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1万欧元比去年省1 . 6万人民币

欧欧元元暴暴跌跌，，赴赴欧欧扫扫货货省省大大发发了了

航空公司

有较大汇兑损失

欧洲央行推出全面量化宽松
计划，隔夜国际汇市美元价格大幅
上涨。

由于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
飞机、燃油，而结算货币主要是美
元，所以去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
的贬值使得航空公司要承受较大
的汇兑损失，进而影响航空公司
整体业绩。据了解，去年上半年，
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约为2 . 5%

左右。
2014年半年报显示，南方航

空虽然营业收入同比上升9 . 15%，
但 人 民 币 贬 值 导 致 汇 兑 损 失
10 . 52亿元，从而上半年公司净亏
损10 . 18亿元；中国国航也受汇率
拖累导致增收不增利的局面，公
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7 . 11%，但
汇兑净损失为7 . 21亿元，同比减
少8 . 4亿元，导致净利润同比下滑
57 . 60%。此外，去年上半年，东方
航空汇兑损失6 . 6亿元，海南航空
汇兑损失3 . 37亿元。

而针对如何减少汇兑损失，上
述航企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受金
融杠杆的高风险、国家有关部门管
理较严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尚未能
有效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汇率变
动带来的损失。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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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计划
（QE)的前后时间段，国际汇市巨
幅振荡，原油与黄金市场也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机构看
多情绪浓厚、市场避险需求上升，
金价显示出了较强的抗跌性，冲
高回落后再走高，上周五傍晚仍
在1295美元/盎司附近位置。

上周四，由于市场预期欧
洲央行推出QE ,导致看涨美元
的势头再起，国际金价在此影
响下冲高回落；但到了上周四
晚间，由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市场避险需求抵消了美元走高
对于黄金市场的打击，金价一
度再次跃过了 1 3 0 0美元大关。
并且，以欧元计算价格的黄金，
刷新了2年最新价。

受避险需求与金价带动，国
际白银价格1月取得30多年最佳
开局；本月，白银价格上涨了
15%；过去三周，美股白银ETF均
出现上扬走势，机构统计的基金
经理“看涨情绪”指标，则创下了
2014年8月以来的新高。

金价技术面依然走强，但是
否能在长线“熊市”中成行，依然
要看近几日的美国经济数据。上
周国际黄金ETF的持金量依然在
流出，不建议过分乐观看待中线
后市。

据广州日报

金价抗跌

白银月内涨15%

德专家预测，明年底美元欧元一个价

从2014年5月以来，欧元对人民币便
开始呈现贬值态势，进入年底之后，跌幅
更是驶入快车道。最近一个交易日（1月
23日）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中
间价为1欧元兑6 . 9795元人民币，较上个
交易日7 . 1204下调了1409个基点，幅度
达到1 . 98%，创2011年11月以来的最大
单日跌幅。

查询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欧元对人
民币的中间价自去年 5月 7日攀升至
8 . 58元的高位后，一路向下持续走贬，
去年圣诞节期间到了1：7 . 5左右。而目
前跌破1：7之后，8个多月来的跌幅已接

近19%。也就是说，去年5月份兑换1万欧
元需要85800元人民币，而目前兑换同样
的欧元则只需要7万元人民币，减少了将
近1 . 6万元人民币。

据报道，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
学家斯洛克预计，在美国经济走强、欧元
区增长疲弱等因素作用下，到明年年底，
欧元兑美元将跌至1:1，即欧元和美元将
成为等价货币。

据新华社报道，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表示，欧洲央行购债计划将刺激欧洲经
济，有助于中国出口，对人民币也会形成
上行压力。

春节后赴欧更划算，机票就能省千元

“2008年，若你想住在希腊圣托里尼
岛的山崖旅馆里，需要每晚支付约150欧
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而昨天，你只
需为此花费1092元。”一份欧洲自助游产
品的介绍这样写道，这家希腊旅馆并没
有降价，只是欧元的贬值让国内消费者
去欧洲旅游的成本更低了。

记者从济南多家旅行社了解到，由
于赴欧旅游办理申请签证需提交的资料
相对较多，审核要求严格，整体办理的时
间较长，一般游客要至少提前30天报名，
因此春节期间赴欧游的团队大多已经报
满。

“欧元贬值对我们报价会有一定的
影响，而且现在属于欧洲的旅游淡季，相
比暑假来说，春节后的报价差不多能便
宜一成左右，那个时候去是很合算的。”
一位驻济旅行社欧美部负责人介绍，春
节期间并不是欧洲当地的旅游会展旺
季，机票、酒店等旅游资源采购价格较其
它出境游板块更稳定，甚至较暑假期间
出游更便宜。“赴欧跟团游的价格相对比
较稳定，降价空间也有限。自助游游客应
该对汇率的变化感受更为明显，节后淡
季和汇率的影响一叠加，光往返机票就
能省出至少1000元人民币来。”

