提交正本信用证

及其项下全套出口单据、贸易合同和相关出口证明等材料的情

况下，商业银行给予提供短期资金融通的业务，并以相应的出

口收汇款项作为主要还款来源保障的一种贸易融资业务。

◆   功能特点

1.加快资金周转：卖方在出货后，即可回收资金，加快了

资金周转速度。

2.操作简便易行：相对于流动资金贷款等更为方便。

3.规避汇率风险：通过押汇提前得到融资，可规避远期市

场汇率出现不利的变动，尤其是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下，

出口押汇可以提前将外汇结成人民币。

◆   办理指引

1.出口押汇业务占用同业客户授信额度，同业授信没有规

模的情况下，企业需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

度，缴纳比例请咨询办理银行。

2.客户需与商业银行签订出口押汇业务合同协议，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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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书及信用证项下相关单据。

3.客户需向银行提交贸易相关材料，由银行审核贸易背景

是否真实、合理、有效，是否符合客户经营状况。

4.融资金额应遵循实需原则且与客户应收款金额相匹配，

融资期限应与贸易周期匹配。

◆   实际案例

某药品出口商，采用信用证项下结算方式出口药品到欧

洲，欧洲的进口方为著名的药品经销商，与出口商有长期的稳

定业务往来，信用证规定开证行在海运提单签发日起一个月后

付款。

出口方在扩大生产过程中，需要资金购买原材料，本次出

口量大，资金占用较多，但需要等发货一个月后才能收汇，资

金周转压力大，同时汇率波动也为企业带来风险。

◆   产品方案流程

1.进口方与出口商订立供货合同，采用远期信用证结算方

式。

2.出口商备货、报关、出运货物。

3.出口商向银行申请办理出口押汇业务，与银行签订出口

押汇合同，提交出口押汇业务申请书、信用证项下单据、贸易

背景资料。银行经审批后提供一个月融资。

4.客户办理即期结汇业务。

5.开证行于发货一个月后汇回该笔信用证项下付汇款项，

作为归还其出口押汇的融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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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齐商银行 重庆银行 成都银行

昆仑银行 西安银行 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东亚银行 星展银行 韩亚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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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三：出口发票融资

◆   产品简介

出口发票融资是指出口商采用赊销（O/A）的信用方式在

电汇（T/T）结算方式下向进口商销售货物后，出口商将现在或

将来的基于其与客户（进口商）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

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提供有追索权短期融资的一种金

融服务。

◆   功能特点

1.采用赊销的方式便于出口商拓展国际市场，增加贸易机

会。

2.办理出口发票融资便于出口商提前结汇，规避汇率风

险，并且能加速资金周转。

3.手续简单，融资便利。

◆   办理指引

1.申请企业需有出口经营权，资信良好，有长期稳定的出

口业务和真实的贸易背景，出口商业单据必须通过银行提交给

进口商，并在商业发票上注明该货款已让渡给银行，银行对出

口商保留追索权。

2.出口商应提交出口贸易合同，合同中不含有禁止转让应

收账款债权的条款。

3.应收账款债权不存在任何瑕疵，该债权真实、合法、有

效。融资金额一般不超过发票金额的80%，融资的期限为出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F%91%E7%A5%A8/18359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8F%A3%E5%95%86/46474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0%E5%94%AE%E8%B4%A7%E7%89%A9/68287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8%B4%A6%E6%AC%BE%E8%BD%AC%E8%AE%A9/67884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BD%E7%B4%A2%E6%9D%83/19935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D%E6%9C%9F%E8%9E%8D%E8%B5%84/107713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F%A3%E7%BB%8F%E8%90%A5%E6%9D%83/7605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D%95%E6%8D%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8F%A3%E5%9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F%91%E7%A5%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9%E6%B8%A1/86876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F%A3%E5%9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F%A3%E5%9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F%A3%E8%B4%B8%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0%BA%E6%9D%83/675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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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的实际放款期限，一般不超过90天，特殊情况下不超

过180天。

4.企业需缴纳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比例请咨

询办理银行。

◆   实际案例

A公司的出口业务中较大比例采用赊销（O/A）结算方式，

收款账期为50-70天。近期，因国际市场汇率波动较大，A公司

担心汇率变动造成后期出口收汇结汇价格变动过大，影响公司

整体财务成本。同时，公司流动资金出现缺口，因此，A公司

希望尽快锁定未来收汇价格提前收汇。

银行向该公司推荐了出口发票融资业务，A公司向银行提

交了贸易合同、商业发票、运输单据副本等出口商业单据后，

银行为客户发放了最高发票面值80%的融资款。

通过以上融资业务，客户A可通过较为便捷的手续，尽快

从银行取得流动资金支持，实现远期出口应收账款变现，同时

提前结汇，锁定汇率，有效规避未来的汇率风险。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恒丰银行 渤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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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商银行 重庆银行 昆仑银行 西安银行

