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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爱沙尼亚近 10 万人参加传统音乐节
闭幕音乐会 2

中东欧运动员包揽温布尔登网球
公开赛男女单打冠军 1

综合媒体报道，2019 年英国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上，夺得男女单打冠军的

分别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来自罗马尼亚

的西蒙娜·哈勒普（Simona Halep）。其中，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已经决定

授予哈勒普骑士爵位及代表罗马尼亚最高荣誉的“罗马尼亚之星”勋章，以表彰

其取得的突出成就。

7 月 7 日，爱沙尼亚近 10 万民众齐聚首都塔林的露天剧场，参加当地拥有 150 年历史的传统

音乐节闭幕音乐会。该音乐节起源于 1869 年，每 5 年举行一次，今年已是第 27 届。音乐节于本月

4 至 7 日举行，活动包括巡游、小型音乐会及音乐节大型闭幕音乐会。

一千多个合唱团、700 个舞蹈团共逾 3.5 万名表演者参加了该闭幕音乐会。他们身着传统服装，

在音乐会压轴环节与约 9 万名观众一起合唱表达爱国情怀的本届主题曲，场面宏伟壮观，震撼感人，

整场活动持续 4 个小时之久。

2019
07/14

2019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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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018 年希腊企业税前
利润增长 7.4%3

根据 ICAP 公司对希腊 1239 家

公司所作的最新调查显示，希腊企

业 2018 年财务报告的业绩表现良好。

与 2017 年相比，企业销售额和税前

利润有所增长，但营业利润出现下滑，

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工业部门。上

述两部门有六成企业报告盈利，四

成出现亏损。

此外，根据调查报告，2018 年

希腊企业的销售额达 523 亿欧元，总

营业额同比增长 11.2%。不过，成本

的大幅上升 (14.7%) 使得 2018 年企

业毛利润略有下降 (0.3%)。

2019
07/01

受经营费用大幅增长的影响，

接受调查的希腊企业 2018 年净营业

利润比 2017 年总体减少了 21.5%。

税前利润实现了 7.4% 的可喜增长，

达到 27.5 亿欧元。据悉，利润增长

来源于除服务业以外的所有行业。

不过从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

(EBITDA) 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

由于受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的影响，息

税前利润同比下降了 16.1%。

林德斯圆柱 希腊

03

匈牙利失业率降至 1989 年以来最低水平 4

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KSH)6 月

2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3-5 月，

匈牙利的失业率从环比 3.5% 和同

比 3.7% 下降至 3.4%。匈财政部长

沃尔高·米哈伊（Varga Mihaly）表示，

这是该国自 1989 年剧变以来的最低

水平。

数据显示，匈牙利平均失业人

数同比减少了 1 万人，降至 16 万人。

其中，15-24 岁年龄组的失业人数增

加了 7200 人，达到 3.5 万人，失业

率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达到 11.1%。

25-54 岁年龄组的失业率仅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至 3%。

平均失业时间为 13.9 个月，其

中 36.7% 的失业者需要至少一年的

时间才能再次找到工作（长期失业）。

荷兰国际集团匈牙利资深经济学家

彼得· 维洛瓦茨（Peter Virovacz）

表示：“由于潜在劳动力储备的不

2019
06/27

断枯竭，就业状况改善缓慢。目前，

匈牙利的部分企业已准备雇用那些

此前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求职者。

匈牙利平均失业时间的不断减少反

映了这一趋势。目前，匈平均失业

时间已从 2013 年 19.7 个月的历史

高点下降至目前的 13.9 个月。” 

