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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赵天奇

欧元创新低 “欧淘” 成新宠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最近谁要去欧洲？”“急求靠

谱欧洲代购……” 最近一段时间，

玫玫的朋友圈经常能看到类似的

动态。 玫玫笑嘻嘻地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

需求， 之前看中一款LV的羊绒围

巾，国内要七千多块，在欧洲买才

三千多块，现在欧元贬值了，相当

于又打了折扣。 我准备买一条当作

自己的新年礼物。 ”

没错， 玫玫就是时下最赶潮流、

购物遍全球的“海淘一族”。玫玫此前

一直美淘、日淘，而近期的欧元汇率贬

值，让玫玫决定把目光放在欧洲。

欧元跌“海淘族”乐

就在前不久， 欧洲央行决定实

行量化宽松(QE)经济政策，宣布欧

元区逾1万亿欧元规模的资产购买

计划，以促进区域内经济复苏。主要

内容是自2015年3月起每月购买

600亿欧元政府与私人债券，预计将

持续至2016年9月底。此次全面量化

宽松计划的规模大于此前市场预期

的每月500亿欧元资产购买计划。

据了解，此消息宣布后，欧元

兑美元汇率当日应声大跌。 根据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汇率中间

价，23日(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宣

布的第二天)，1欧元兑人民币汇率

为6.9795，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409

个基点，一向十分高冷的欧元居然

跌破“7元”大关！

这可让国内的“海淘一族”乐开

了花。 众所周知，一些国际知名的奢

侈品大牌几乎都起源于欧洲，而这些

奢侈品牌一旦进入中国市场，价格就

会“翻一番”甚至更多，让许多像玫

玫一样的80、90后只能“望洋兴叹” 。

“可同样的东西，在欧洲价格就

显得‘亲民’多了，而且有些东西可

能在原产地购买的质量会更好！ ”玫

玫说，尤其是像LV、Hermes这类从

不打折的顶级奢侈品， 赶上欧元贬

值，“欧淘”就更划算了。

在法国留学并身兼代购的杨小

姐也表示，和国内一样，每到新一年

的一月，欧洲也进入“打折季” 。 近

几年来， 随着国人收入和财富的快

速增长， 中国农历春节之前都是自

己代购生意最“红火” 的时候。“其

实今年冬季打折开始时， 欧元兑人

民币的汇率已低至7.2了，现在又跌

破7，我每天都能接到几十单。 ”

而对于欧元汇率未来走势，巴

克莱银行方面称，今年年初，欧元

出现自2009年以来最坏的开局可

能仅仅是个开始，预计到年底欧元

兑美元汇率将跌至1比1，创下10多

年新低。 该报告称，欧洲央行规模

大于预期的债券购买计划，加上美

国相对较高的利率，将对欧元形成

打压。 巴克莱银行预计欧元兑美元

汇率到3月底将跌至1.13， 到6月底

将跌至1.08，到9月底将跌至1.05。

由此看来，国人的“欧淘” 热

或许还将延续好一阵子。

哪些最值得“败”

欧元汇率跌了，哪些东西最值

得“海淘一族” 购买呢？ 首当其冲

的就是 “玫玫们” 中意的奢侈品

牌。 记者发现，欧洲官网上标价950

欧元的一款LV包，2014年5月初折

合人民币大约是8146元（退税前价

格，下同），现在则只需6700多元，

相当于变相打了八折。

除奢侈品包包外，一些奢侈大

牌的手表、首饰也成为国人追捧的

热点。不少海淘族表示，“这些奢侈

品牌在国内标价太高，欧洲价格不

仅低，而且还有汇率优势，相当于

打了八折，相当划算。 ”

其次，就是一些爱美人士钟情的

大牌护肤品，此时在欧洲“败” 的价

格也是相当划算。“比如我平时爱用

的NUXE欧树植物鲜奶霜，之前买一

罐的价格在310元人民币左右， 现在

买还不到240元，反正保质期有三年，

我准备趁着价格合适多囤几罐。 ”

另外， 一些倚靠欧洲奶粉作为

自家宝贝“口粮” 的妈妈们也开始

忙碌起来。一位海淘人士告诉记者，

“我家儿子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喝德

国爱他美奶粉， 最近我熟悉的代购

告诉我这款奶粉比2014年10月份

买的时候便宜，可以囤一些。她说是

因为欧元汇率下跌。 德国直邮只要

188元，以前买都要230元呢。” 这位

代购告诉她， 近期由于欧元汇率大

跌，德淘奶粉也降价了，一度导致德

国大小超市、购物网站的奶粉断货。

因此，想要囤货，还得趁早。

节日转运防“大坑”

