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
报

财富汇

2022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责编：杨忠升 美编：宋林 审读：李伟

假如您在投资理财方面遇到难题，
与相关金融机构产生纠纷，
或者遭
遇理财骗局等闹心事，
均可以拨打早报热线电话 82888000 投诉，
早报记
者将尽力帮您协调解决难题。您也可来电讲述理财故事，
提供线索。

年前 手里欧元怎么办？

美元指数持续走强趋势难改 闲余欧元建议逢高分批换回人民币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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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遇难题速拨热线 82888000

欧元兑美元汇率年 K 线走势图

意外年年有，今年有点多。外汇市场的货
币贬值让人大跌眼镜，欧元兑美元前不久居然
最低跌破 1：1，为 20 年来首次。也就是说，1 欧
元只能兑换 1 美元了。市民郑女士近日提出自
自己关注的问题：前几年欧元兑人民币汇率 7.8
时兑换的 3000 欧元该怎么办？

欧元贬值速度有点快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欧元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诞生至今，已有 23 年历史。2002 年是欧元正
式进入欧洲流通的第一年，当年因为许多人看
好欧盟的前景，欧元也被看好。近 20 年来，英
镑、欧元一直比美元贵一些。
从欧元兑美元汇率年 K 线走势图上看，真
是跌宕起伏。2000 年和 2001 年，欧元曾经一度
分别贬值到当年最低点 0.8220、0.8347，2002 年
贬值的最低点为 0.8560，这个低谷期恰逢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膨胀。上一次欧元兑美元位
于平价水平的时间在 2002 年 11 月。自 2002 年
底到 2008 年，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欧元兑美
元保持升值的趋势，一度达到 1.6 的历史最高
点。不过，自 2010 年至 2016 年，欧元转为贬值
趋势，低点为 2016 年创下的 1.035。而 2017 年
欧元升值了 14%，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小幅贬
值，2020 年升值了 8.93%，但 2021 年贬值 6.94%，
2022 年过了半年贬值幅度已经超过 10%。也就
是说，今年欧元的贬值速度有所加快，时隔 20
年之后欧元又跌到与美元同价了。

手里的欧元怎么办？
近期欧元的较快贬值对持有者而言，感觉
不太友好了。市民郑女士告诉记者，她在 2018
年到欧洲旅游时兑换过 1 万欧元，当年是花了
7.80 元人民币兑换 1 欧元。游玩结束回国后手
里还剩余 3000 欧元，当时想着这欧元有升值的
可能，就没换回人民币放在银行里存着了。没
想到现在汇率跌到 6.8 元左右人民币兑换 1 欧
元了，账面上已经亏损了 3000 元人民币。
“ 我想
请教一下专家理财师，手里这 3000 欧元应该兑
换成人民币呢，还是继续持有？”郑女士求助说。
记者查看了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年 K 线走势
图，发现欧元很牛气的时候是 2008 年、2009 年，
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为 8.5-10.3，此时
欧元比美元贵不少。自 2010 年至 2015 年，欧元
贬值幅度较大，最低点达到 6.51。自 2016 年至
2020 年，欧元转为升值趋势，高点一度达到 8.3，
而 近 两 年 欧 元 兑 人 民 币 连 续 贬 值 ，低 点 已 达
6.72 附近，近期反弹至 6.90 左右。
对于郑女士的问题，中行市南支行理财经
理岳女士表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应明确郑
女士的真实需求。如果只是为了持有欧元靠升
值获利，建议逢高点分次结汇，兑换成人民币再
投资，止损求利；如果是用于孩子留学费用，或

在欧洲以后有付汇业务，就要比较欧洲存款利率
和国内欧元存款利率孰高孰低，哪里利率高就存
放在哪里。而市民李先生近期从欧元贬值当中受
益了。他的儿子在意大利上大学，每年得准备两
三万欧元学费。上个月李先生兑换了一万欧元
（汇率 7.1 左右），发现比去年 6 月（汇率 7.7 左右）
省下近 6000 元人民币，这让他负担减轻不少，他
准备近期再分批兑换一些备用。

