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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板块精选过去几周中东欧国

家发生的时事新闻等信息，以图片或

图表为主、文字为辅的形式进行展现，

例如最新政治动态、经济增长数据、

社会最新动态、与中国往来的最新

事件，等等。

读图

6 月 17 日，在马其顿总理扎埃

夫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见证下，马

其顿外交部长尼科拉·迪米特罗夫

(Nikola Dimitrov) 与希腊外交部长尼

科斯·科齐阿斯 (Nikos Kotzias) 签

署了关于马其顿新国名“北马其顿

共和国”的协议。外界舆论普遍认为，

这为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开辟了

道路。

自马其顿从南斯拉夫独立以来，

希腊政府就一直反对马其顿使用的

国名“马其顿共和国”，虽然目前世

界上已有超过 130 个国家承认了这

一国名，因为马其顿共和国方面长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HS Markit

于 6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5 月份捷

克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

上月的 57.2 降至 8 个月以来的最低

水平 56.5，但仍然高于 56.2 的市场

预期。PMI 超过 50.0 表明捷克的制

造业总体在增长。

数据显示，由于产出减少和订

单增速放缓，制造业增速降至 2017

年 8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就业增速亦

降至 2016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月份的 PMI 数据表明，捷

克制造业仍处于急剧扩张期，但增

速开始放缓。整体增长表现为 9 个

月来最差，表明产出和订单增速正

在放缓。”IHS Markit 的经济学家希

安·琼斯 (Sian Jones) 解读道。

国内需求是捷克制造业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新增订单保持逐月增长，

但增速较慢。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态势和人员

短缺仍然是捷克制造业目前面临的

主要问题。4 月份捷克失业率降至

马其顿与希腊签署关于更改马其顿
国名的协议 1

2018 年 5 月捷克 PMI 指数降至
近八个月来最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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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宣称自己是古马其顿王国的

继承者，坚持使用“马其顿”这一国名。

而希腊方面认为古马其顿人为古希

腊人的一支，古马其顿王国属于希

腊历史。

上述协议签署后，马其顿需要

进行议会投票或全民公投，之后才能

将国名正式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作为交换，希腊方面会放弃阻挠马

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立场。如果

改名成功，就意味着两国终于可以

结束长达 27 年的国名问题之争。

3.2%，比上月低 0.3 个百分点，符

合市场预期，同时也预示着劳动力

市场将更趋紧张。

希安·琼斯(Sian Jones)还表示：

“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供应商短缺

的报道显示，供应商的表现在继续

恶化。更多的投入需求给供应商造

成了巨大压力，推高了当月采购价格。

虽然 5 月份投入成本和产出费用的

通货膨胀率降至 9 个月以来的低点，

但仍高于各自的长期趋势水平。”

尽管 ( 工业生产指数 ) 降至 17

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但整体预期依

然强劲。

奥地利合作银行 (Raiffeisenbank)

分 析 师 雅 库 普· 切 尔 万 卡 (Jakub 

Cervenka) 指出：“从目前的采购经

理人指数 (PMI) 来看，捷克制造业现

状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这主要得益

于国内订单的增长。另一方面，出

口订单的增长在近两个月持续放缓，

这与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即今年

出口增长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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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言论”板块介绍中东欧及其相关国家政

府官员、商界领袖、学者等对于本国、中

国或本地区情况的看法。以文字为主、图

片为辅的形式展现，主要目的是从政府、

商界或学界的角度，近距离了解中东欧及

其相关国家对本国、中国或本地区情况有

代表性的评论和解读，包括这些国家的政

治制度与走向、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等等。

德国采埃孚公司将在潘切沃建

设生产电动汽车运营系统的工厂，将

投资约 1.6 亿欧元，预计创造 1000

个工作岗位。潘切沃市允许该德国

投资者免费使用建设土地。

预计第一阶段的投资将在 2021

年前完成，将在 10.8 公顷的建设用

地上建造占地面积 25000 平方米的

建筑物。该公司计划将创建 540 个

工作岗位。

从 2022 年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投

资，将额外新建占地面积 25000 平

方米的建筑物。德国采埃孚公司在

全球 40 个国家设有 230 个分支机构，

拥有 14 万名员工。2017 年，该公

正如在欧盟委员会视听服务门

户网站发布的视频所示，哈恩周四

表示，“IPA”针对西巴尔干半岛的

预算将增加 30％，欧盟委员会计划

将预算编制的方式从以国别为主转

变为以专题为主。

“这将提高我们援助的有效性

及干预质量。”哈恩在多年财政框

架 (2021-2027) 关于欧盟邻国和全

球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6 月 21 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了德国采埃孚公司 (ZF Friedrichshafen) 位于塞尔维亚潘切沃 (Pancevo) 新建