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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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四：出口订单融资

◆   产品简介

出口订单融资业务，是指卖方出口商收到买方有效订单或

贸易合同、协议后，向银行申请短期资金融资，用于订单项下

原材料或商品采购、加工、生产及储运等，并以出口销售回笼

款项归还银行融资款项的业务。“出口”，包括出口至境外，

也包括出口至境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

特殊经济区域，以及深加工结转中的转出业务。

◆   功能特点

1.为出口商提供资金融通，为出口企业生产备货提供资金

融通，缓解出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2.通过提前结汇规避汇率风险，帮助供应商扩大贸易机

会，减少资金占用。

◆   办理指引

1.客户准入：货物贸易A类和B类企业，C类企业仅可办理

90天以下（含）的业务。

2.订单需真实有效，订单中无明显对出口方履约不利的条

款，且订单采购商品/服务属于出口商主营范围；订单对货物规

格/品质条款、检验条款、支付方式、纠纷解决方式等条款原则

上应有明确规定，有明确的付款日期或可推算付款日期。

3.企业需缴纳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比例请咨

询办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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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融资金额一般不超过发票金额的80%。

◆   实际案例

客户HM有稳定长期大额出口订单，客户有较多出口收汇并

且以外币现汇留存。伴随人民币持续升值，客户账面上的外币

资产损失较大。分行将人民币流贷方案改为外币订单融资结汇

方案，客户HM提用外币订单融资并结汇成人民币使用，外币融

资利率低于人民币流贷利率，不仅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且

结汇汇率处于较高点，将未来收汇提前结汇，规避汇率风险。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恒丰银行 渤海银行

齐商银行 重庆银行 昆仑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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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五：出口托收融资

◆   产品简介

出口托收融资是指在托收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

A）方式下，出口商委托银行向进口商托收货款，因出口未收

汇而形成了短期流动资金需求，银行为出票人办理的资金融通

业务。

◆   功能特点

是指出口商在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托收行发放

低于托收金额的贷款，等待到期日还款，缓解出口企业流动资

金压力。在本国货币有升值趋势的情况下，可起到规避汇率风

险的目的。

◆   办理指引

1.适用对象为具有法人资格和进出口经营权，财务、经营

等状况正常，资信良好，采用托收方式结算的出口商。

2.企业需缴纳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比例请咨

询办理银行。

3.融资金额一般不超过出口发票金额的80%。

◆   实际案例

2020年8月10日，F企业按其贸易合同约定采用跟单托收结

算方式，向出口地B银行递交了全套价值200万美元的单据，并

申请办理出口托收融资业务，具体付款方式是D/A.30天，B银行

审核后同意为其办理1个月的出口托收融资业务，融资金额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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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额的80%，F企业收到B银行发放的融资款后选择了即期结

汇，提前锁定未来的收汇价格。B银行30天后收到代收行汇回

的货款，作为融资还款。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恒丰银行

渤海银行 齐商银行 重庆银行 成都银行

西安银行 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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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六：出口风险参与

◆   产品简介

出口风险参与业务是指在出口结算业务项下，银行应客户

的申请，在出口商履行出口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后，经银行审

查同意后，将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银行承付、议付或受让应

收账款后，由银行在二级市场上将获取的申请人出口项下相关

票据/单据/应收账款权利转让给风险参与商，由风险参与商进

行风险参与并出资的业务。

◆   功能特点

1.为出口商提供资金融通，缓解出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2.通过提前结汇规避汇率风险，帮助供应商扩大贸易机

会，减少资金占用。

3.优化风险出让行贸易融资风险构成，分散、转移和降低

风险。

◆   办理指引

1.请人具有法人资格和进出口经营权，财务、经营等状况

正常，资信良好。

2.发票内容应与合同相符合并注明发票转让条款。避免客

户反复使用同一份提单或出口报关单，多次叙做风险参与业务

的情况。.

3.企业需缴纳保证金或占用银行授信额度，缴纳比例请咨

询办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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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案例

国内A公司与美国进口商B公司签订一笔金额为300万美元

的果汁出口合同，出口结算采用的方式为托收，出口商A公司

将应收账款债权直接转让给境内银行C可受理的海外机构，在

境内银行C承担保付责任的前提下，海外机构基于应收账款债

权或信用证收款权利直接为出口商提供非买断型融资。到期

后，美国进口商B偿还融资款项。

◆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浙商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齐商银行 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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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七：福费廷