《匈牙利日报》记者佳博·萨恩

奈（Gabor Sarnyai）发布的报道称，

尽管匈牙利的失业统计工作良好，但

该国仍有相当多的人找不到合适的

工 作。 根 据 Nemzeti Foglalkoztaási 

Szolgálat( 国家就业服务机构 ) 公布

的数据，今年底将可能有 24.2 万人

失业。原因主要是 44% 的求职者只

受过初级教育。与之相比，大学毕

业生的失业率则仅为 6%。

匈 牙 利 财 政 部 长 还 指 出， 自

2010 年以来，就业人数已增加了 80

万人，失业率的下降速度正不断放缓。

不过，他仍希望匈牙利的失业率还

能进一步降低。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援引财长的

话称：“得益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匈

牙利经济形势良好，失业率在欧盟

排名第四低。”欧盟国家中，捷克

的失业率最低，5 月份为 2.6%，系

199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维洛瓦茨还补充说，目前看来，

除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季节性波动，匈

牙利的劳动力市场暂无重大变化，总

体趋势仍将保持稳定。短期内，如

果没有合适的政策解决方案，求职

者技能的不足以及地区性的不匹配

仍将是阻碍匈牙利劳动力市场发展

的关键因素。预计 2019 年匈牙利失

业率将稳定在 3.6% 左右。充分就业

将推动企业提高工资，增加与技术

和效率相关的资本支出。

（该图时间横轴的最后一个时间点有误，应为“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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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截至目前，科学界仍然是男性

的世界。自 1903 年居里夫人首次获

得诺贝尔奖以来，只有 19 名女性获

得了物理、化学或医学奖，而同期

已有近 600 名男性获奖。从科研人

员的性别比例来看，目前世界上只

有 28％的研究人员是女性。即使在

性别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加平等的欧

盟，也只有五分之二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为女性。在德国和芬兰，这个

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荷兰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东欧国家在

这方面的趋势令人瞩目。在立陶宛，

57％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系女性。保

在拉脱维亚总理克里斯亚尼

斯·卡林斯（Krišjānis Kariņš）呼吁

对酒精消费税采取泛波罗的海政策

后，爱沙尼亚总理于里·拉塔斯（Jüri 

Ratas）( 中间党党魁 ) 周四表示，芬

兰也应参与此项讨论。爱沙尼亚的

消费税削减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生

效，这可能会促进塔林地区的旅游业，

预计越来越多的芬兰人将前往该地

区购买廉价酒。这将是对拉脱维亚

商业的一种打击。

爱总理拉塔斯表示，将芬兰包

括在内显然是有道理的，当然他也坚

称，每个国家有权制定本国的消费税，

该原则无可争议。

“就重要议题进行讨论是三国

合作的良好实践。”拉塔斯对 BNS

表示，“我们打算以和平和适宜的方

式继续这样做，这也有益于友邻和盟

友。迄今为止，讨论的基础一直未变，

即税收政策，包括消费税由每个国

家单独决定。”

他补充称，抑制酒精的过度消

费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 “在目前形

中东欧国家一半的科学家为女性 5

爱沙尼亚总理：“就重要议题进行讨论是
三国合作的良好实践”6

2019
07/18

2019
06/27

喀尔巴阡山脉 波兰

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女性

占 52％。在发布研究报告人员的性

别比例方面，波兰和塞尔维亚大学

名列世界前茅。东南欧国家亦大致

如此，该地区49％的科研人员是女性。

这方面有一些转轨之前时代的遗产，

当时的政府鼓励男士和女士均投身

于科学事业。目前，女性进入研究

机构的习惯仍然存在。

根据欧洲两性平等研究所的说

法，缩小职场男女比例的差距将使

得欧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50 年

增加至少 3％，并创造 120 多万个

就业岗位。在过去十年中，欧洲科

技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是整体就业

势下，让芬兰也参与有关合作的讨

论是件好事。”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的卫生部长在 2017 年 5 月达成一项

共识，认为在制定烟酒政策以及促

进健康饮食习惯方面三国均存在共

同点。

拉塔斯表示，该共识表达了三

国良好的意愿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

合作期待，但从未直接涉及具体税收

政策。鉴于拉脱维亚政府就（爱沙

尼亚）已宣布的减税政策表达了失望，

拉塔斯总理再次重申了上述声明以

示回应。

拉塔斯称：“爱沙尼亚决定将

啤酒、苹果酒和烈性酒的消费税降

低 25%，旨在减少因消费税快速增

长而导致的跨境贸易。”

