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年来，各国货币当中，跌

幅最大的无疑是卢布了。 自去年

10月以来， 俄罗斯国内经济低迷

加上原油价格不断下跌， 卢布对

人民币也一路走跌。

按照上周五中国银行公布的

购汇牌价，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约

9.02卢布； 而去年同期，1元人民

币仅能兑换5.55卢布。 仅一年时

间，卢布对人民币贬值达62.73%。

卢布汇率的惊人贬值幅度， 意味

着原本只够你一个人去俄罗斯花

的钱， 现在可以带上一个小伙伴

一起花，啥都是“买一送一”。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 以目

前的汇率价格计算， 在俄罗斯

购买当地工艺品、 传统商品比

较优惠， 但大部分奢侈品以及

各类电子产品，可能已经提价，

而俄罗斯机场免税店大多以欧

元标价， 并不能享受到卢布贬

值带来的实惠。

跟着汇率去旅行：

史上最全出境游汇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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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3厘

企业、个人融资常遭遇融资难、

融资贵。 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能

实现30分钟内从45家合作银行中为

客户匹配最合适的融资方式， 银行

贷款利息低至3厘， 最快一天放款。

读者可前往位于金牛区西安中路47

号的快贷中心， 也可拨打热线

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3

厘，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多名客户正听公

司业务主管讲解最新银行政策。据

了解， 合作银行专为快贷中心配备

了放款额度， 能保证顺利放款。同

时， 中心还推出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最低至3厘的贷款利息，品种

有随借随还、5年先息后本， 住宅可

放大150%、商铺可放大100%。中心

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

中设计匹配出最佳贷款方案， 最高

可贷到150%。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需要资金的人如有按揭房、车,

在该中心当天能拿到钱， 最高额度

可达200万元， 且不需做任何抵押。

该中心也可帮助客户获得短期应急

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等特点，最

快半小时放款， 额度最高可达评估

价的100%。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手续简单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

房合同证明和稳定工作凭证， 可享

受由快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

保服务，3天就能拿到贷款。做杂货

生意的周先生希望扩大门店，打通

快贷VIP热线：028-66623666，他当

天下午就凭借按揭车手续贷了30

万元。

快贷专栏

近半个月以来，日元汇率像脱了轨的快车，跌到根本停不下来。6月2日，

100日元兑人民币跌至4.9196元，创下历史最低值；上周五，日元对人民

币汇率依然在“谷底”运行，赴日旅游、购物、留学更加便宜。

然而，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近一年以来，有不少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

汇率大幅贬值。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高峰即将来临，成都商报记者为您梳理了多个

国家货币近一年来对人民币贬值的幅度，看看兑换哪国货币更划算，不妨赶紧花人

民币去玩一圈吧。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去俄罗斯

啥都是

“

买一送一

”

近一年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变化不大。 上周五，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