本报记者 张頔

代购纷纷打折，留学一年省两万

前段时间卢布暴跌，让不少奢侈品
品牌在俄罗斯的店面遭到了“扫店抢
购”。虽然目前欧元贬值的态势还没有卢
布那么极端，但在海淘圈子里，不少卖家
已经开始降价促销了。

“周末我刚下了一批奶粉订单，快的
话估计春节前就能到货，价格上已经打
九折了。”济南市民梁璐在业余时间里会
通过微信、海淘网站做一些海外代购生
意。梁璐说，大家都知道最近欧元汇率下
跌，打折后自己的代购利润也不会削减。

在海淘圈里，奶粉的单价不是很高，
汇率贬值带来的变化还不是很明显。梁
璐去年4月份曾帮朋友从德国买过一个
安全座椅，当时加上运费大约要300欧
元，按照1：8 . 4左右的汇率，花了大约

2500元人民币，但如果现在再去买这个
座椅，按照1：7的汇率，就只需要付出
2100元人民币，能省出来400元。所以目
前她在帮别人买奶粉时，总是会问问是
否还需要安全座椅这样的大件商品。

在一些专门的海淘网站上，也能看
到不少打折促销的信息。比如一款意大
利braccialini品牌的手提包，在欧洲市场
标价505欧元，在海淘网站上圣诞节期间
的折扣价是3600元人民币，而目前已经
降到了3000元人民币。

如果在荷兰留学，一年下来学费、生
活费共需1 . 7万欧元，以目前的汇率计
算，约合12万元人民币，而在去年同期，
则需要14万元人民币，相差了2万元人民
币。

“美洲一只蝴蝶扇扇翅膀尚可影响到万里之外的天气，更何况欧版QE。”受
欧洲央行宣布实施全面量化宽松计划影响，近日欧元对世界各国主要货币汇率
持续走低，欧元对人民币更是首次跌至7 . 0以下，喜爱欧洲产品的不少中国人也
有了赴欧扫货和血拼海淘的打算，看来扫货潮要从俄罗斯蔓延到欧洲大陆了。

欧欧元元仍仍有有下下行行空空间间
美美元元指指数数继继续续上上行行

欧洲央行２２日宣布欧元区逾１万亿
欧元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以应对区域内
持续的通缩压力并促进经济复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欧
洲央行的新一版量化宽松政策加上美国
量化宽松政策正常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
推动美元汇率的走强，从而可能会对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形成下行压力。

潘功胜还认为，欧洲央行的新一版
量化宽松政策所提供的大量流动性毫无
疑问会产生溢出效应，而美元汇率的走
强又会带动资金回流美国，增强全球未
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

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外汇分析师戴伟
愉表示，“瑞士央行做出瑞郎脱钩欧元的

决定也反映出其他央行对于欧元未来走
势的不信任，不排除欧洲其他国家甚至
是全球其他央行减持欧元，而且在逻辑
上减持也是合情合理的，欧元也会受到
一定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分析，欧美、
日本都相继继续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
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升值，人民币的升值
对国内出口来说是增加压力的，不利于
我们的商品出口。建议有关部门采取相
应对策，对于实体经济要加大扶持力度，
保证实体经济的成本不要继续上涨。同
时，对于出口的支持要加强，增强我国商
品的竞争力。

据新华社、财新

专家分析

代购圈疯了

万元LV包包便宜近2000块

一款LV包包，官网标价1170欧

元。一年前，是人民币9945元，现在

是8190元。

一款售价1200欧元的阿玛尼西

装，如果在欧洲购买，去年5月需要花

人民币约1万元，而现在只需要8200
多元。

一款1003欧元的braccialini手提

包，目前购买相比去年 5月便宜近

1400元人民币。

代购商提醒：奢侈品的价格是随
着供需变化而变化的，买的人多了，自
然要涨价，而且涨价幅度往往高于汇
率跌幅。所以想要扫货的消费者，最好
在涨价前出手。

留学生悔了

妈妈我不该那么早出国

如果在荷兰留学，每年学费在1万

欧元左右，生活费每月大约需要600
欧元，一年下来共需1 . 7万欧元，以目

前的汇率计算，约合12万元人民币，

而在去年同期，则需要14万元人民

币，相差了2万元人民币。

欧洲某家商学院的学费是每年

13950欧元，一年前，这是人民币

1 1 8 5 7 5 元 。现 在 ，这 是 人 民 币

97650。

网友戏称：“妈妈我对不起你，我
不该那么早出来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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