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则在接受

LNT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波罗的海

三国都应对酒精实行相同的消费税

率。这将有助于避免其所谓的“不

必要的战争”，并且消费税还可以

被视为促进公共健康的工具。

增长速度的四倍。但另一方面，欧

盟委员会预测，到 2020 年，由于缺

少 50 万名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人员，

欧盟的增长可能受到制约。

2017 年，超过一半试图招聘信

息和通信技术人员的欧盟企业均难

以填补空缺。不过，立陶宛在欧洲

两性之间的就业差距最小，保加利

亚女性从事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工作

的比例最高，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招

聘相关人员时更加容易。

与此同时，立陶宛财政部长维

柳斯·沙波卡（Vilius Sapoka）表示，

立陶宛尚无意效仿爱沙尼亚和拉脱

维亚削减酒精饮料消费税的做法。

上周四，拉脱维亚议会已原则

同意将酒精消费税税率降低 15%。

共有 61 名议员支持该法案，8 名议

员投票反对。该法案将在即将召开

的议会紧急会议上进行第二次也是

最后一次审议。该法案被指定为“快

速通道”案例，将以两次审议而不

是常规的三次审议快速通过。此举

被广泛视为系针对爱沙尼亚削减消

费税的一种对策。

BNS 周四报道，拉脱维亚的削

减计划只适用于烈性酒精饮料，不

包括啤酒、葡萄酒和其他酒精含量

低于 22% 的饮料。

黑海海湾 保加利亚

塔林老城区 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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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是欧盟最大的游艇出口国 7

阿尔巴尼亚获得阿联酋 6500 万美元
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8

世界银行认为克罗地亚农业值得投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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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经济研究所 (Polish Economic 

Institute)在其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援引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示，目前波兰

游艇出口额占欧盟游艇出口总额的

一半以上。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2018 年，

欧盟国家出口的游艇中有 60% 来

自波兰。2014-2018 年期间，游艇

出口额增长超过一倍，从 1.84 亿

欧元增至 3.95 亿欧元。

阿布扎比发展基金 (ADFD) 为

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投资项目

举行了开工仪式，即地拉那北部大

道和地拉那河复兴项目。项目总造

价 2.4亿迪拉姆 (约合 6500万美元 )。

出席本次开工仪式的有：ADFD

运营总监阿德勒·阿侯萨尼（Adel Al 

Hosani），地拉那市长艾利昂·维

利亚（Erion Veliaj），阿联酋驻希

腊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莫哈迈德 米

尔·阿卜杜拉·尤瑟夫·阿莱西（Mohamed 

Mir Abdullah Yousef Al-Raisi），以

及部分阿尔巴尼亚高级官员。

据悉，地拉那项目旨在振兴阿

旅游业和商业，提升阿尔巴尼亚首

都的投资吸引力。工程包括一条长

2.4 公里、宽 40 至 70 米的北部大道，

工程总占地面积约 885 公顷。

财讯

里拉国家公园 保加利亚

波兰每年生产 2.2 万多艘游艇。

由于其价格偏高，且国内需求较低，

95% 的产品用于出口。买家主要来

自美国、德国、法国、挪威和中东

国家。此外，波兰制造的游艇在澳

大利亚、中国和日本也颇受欢迎。

PEI 的研究还发现，波兰的造

船厂在现代化水平方面名列欧盟前

茅，其在设计和制造中使用了极具

创新的技术。

ADFD 总经理默罕默德·赛义

夫·阿苏外迪（Mohammed Saif Al 

Suwaidi）表示：“基金组织参与

这些重要战略项目表明，阿联酋和

阿尔巴尼亚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双边

关系，并展示了双方加强各领域

合作、造福两国人民的共同决心。

ADFD 为地拉那北部大道和地拉那

河复兴项目提供了总计 6500 万美

元的优惠贷款，以支持阿尔巴尼亚

经济及推动地拉那的基础设施建设。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投资在促进

地拉那的商业和旅游业方面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改善了地

拉那的整体商业环境，并为该地区

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阿苏外迪同时补充称，“在

资助支持各重要部门的关键发展项

目时，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是通过

华沙 波兰 

世界银行专家对克罗地亚农业

进行的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对该国

的农业投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在

农业上投入 100 万美元可以使经济

产出总量增加 519 万美元。

世 界 银 行 认 为， 克 罗 地 亚 的

农业部门具有许多比较优势，可用

于促进增长和发展，例如不受限制

地进入欧盟市场，获得欧盟共同农

业政策资金，多样化的农业和环境

条件，良好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

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良好的道

路基础设施和不断增长的旅游业。

然 而， 世 界 银 行 指 出， 克 罗

地亚的农业和粮食目前仍然依赖进

口，克农民依然使用过时和无效的

农业技术，难以适应技术变革和创

新，很少形成合作协会，这使他们

的竞争力下降，无法适应新变化。

该文件表明，为使农业和食品

部门充分发挥其潜力，克罗地亚必

须加强初级食品生产与加工业的联

系，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创造附加值。

“克罗地亚的农业和农村地区

以及水产养殖业具有巨大的增长和

发展潜力，在我们加入欧盟以来一

直受到鼓励，这些部门的结构转型

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克农业

部长托米斯拉夫·图鲁西奇（Tomislav 

Tolušić）表示。

他说，政府将在年底前完成制

定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战略愿景，并

且还将制定配合 2021 年 - 2027 年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国家战略计划。