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6.1181。根

据中国银行的外汇牌价，近

一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

值幅度只有0.81%。

汇率变化不大，再加上

关税，赴美消费并没太多优

惠。苏先生最近准备赴美旅

游， 他查了一下，13英寸的

MACBOOK� PRO价位为

1299美元，再加上美国加州

8.75%的消费税， 也就是

1412.66美元。按6月5日的银

行购汇价格6.2152元来算，

也就是人民币8780元左右，

而与国内苹果官网的9288

元相比，仅便宜508元。

日元对人民币同样也是大幅

贬值。6月2日，100日元兑人民币

跌至4.9196元人民币， 创下历史

最低值。 上周五， 银行购汇价格

（现钞卖出价）100日元兑换人民

币4.9872元； 而去年春节前大约

可兑换6.1219元， 同比贬值了

22.75%。

按照这一汇率变化，携带1万

元人民币赴日旅行， 去年只能兑

换16.33万日元， 而现在可以换

20.05万日元，多出了近4万日元。

此外， 日本为刺激旅游业还实施

了新的免税店制度， 免税商品范

围从家电和服装扩大到化妆品、

食品等各领域土产酒及甜点等地

区特产， 趁着汇率贬值赴日消费

十分合算。

欧元对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贬值幅度颇大。 上周

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中间价为6.8744，而市民购汇价格

也破“7”，1欧元兑换人民币6.9956元。近一年时间以来，

欧元兑人民币跌了22.12%。

仅仅从汇率来看， 欧元区消费相比去年可谓打了个

78折，在国内上万元的名表，因为汇率变化再加上退税可

节省近3000元。此外，除了购买奢侈品划算外，自由行成

本也进一步下降，欧元区酒店、餐饮、机票等更加省钱。

澳元自今年1月破“5”

之后，再度贬值超5%，上周五

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已跌至

4.7186，中国银行澳元购汇牌

价为1澳元兑人民币4.8013

元，较去年已贬值21.39%。这

意味着去年赴澳，兑换1万澳

元需要人民币5.82万元，而现

在只需4.8万多元， 省了1万

元。另外，游客在澳购物还可

享受退税10%，若在同一商店

购物300澳元以上，记得索取

税单证明， 只要离境时购买

时间未超60天， 可在出境海

关办理退税。

近半年来，加元对人民币

汇率逐步贬值， 不仅在今年1

月跌破“5”整数关，贬值幅度

更超15%。

上周五，加元对人民币汇

率的中间价为，1加元兑人民

币4.8953元。实际上，近年来加

元对人民币在持续贬值：近一

个月加元对人民币贬值3.95%，

近半年内贬值8.61%，而近一年

贬值了15.36%。

肖先生的孩子在加拿大

求学，每年生活费、学费约需4

万加元。 按照银行购汇价格

（现汇卖出价）计算，兑换1万

加元约需人民币5.73万元；而

现在兑换，仅需4.97万元。一年

下来，他给孩子的学费可以少

花人民币3万元。

从贬值幅度来看，英镑一年内贬值10%左右。

上周五，按照英镑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英镑兑

人民币9.4212元。别看10%不多，去英国旅游花钱

基数大。按照上周五银行购汇牌价，1万英镑需要

换汇9.53万元，而去年需要换汇10.52万元，人民

币相差近9900元。这意味着，你在伦敦街头探秘

福尔摩斯行踪， 大英博物馆接受艺术熏陶之后，

省下的钱还可以再去一次东南亚。

按照上周五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100韩元兑人民币

0.5571元。较去年同期相比，

韩元贬值了10.03%。 这意味

着，去韩国血拼100万韩元的

化妆品， 去年可能要人民币

6416元，现在只需5831元，省

了585元。

而同为亚洲国家， 按照

上周五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00菲律宾比索兑人民币

13.79元，100新元兑人民币

455.24元。 较去年同期相比，

菲律宾比索对人民币贬值仅

3.5%，新加坡元贬值了8.22%。

泰国是出境游热门目的

地，不过泰铢对人民币汇率贬

值幅度不大。上周五，按照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100泰铢兑

人民币18.37元。近一年来，泰

铢对人民币贬值仅4%。

据泰国旅游部统计，中

国游客在泰国逗留期间平

均每天消费6346泰铢。 按照

外汇牌价计算，这意味着去

年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5天，

原需花费人民币8800元，而

现在需8445元， 少了355元，

省下的钱可以给自己加个

大菜了。

兑1万加元

人民币可省7600元

NO.1：兑加元破“5”

“

最不省油

”

赴美消费优惠不多

NO.5：美元贬值不到1%

现在游英伦还能省个

“

新马泰

”

NO.2：英镑跌10%

到欧洲消费相当于去年的78折

NO.3：兑欧元破“7”

人民币1万元可比

去年多兑近4万日元

NO.7：韩元贬值10%

赴韩买化妆品

今年相当于打9折

NO.9：日元跌22.75%

NO.4：卢布跌62%

NO.8：澳元也破“5”

兑1万澳元

省人民币1万元

NO.6：泰铢贬值4%

去泰国变化不大

剩下钱加道大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