尽管“欧淘” 火热，但不少业

内人士还提醒，由于农历春节前后

海淘购物量将剧增， 海淘货品直

邮、 转运回国内的时效都将变慢，

消费者应早作打算。

据了解，临近农历春节，不少

海淘转运公司也纷纷准备开启“春

节模式” ，“海淘一族” 的春节购物

计划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海

淘消费者在2月2日至2月25日这段

时间，从海外购买的商品将遇到派

送延误状况。 另外，消费者春节前

最后一次发货批次所在的转运订

单，需稳妥地确定国内收件地址在

春节前期收件人可收件，以免造成

国内物流配送投递失败而引起不

必要的耽误和损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海淘是种

趋势，随着“海淘一族” 人群日益庞

大，成倍的业务增长让转运公司应接

不暇。这也就造成了“慢慢慢”局面，

消费者应提防踩到“大坑” 。 尤其是

之前一直口碑不错的转运公司，并没

有合理的预测和应对这类问题的预

防手段。 仓库人手不够、客服响应不

及时、飞机舱位不够等，都有可能让

消费者的海淘货品跌入“大坑” ，甚

至诸如货物损坏、丢失等情况也是屡

见不鲜。 消费者遭受损失不说，还会

影响过春节的好心情。

专家和业内人士提醒， 目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涉及

到海淘方面的维权。 消费者在享受

海淘货品优惠价格的同时，也应该

考虑后续维修、维权等问题。

私人色彩搭配师走向大众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郭小姐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中