分析表明，克罗地亚目前在谷

物和油料作物（向日葵和大豆）等

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方面具有竞

争力，而在高附加价值产品方面的

竞争力较弱，仅限于相对较少的畜

牧产品。

该文件还表明，克罗地亚还应

抓住有机农业的机会，因为与其他

欧盟国家相比，克罗地亚的有机农

业生产面积增幅最大。

推动可持的经济发展，最终造福阿

尔巴尼亚人民。这些项目完全符合

ADFD 帮助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

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

地 拉 那 市 长 艾 利 昂· 维 利 亚

（Erion Veliaj）就 ADFD 在支持发

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方面的

全球努力和成就表示肯定，同时盛

赞两国的双边关系，以及 ADFD 在

支持阿尔巴尼亚重要发展项目方面

的战略合作。

2013 年，ADFD 为地拉那河修

复工程拨款 1.03 亿迪拉姆，以疏

浚地拉那河床，振兴河岸和周边地

区经济发展。同年，该基金还提供

了 1.37 亿迪拉姆的优惠贷款，以

支持地拉那北部大道项目。该工程

包 括 一 个 两 层 的 地 下 停 车 场， 含

400 个停车位，并配有一个电动汽

车充电站。该项目的重点是发展地

拉那北部大道周围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吸引投资、游客和贸易。

ADFD 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长

期密切合作可追溯至 2011 年。自

那时起 , 该基金向阿尔巴尼亚提供

的贷款和赠款共达 4.24 亿迪拉姆，

用于资助相关部门的三个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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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中东欧 17 国宽带网络速度排名 10 匈牙利政府与华为签署合作备忘录 11 2019

07/02
2019

07/03

英国一家专注于测试网络速度的网站 Cable.co.uk. 公布了对全球 207 个国家和地区宽带网速的

测试结果，报告数据由 M-Lab 搜集，截止日期是 2019 年 5 月 7 日。

根据该报告，中东欧 17 国的宽带网络速度排名如下：

可见，中东欧 17 国中，排名靠前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其次是维谢格拉德四国，再次是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最后是四个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从全世界 207 个国家

和地区来看，所有 17 国在全球的排名都在前 90 名之前，均属于中上等的位置。

丝绸之路
据匈牙利通讯社（MTI）报道，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表示，匈牙利

政府周一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

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长拉斯洛·鲍

尔科维奇（LászlóPalkovics）和华为

技术匈牙利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布达

佩斯签署了这份备忘录。该文件列

举了双方为推动合作将采取的具体

措施。

华为将继续组织匈牙利大学生

访问中国，并将启动一项工程师培

训计划，未来五年内培训 200 名年

轻的匈牙利工程师。华为也将很快

在匈牙利设立信息与通信技术学院。

鲍尔科维奇表示，谅解备忘录

为匈牙利与华为之间的关系打开了

新的合作空间。华为公司匈牙利负责

人表示，匈牙利具有稳定的商业环境，

培养匈牙利人才非常重要。

该合作备忘录指出，华为希望

参与匈牙利铁路通信基础设施、智

能医疗和智能城市的开发。

尽管对华为有疑虑	双方仍开展

合作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今年 2 月访问布达佩斯时

曾对华为在匈牙利的活动表示担忧，

且华为被美国列为实体清单，但匈

牙利政府与华为的合作将双方关系

向前推进了一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时表示：

“我们必须与匈牙利分享我们所了解

的与华为有关的信息，其推出的网络

将会带来风险。”他形容华为的网

络技术对“匈牙利人民有实质的风险，

人民将失去个人隐私保护，而这种

风险是中国将会以一种对匈牙利最

不利的方式使用这些数据，而我们

有义务将这些信息与匈牙利分享，我

们也必定会这样做。”