美元持续走强其他货币贬值
众所周知，
欧元自 1999年诞生时就被视为美元
霸权的最大对手。23年来，
欧元走势虽然有起有伏，
但大体维持对美元的强势。如今，
20 年来首次上演
“美元强势、
欧元弱势”
的逆转一幕，
这意味着什么？
任职建行金融市场部的经济学博士张涛认
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就持续走强，过去的
12 个月，美元指数由 90 一路上行至 109 上方，累
计涨幅超过 20%。而美元指数作为一篮子货币指
数，
反映的是美元与其他货币比价的综合情况。目前
美元指数中的非美货币权重依次为：
欧元 57.6%、
日
元 13.6%、
英镑 11.9%、
加拿大元 9.1%、
瑞典克朗 4.2%
和瑞士法郎 3.6%。因此，
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等同
于欧元、
日元、
英镑等货币兑美元汇价的持续贬值。
比如，
欧元由1.25贬值至1以下，
日元由100贬值至近
140附近，
英镑则由1.42上方贬值至1.2下方。
张涛表示，欧元、日元、英镑等之所以贬值，在
于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利率落后通胀的情况更为严
重。同时，美元走强有助于美国平抑输入性通胀
压力，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情绪的调整也会推动美
元走强。截至目前，美元还在走强的过程当中。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欧元
此番贬值固然有内外因素，但是美国明显是重要
推手。从当前欧元区所处环境看，欧元贬值显然
对欧元不利。经济衰退预期已出现，利率又跟美
元相差悬殊，区域内还面对俄乌冲突的威胁，在此
背景下，货币保持稳定甚至上扬才是有利的。但
恰恰在此时，欧元对美元跌至平价，美元却持续走
强。在谭雅玲看来，美元贬值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无法直接让货币贬值，因
为通胀高位运行，外界对加息预期很强，就业指标
很乐观，消费也没完全下滑，所以美国就大胆“剑
走偏锋”升值，结果欧元等其他货币就只能跟着贬
值。这也符合美国希望维持美元霸权、削弱欧元
实力的长期战略。谭雅玲判断，欧元仍会反弹。
因为从经济基本面看，欧元还是获得支撑的。
“而
且，欧元本轮贬值不乏是美国刻意使用的手法，即
先把欧元打下来，再让欧元弹上去，最终目的是有
利于美元贬值。”谭雅玲说。
谭雅玲还提醒投资者，欧元跌至与美元等价
是美欧货币竞争态势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显示
未来美元地位、
影响与对格局的控制预计会进一步
强化。第三季度开启之初，
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市场未来需要防范美元从升值到贬值过程可能引
发的风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忠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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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价重返百元

早报 8 月 4 日讯 近期国内 A 股市场
震荡回调，青岛板块个股多数跟随大盘波
动，令人欣喜的是青岛啤酒股价重返百元之
上，坚守着“股王”宝座。
由于近期 A 股震荡回调，青岛板块多数
公司股价同步回落表现一般，本周表现较为
强势的有青岛啤酒、云路股份、青岛双星、国
林科技、国恩股份、软控股份、森麒麟、征和
工业和海泰新光等。除了青啤重返百元之
外，云路股份本周一度摸高 104 元，青岛双
星走出三连板均让人对上市青企刮目相看。
近期数十家上市青企披露了 2022 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其中至少 9 家公司上半年预
喜，尤其是海信视像、伟隆股份、征和工业和
东方铁塔净利实现大幅增长。也有威奥股
份、鼎信通讯等公司预告上半年亏损。
此外，深市上市公司国新健康近日发布
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注册地
由海南海口正式迁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因
此青岛再添一家上市公司，境内上市青企总
数达到 60 家。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忠升）

青岛银行落地电子保理业务

早报 8 月 4 日讯 青岛银行前不久落
地全国首笔电子保理业务，这为银行支持
中小企业保理融资、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
资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据悉，青岛银行此次落地的首笔电子
保理业务是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的保理融
资，一方面，基于小微企业所在产业链的特
点，实现核心企业优质信用的延伸，以信用
方式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了保理融资支
持；另一方面，该小微企业客户也是青岛银
行推出的定制化商超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受
益客户。通过落地该业务方案，青岛银行
将根据商超企业未来发展布局，逐步打开
蔬菜、禽蛋、水产等供应商属农户、农产品
加工、农业科技等企业，支持农村就业，助
力乡村振兴，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孙月红)

我市存贷款余额突破5万亿

早报 8 月 4 日讯 今年上半年，青岛银
行机构聚焦助企纾困，全力以赴加大贷款
投放，努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多项金融
指标取得新突破，全市存贷款余额合计突
破 5 万亿，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营
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6 月末，全市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 26018 亿元，比年初增加 1929
亿元；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4697 亿元，比
年 初 增 加 2322 亿 元 。 存 贷 款 余 额 合 计
5.07 万亿，突破 5 万亿元大关，标志着青岛
金融体量再上新台阶。6 月末，全市制造
业贷款余额 3114 亿元，比年初增加 322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12 亿 元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16.67% ，增 速 比 各 项 贷 款 高 4.74 个 百 分
点。6 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03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2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27.2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5.28 个百分
点。普惠小微贷款客户突破 25 万户，达到
25.6 万户，半年新增 2.7 万户，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6 月末，全市居民存款余额 10313
亿元，同比增长 14.38%，比年初增加 1160
亿元，同比多增 302 亿元；全市非金融企业
存款余额 10030 亿元，同比增长 14%，比年
初增加 1180 亿元，同比多增 467 亿元。居
民和企业存款双双突破万亿，为居民消费
和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资金储备。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