层管理人员。 临近年底，各种社交

场合不断，她突然发觉自己衣橱中

的衣服已不够用。 公司年会的主题

是古装造型，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

搭配出一套出彩的古装造型？ 升职

后， 郭小姐职场社交圈越来越大，

圈子中常有一些社交酒会和活动，

或许需要准备几件优雅有质感的

小礼服和配饰？ 随着年龄的增长，

郭小姐对服装色彩、质感和材质越

发看重，希望形成适合自己的着装

风格，但平时工作繁忙的郭小姐不

愿意在穿衣风格方面浪费太多金

钱和时间去试错。 为了一次性解决

上述问题，她预约了一位私人色彩

顾问的全套服务。

私人色彩顾问首先通过一系

列详细测试确定郭小姐的色彩和

体型类型，然后为其制订了一整套

服饰色彩搭配方案。 同时色彩顾问

还上门帮助郭小姐清理了衣橱，淘

汰那些并不适合她的衣服，并陪同

郭小姐购物帮助其选择适合她的

服装。 由于该顾问所属的色彩工作

室与郭小姐购买的某国际品牌服

装有合作关系，郭小姐在购买衣物

时还拿到一个较低的折扣。 通过私

人色彩顾问的全套服务，郭小姐找

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穿衣搭配风格，

形象也得到明显提升。

色彩搭配服务进入中国已接近

10年， 起初主要面对高端人士的小

众服务。 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和新

富阶层的崛起，他们在提升着装品位

和形象设计方面有了更高需求，私人

色彩搭配顾问由此开始走向大众。

精准匹配定制方案

近日，一家色彩顾问服务体验

店在深圳高端百货商场益田假日

广场开业。 此前这类色彩顾问公司

一般以工作室形式“埋头” 提供服

务。 这家体验店则直接开到了商

场， 新颖的理论和周到的服务，吸

引不少顾客前去了解体验。

据深圳青卓色彩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叶文青介绍， 与十年前相比，

从事色彩顾问的国内企业引入了国

外更加专业和科学的色彩搭配体系

来服务客户， 如日本的四季色彩理

论 ， 英 国 的 CMB (Color� Me�

Beautiful)理论等，这些理论已在全

球实践中发展多年，目前已形成一套

成熟的科学体系来服务客户，使这些

色彩顾问的服务更加准确可靠。

以青卓色彩为例，这家公司采

用的是CMB理论。 在该理论体系

中，人有六大固有色特征：深、浅、

冷、暖、净、柔。 人分为十二种色彩

类型，深冷型、深暖型、浅冷型、浅

暖型等十二种。 在测试服务环节，

色彩测试解决人穿衣问题中的色

彩问题，风格定位解决人穿衣问题

中的外形问题，身线分析是解决穿

衣时如何扬长避短。

叶文青表示，以自己为例，测试

类型是暖亮型偏深，这显示出她自己

更适合暖色调中较为亮丽的色系，而

且根据自身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判断，

她更适合该色系中的深色。这类颜色

与她的肤色搭配更为和谐，而选择适

合自己的颜色是提升自身形象的第

一步。 私人色彩顾问将通过色彩测

试、风格定位和身线分析为客户指定

出一整套色彩、着装搭配方案。 如果

有需要，私人色彩顾问将上门提供衣

橱整理或陪同购物服务。

男性“更爱” 穿衣打扮

目前色彩顾问服务社会认知度

还有待提高， 加之服务收费水平较

高，因此尽管市场参与者众多，但从

其中赚的“盆满钵满” 的企业还是

极少数。一方面，市场需求还有待开

掘；而另一方面，要想成为一个令客

户认可的色彩服务顾问并不容易。

叶文青表示，公司目前的客户

主要集中于女性职场人士、家庭主

妇及部分男性客户。 令她惊讶的

是，部分男性客户希望通过色彩服

务提升个人形象的需求甚至比女

性客户还要迫切。 她的一位男性客

户是一位事业刚刚处于上升期的

律师。 律师作为专业人士，较其他

职业更为注意职场形象。 这位客户

迫切希望通过色彩服务提升自身

的整体形象，进而为客户传达出专

业、可靠的外在形象，从而有利于

自身积累更多客户。 而另一些男性

客户则以企业高管居多，他们时常

会有一些面对公众及媒体的机会，

因此会着重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色

彩服装搭配事关企业形象，他们一

般会倾向选择购买全套测试及服

装搭配方案。 总的来说，一旦方案

得到认可，男性客户会比女性客户

更加爽快地下单。

或许是基于上述原因， 男性职

场人士存在的服装搭配需求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近期一款名

为“好搭配” 的APP正式上线，这是

一款专为男性提供一整套穿衣搭配

服务的平台。通过该款APP,可以预

约搭配师一对一服务， 为男性客户

制定符合商务、 休闲或正式场合的

服装搭配。 搭配师则通过提供的搭

配服务向客户进行收费。

降准

@投机少爷：央行降准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当下，降

准对实体经济来说是重要利好，对震荡调整的股市来说

也犹如及时雨，有利于大盘蓝筹股引领指数再次反弹。

@老道子： 意外降准对于股市来说， 确实是利好消

息，但这一利好影响有限。降息和降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降低资金成本，而后者是释放流动性。 降准释放的流动性

主要是在银行系统，也会有部分资金流到股市，增加股市

增量资金，但即使受到此种政策利好刺激，股市上涨的反

应也不会太大。 如果节前出现上涨节后就不会再涨了。

@张大伟：从过往历史看，降准与降息是房地产发展

的推进剂，降准基本就代表房价将出现一波上涨。 已明显

企稳升温的楼市， 在降准影响下难免出现暖上加暖现象。

信贷政策松绑通道已开启，楼市将获益最大。 房价难以再

跌，量价齐涨的可能性非常大。

油价

@陈流长： 目前市场供需面和经济面尚未出现显

著改善，而欧佩克仍在寻求增产，伊拉克将在未来几年

继续提升原油产量。同时，全球经济并未出现明显改善，

需求相对疲软，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削弱了原油需

求，所以从市场基本面来看，仍不支持油价持续上扬。

@陈克新：短期看，石油价格并不存在牢固的上行条

件。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毕竟不会一直低迷下去，一两

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会回升，尤其是印度经济增速将追赶中

国，石油需求将非常旺盛。 在资源有限、需求强劲背景下，

未来油价可能回升至每桶

80

美元乃至

100

美元以上。

创业板

@卢龙：创业板今年以来大涨主要是因为在蓝筹股

震荡调整时，小盘股趁机反弹，但更多的是补涨，这也是

市场风格短暂的一种转变。目前创业板整体估值偏高，不

具备持续性走强条件，随着未来主板市场调整告一段落，

预计创业板也将面临较大回调。

@燕杰： 基本面好转是创业板走牛的一个直接推

动力。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队”社保基金对创业板等品

种的深扎，也加快了创业板上涨节奏。目前来看，大资金

仍未大规模转移，给创业板持续上涨奠定了基础，预计

短期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田鸿伟 整理）

贺岁电影“你争我夺” 观众：时间不够钱不够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陈小姐最近对去电影院有点