正 如《 布 达 佩 斯 商 业 期 刊》

（BBJ）今年 4 月的报道，华为（匈

牙利）公司已在过去几年以相当快

的增速成长，并在去年实现了 2.8 亿

美元的利润。目前，该公司的手机

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其在

匈牙利推出的旗舰产品 Mate 20 Pro

销售量最高，超过其他国家。

去年，华为的匈牙利子公司表

示， 其 与 匈 牙 利 电 信 公 司 Magyar 

Telekom 和 沃 达 丰 公 司（Vodafone 

Magyarország）成功完成了 5G 网络

的测试。预计 2019 年年底前，超过

四分之三的匈牙利居民将在其日常

生活中使用华为设备，包括手机、天

线、基站、交换器和服务器。该公

司还于 2017 年在匈牙利开设了其在

欧洲的运营和维护中心，旨在为欧

洲的运营商提供云解决方案。

匈牙利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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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欧洲最古老的药店——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政厅药店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有一家古老的药店，其坐落在市政厅广场的东北角，从外表看并不显眼，

然而，这里却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地方。这座药店有何种魔力能让游客们不远万里慕名前来

呢？因为它是目前全欧洲仍在营业的药店，是历史最老的一家药店。

这座药店名为“市政厅药店”（爱沙尼亚语：Raeapteek）。根据塔林市政厅的一份档案记录，

早在 1422 年，该药店即已换上了第三位所有者。至于该药店的第一任所有者是谁、何时最初开始营业，

已经无据可考了。因此，目前这座药店外墙上的标牌下方，写上了“1422”字样。

这座药店起初的所有者给了它最早被官方文件记录的时间，但是让这座药房实现持续稳定经营

的，是从 1582 年开始取得了这座药店的经营权并连续十代人持续经营它的布尔查特家族（Burchart 

family）。1581 年，这个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约翰·布尔查特·波特·贝拉瓦利·德西卡瓦（Johann 

Burchart Both Belavary de Sykava）从他的家乡、今日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迁居到了塔林。

他是匈牙利人，来到塔林是为了经营药店业务。他从塔林市政厅获得了经营这家药店的许可，而且

他本人也是医生，可以给人治病。

从这位掌门人开始，他开启了这一家族的特殊传统，就是把每一代后人的长子都取名为“约翰”，

让他学习医术，而后管理这个药店。直到 1688 年，第四代“约翰”向塔林市政厅支付了 600 塔勒，

买下了这座药店，并把它变成了自家财产，独立经营，不再从市政厅租赁了。而后，这样的传统又

持续了六代人，直到 19 世纪末，第十代“约翰”无子嗣，没有男丁延续这样的传统了。

1911年，这座药店被布尔查特家族卖掉了，业务仍然是药店。后来，虽然药店的所有权经历过转手、

国有化、私有化，但是它的主营业务始终是药店，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使它成为了目前全欧洲仍

在经营的药店中，最古老的一家。

图 1：市政厅药店外部全景 12

图 2：市政厅药店的标牌 13

图 4：市政厅药店内部 14

图 3：市政厅药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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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家药店还拥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展示了中世纪时期在这里出售过的药品。

中世纪时，医学还远不够发达，有时还与迷信搅和在一起，所以当时的这

个药店里除了出售正常的药品外，也出售一些让现代人啼笑皆非的物品：木乃

伊汁（据说是用木乃伊的粉末与液体混合制成，迷信的人认为它能赐予人魔力），

独角兽角粉（其实世间没有独角兽，只是人们迷信地以为有这种生物而且它的

角具有魔力），烧焦的刺猬粉，烧焦的蜜蜂，蝙蝠粉，蛇皮水，等等。此外，

在中世纪物流行业并不发达的时代，这个药店还出售其他的商品获取收益，比

如糖果、饼干、纸、墨水、封蜡、染料、香料、蜡烛，甚至干邑。在那个时代，

这个药店很可能就是塔林最大的超级市场。
如果您下一次路过塔林，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

图 5：药店里的小博物馆展示的药品 15 图 7：市政厅药店里的装饰物，一只鳄鱼标本 17

图 8：市政厅药店里的装饰物 18

图 6：药店里的小博物馆展示的用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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