◆   产品简介

福费廷是指银行从基础贸易项下卖方客户处无追索权地买

入贸易项下债权，以帮助客户即期收款，同时规避债务人信用

风险和国家（或地区）风险的一级市场福费廷业务。通常该债

权已由金融机构承兑/承付/保付。

◆   功能特点

1.终局性融资便利：福费廷是一种无追索权的贸易融资便

利，一旦取得融资款项，就不必再对债务人偿债与否负责，同

时不占用客户在银行的授信额度。

2.改善现金流量：将远期收款变为当期现金流入，有利于

改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从而避免资金占压，进一步提高筹

资能力。

3.节约管理费用：不再承担资产管理和应收帐款回收的工

作及费用，从而大大降低管理费用。

4.提前办理退税：办理福费廷业务后可立即办理外汇核销

及出口退税手续；

5.规避各类风险：叙做福费廷业务后，不再承担远期收款

可能产生的利率、汇率、信用以及国家等方面的风险；

6.增加贸易机会：能以延期付款的条件促成与进口商的交

易，避免了因进口商资金紧缺无法开展贸易的局面；

7.实现价格转移：可以提前了解包买商的报价并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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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转移到价格中去，从而规避融资成本。

◆   办理指引

适用对象为有进出口经营权，采用远期信用证方式结算的

出口商。客户须经营情况正常，与买方已建立稳定良好的业务

合作关系，无贸易欺诈等不良记录，信用证项下贸易背景真实

且合法合规。若基础交易下买卖双方为关联企业，需严格核实

合理原因并确保贸易背景真实合规；加强业务贸易背景审核，

确保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   实际案例

国内某出口商A公司与英国某进口商B公司签订一批出口货

物合同，商品为纺织品，无需出口批文，金额100万英镑，约定

结算方式为B/L后180天远期信用证。A公司通过其开户行C银行

向开证行D银行提交单据。

3月10日，开证行D银行发来承兑电，承兑到期日为8月28

日。

A公司流动资金紧张，且因英镑汇率远期看跌，该公司也

有提前收汇结算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于是向C银行申请办理

褔费廷业务。C.银行遂按照展业规范审核其相关材料，为其办

理了褔费廷业务。

8月28日，C银行收到开证行D银行该笔信用证项下付汇款

项，归还其褔费廷融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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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办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 广发银行 华夏银行 恒丰银行

齐商银行 重庆银行 西安银行 长安银行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星展银行 东亚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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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陕西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自律机制成员单位名单

银行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国家开发银行
陕西省分行

李   冰
楚   珺
关   清

029-88437344
029-88737173

中国进出口银行
陕西省分行

张晓雨
牛   哲
于   静

029-65636303
029-68681859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陕西省分行

谢   鹏 牟   琨 18891998168

中国工商银行
陕西省分行

张瑞琦
赵   飞
姜   乐

029-87602203

中国农业银行
陕西省分行

张   勇 邱伟祥 029-88990975

中国银行
陕西省分行

张   锐
徐雨慧

王   叶
刘   倩

029-89592535
029-89592359

中国建设银行
陕西省分行

敬小明
延步青
李海军

029-87606634
029-87606429

交通银行
陕西省分行

李东霞
李   远
王   娟

029-87653171
029-8765335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陕西省分行

何光辉 张   婷
029-89580495
029-89580501

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高   炬 赵   晶 029-89320235

光大银行西安分行 吴   珍 孙碧澄 029-87236129

华夏银行西安分行 张沁怡 冯   迪 029-85563745

平安银行西安分行 王伊我 王泽宇 18710579411

招商银行西安分行 钱   芳
张   扬
李少丹

13022859697
1372065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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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浦发银行西安分行 吴剑寒 张雨茜 029-63603109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薛   卓
申   莉
李   洋

029-87437025
029-87482988-298257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杨   波 关   健 029-61827487

恒丰银行西安分行 晏   君
周小闪
翟璐璐

029-63360102

浙商银行西安分行 张译元
南   洋
廉   子

029-61830242
029-61830246

广发银行西安分行 王   博 罗   岳 029-89568651

渤海银行西安分行 范培新 刘   钊 029-65620986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王   悦
武   洁
权   洁

029-61828861
029-61828862

宁夏银行西安分行 马丽云 武鹏飞
029-68686926
18691091063

齐商银行西安分行 宋   东 江   楠 029-61818157

昆仑银行西安分行 刘   毅 高   倩 029-86265904

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张   弛 赵亚莉 88195666-6805

成都银行西安分行 薛   兰
张   敏
左   兴

029-63399167
029-63399185

西安银行 李培林 吉   喆 029-88992245
18591880526



·48·

汇率避险及贸易融资产品手册

银行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长安银行 罗颖舟 王路元 13227025092

汇丰银行西安分行 熊云静 周   倩
029-68511650
029-68511651

东亚银行西安分行 王   瑜 陈茂格
029-87651188-8924 
029-87651188-8620

渣打银行西安分行 侯延放 李   轩 029-63355719

韩亚银行西安分行 李   娜 李   娜 029-81771111-8008

星展银行西安分行
叶章伟
彭科琳

叶章伟
彭科琳

021-38968580
023-68484658

富邦华一银行
西安分行

郝   佳 胡寅寅 029-656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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