“犯怵” ：“去年从12月开始，去电影

院很多次，陪父母看《智取威虎山》、

和男朋友一起看《霍比特人3》、《匆

匆那些年》，还有与各种朋友去看了

《微爱之渐入佳境》、《一步之遥》、

《十万个冷笑话》等，感觉累了” 。

但还有一大波电影打着贺岁

的“旗帜” 正在袭来，仅大年初一

就至少有7部新片登场，包括《钟馗

伏魔： 雪妖魔灵》、《天将雄师》、

《狼图腾》、《澳门风云2》和《冲上

云霄》等。“累觉不爱” 之后更是感

叹时间不够用、钱包钱太少。

贺岁电影“车轮战”

打开海上国际影城上海莘庄

店电影排期：2月5日，共上映9部55

场电影， 影片有 《奔跑吧兄弟》、

《霍比特人3》、《智取威虎山》、

《重返20岁》、《熊出没之雪岭熊

风》等。 未来几天则还将上映《死

亡之谜之双鱼玉佩》、《有种你爱

我》、《饥饿游戏3》、《天将雄师》

等。 这个拥有8个放映厅，最大放映

厅可容纳近300人的电影院最近人

气火爆。 在《霍比特人3》首映当

天，连售票处的“黄牛” 胡女士都

赚了不少，她的生意模式是先买一

些时间较好场次的票，选定较好的

位置，“选当天晚上8、9点那几场电

影的每张票加价20元，选好的座位

再加价10元” ，就这样，她的生意还

是相当可以。

而羊年春节期间的贺岁电影

预计将为胡女士带来更多收入。 资

料显示，2月上映的电影有《神探驾

到》、《摩尔庄园3》、《有种你爱

我》、《蜡笔总动员》、《钟馗伏魔：

雪妖魔灵》、《澳门风云2》、《冲上

云霄》等20部华语影片及《饥饿游

戏3》、《超能陆战队》 这两部引进

影片。 其中正月初一（2月19日）上

映的影片就有7部之多。

这么多影片在陈小姐看来根本

没有时间去看，“春节特别是正月

初一， 我个人是不会选择花长时间

去看电影的， 这个节日意味着和亲

友多聚、多逛街、多聊天” 。 而另一

方面，贺岁电影“轮番上阵” 也考验

着观众的“钱包” 。春节期间上映的

不少电影多为数字 3D及 IMAX�

3D。 数据显示，以北京电影票价为

例，一张黄金时间段的3D电影票价

为120元，2D电影票价为80元，团购

非黄金时间段的3D电影票大约为

60元，而2D电影票只需花费40元就

可以购买。 据悉，一部电影，推出3D

模式可以提升1/3票房。 但与此同

时，观众却大呼钱的压力不小。

经济效益可观

贺岁片袭来的背后是可观的

经济效益。 东兴证券研究报告显

示， 内地电影市场2015年第二周

（1月12日—1月18日）总票房约为

4.4亿元。 其中，《重返20岁》以1.2

亿元夺冠，票房已累计近3亿元，力

压好莱坞大片《第七子》、《博物馆

奇妙夜》。 而此前元旦小长假期间

（1月1日-1月3日） 国内电影市场

单日票房分别为1.8亿元、1.6亿元

和1.1亿元，三日总票房达4.5亿元，

与2014年同期相比上涨80%。 统计

显示，今年1月，我国影市迎来了开

门红， 月度票房达到25.68亿元，同

比增长34%，这一成绩比2014年12

月贺岁档的24.65亿元还要高。近期

上市的万达院线业绩公告则显示，

2014年公司全年票房收入42.1亿

元，同比增长33.1%，2015年1月，公

司实现票房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

44.1%。

贺岁电影票房火爆的同时也

将带来周边产品和服务走热。 近

日， 百度钱包宣布进军电影票市

场，在电影票市场抢占移动支付先

机。 而BAT（百度、阿里巴巴、腾

讯） 中的其他两家也各有招数，淘

宝电影打出19.9元“超前预售” ，提

前售卖春节、 情人节档期的电影

票； 微信电影则推出188元电影套

票。 此外，美团电影还推出9.9元电

影票， 持续走低价开拓市场路线；

格瓦拉则上线18元预售《狼图腾》

活动。据悉，2013年，国内在线售票

市场规模已达到40亿元左右，未来

三年，在线售票市场的整体份额或

将超过国内电影总票房市场的

50%，这样的市场值得众多行业公

司布局。

而2014年影视业中的一大看

点是各大互联网企业发力进军影

视业。 其中，阿里巴巴以62亿港元

注资文化中国，收购文化中国60%

股权，更名为阿里影业；腾讯举办

“为虎添翼， 腾讯视频牵手电影产

业战略” 发布会，宣布多部电影的

拍摄计划等。 互联网巨头从影视制

作到院线发布等产业环节抢食的

势头明显，未来的贺岁电影市场或

将出现互联网巨头分去 “大块蛋

糕”情况。

降准后如何布局

降准给多单带来机会 本周三收盘后， 央行突然

宣布降准， 扰乱空头计划的同时， 也给多单带来了机

会。 一来，央行通过降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

贬值所引发的资本外流压力； 二来借助降准来调节市

场流动性问题，或多或少会改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加

快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 三来能起到对冲近期股市

新股申购的压力， 为即将迎来的春节长假带来可预期

的流动性补充。

央行时隔32个月后首次普遍降准， 是否能像2014

年11月降息那样再度牵起蓝筹股疯狂升浪？ 包括券商

版块在内的众多蓝筹股，大多已形成疯狂上涨过后的顶

部，这个后遗症不可能在短期顺利解决。但在春节前，依

旧对市场维持相对乐观看法。上证指数通过一些个股拉

抬，冲破3406点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蓝筹股短期内或将

出现一波上涨行情。 （碧海悠悠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0B7FD00E1DE9DDBFF.html

）

大盘有望探底反弹 在降准背景下， 大盘随时爆

发可期，后市关注量能变化值。 技术面上，不排除短线

大盘快速上攻回补缺口，上方关注3250点压力，下方

观察3000点左右支撑。 操作上，近期调整充分、业绩大

增与政策利好的小盘股逆势腾飞， 如互联网金融概

念，龙头东方财富再次冲击涨停板；又如高送转与

政策利好于一身的拓尔思，也迎来爆发行情，股价

短期内已暴涨80%， 奋达科技也强势暴涨达60%，

充分说明主力对小盘题材股的宠爱。 因此，在量能

导致市场风格变化之际，应踏准市场节奏，对符合

国家战略级别、 高送转、 业绩大增与主力建仓的个

股，可大胆调仓换入。（Laakp� �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6995800E1DC61ACEE.html

）

三类股有望领涨后市 投资机会方面，市场集中释

放利空后，短期市场有望止跌企稳，加上降准利好急发，

投资者可跟随主力布局以下三类股：一是低估值、低价，

且有改革利好的蓝筹股始终是增量资金的首选， 本次调

整时已出现明显主力大举扫货之势；二是时间题材，如年

报周期（如意集团、中化国际等逆势走强），如春节题材，

交运、消费等也都走出了不错行情，因此，对有主力深度

介入，且前期调整充分的个股，可大胆逢低布局；三是对

具有国家战略级别且利好未兑现的题材，类似“一带一

路” ，自贸区（山东、东北等）等都是重点。 （拉普

http://

blog.cs.com.cn/a/01010006995800E1D561ACEF.html

）

规避风险可安心做多 央行突发降准，但实际上市

场诸多风险也是存在的。 只有规避这些风险要素，才能

坚定做多，把握红2月和春节攻势。

近期行情让很多股民感到纠结，其实，红2月行情还

是可以期待的， 尤其是市场经历1月诸多利空冲击之

后，依然运行于3000点-3400点区间，这足以说明行情

强势。 当然市场诸多风险也是存在。 首先是来自于管理

层对资金杠杆的调控， 之前市场疯牛就是源于资金杠

杆，那么如今资金杠杆降低，那么就要对前期大幅炒作

品种给予减仓，其很难出现原有的逼空走势。其次，市场

基本消化利空冲击， 春节前市场最大冲击还是新股申

购，但这并不影响春节红包行情，反而由于新股申购资

金回流带来新的炒作节点；最后是年报中业绩地雷和个

股黑天鹅，股民积极规避。

整体上，大盘长期趋势不改，只是短期内存在震荡

整理需求。后市大盘若想刷新2009年的3478点新高，就

不能再靠“资金牛” ，而应更多地依托政策和时间题材。

所以股民不必纠结指数涨跌，而应该规避相关业绩地雷

等利空，积极调仓运作年报行情股。（玉名

http://blog.cs.

com.cn/a/01010001113300E1E0269CFA.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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