工厂的奠基仪式，并表示：“德国兄弟们，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请尽可能多地来塞尔维亚吧，因为你们不会在别的国家

找到更好的商机了，我们会向你们提供低于其他国家 5％的优惠税收条件。”

塞尔维亚总统：“德国兄弟们，请来塞尔维亚投资吧！”3 欧盟扩大事务委员：“欧盟委员会已决定增加
对西巴尔干地区各国的入盟前援助 (IPA)。”4

欧盟扩大事务委员约翰内斯·哈恩 (Johannes Hahn) 说，欧盟委员会已决

定增加对西巴尔干地区入盟前援助资金 (IPA) 的预算，将从上一轮预算的 120

亿欧元增加到 2021 年 -2017 年间的 145 亿欧元。

2018
06/21 2018

06/15

司利润约为 364 亿欧元。( 编者注：

原文数据如此。经核实，可确认原

文此处“利润”说法有误，应为“营

业收入”。)

武契奇说，这是塞尔维亚最大

的投资项目之一，“这对伏伊伏丁那

这一不发达地区乃至整个塞尔维亚

都具有重大意义。”他还表示，希望

采埃孚公司能够在塞尔维亚其他地

方建造“至少两三个”设施，并通

过其科研中心创造 100 个就业机会。

武 契 奇 还 称 赞 德 国 驻 塞 尔 维

亚 大 使 阿 克 塞 尔· 迪 特 曼 (Axel 

Dittmann)。用他的话说，在迪特曼

就任前，德国公司已经在塞尔维亚

创造了 23000 个工作机会，目前塞

尔维亚共有47508人为德国公司工作。

武 契 奇 还 提 到， 应 该 改 革 塞

尔维亚的教育体系，他说：“塞尔

维亚应该改革教育体系，不但要培

养更多的专家，还要培养专业工人，

以便直接进入现代化工厂工作。”

杜塞尔多夫 德国

哈恩说，就欧盟扩大工作而言，

2021-2027 年期间的工作重点将是

西巴尔干地区。

今年 2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一项支持欧盟吸纳西巴尔干国家入盟

战略，重点是要求这些国家开展根本

性改革并改善睦邻关系。

慕尼黑巴伐利亚童话城堡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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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复 兴 开 发 银 行 计 划 投 资

7000 万欧元收购 D Marinas B.V. 公

司约 25% 的股份，该笔资金将用于

公司的未来发展，包括码头运营业

务的拓展，进一步完成相关收购以

及公司财务去杠杆化。

D Marinas B.V. 是地中海东部

最大，也是唯一的国际连锁码头运

营 机 构， 提 供 大 约 8,000 个 泊 位。

该公司的实际所有者是土耳其规模

排名前三的商业集团之一——Doğuş 

Holding A.S. 公司，也是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长期合作伙伴。

D Marinas B.V. 公司的扩张将

更好地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促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克罗地亚投资旅游产业 5
2018

05/29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于近日签署了一项投资协议，计划成为 D Marinas B.V. 公司的股东，这是迄今为止 EBRD

对旅游业最大的一笔股权投资。D Marinas B.V. 公司目前在克罗地亚、希腊和土耳其拥有 10 个游船码头，其经营品牌为

D-Marin。

财讯

“财讯”板块介绍中东欧及其相关国家

的经济情况，精选有关国家经济最新情况、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金融、产业发展情况、

经济史等各方面研究文章，以文字为主、

图片为辅，力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深入

认识上述国家。

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此外，

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股东特别基金

提供的技术合作资金将用于资助青

年和妇女的培训计划和以就业为基

础的学习机会。

这项投资隶属于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最新的“地中海东部包容性旅

游框架”体系，该框架旨在通过投

资酒店和本土旅游经营者来支持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升级。

欧 洲 复 兴 开 发 银 行 第 一 副 行

长 于 尔 根· 里 格 特 林 克 (Jurgen 

Rigterink) 今日在萨格勒布签署了这

项投资协议，并表示：“这项投资

也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长期支持克

首都艺术馆萨格勒布 克罗地亚

罗地亚经济的一种承诺。旅游业是

克罗地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

们预计这项投资将为当地企业开创

新的机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旅

游旺季到来之际是签署这样一项重

要投资的最佳时机，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可以为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提供

必要的资金，这对克罗地亚、希腊

和土耳其而言均至关重要。”

Doğuş 集 团 董 事 会 主 席 菲 利

特·F·沙亨克 (Ferit F.Şahenk) 表示，

此次合作彰显了土耳其在成为世界

知名品牌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

的成功。他补充说：“Doğuş 集团

专注于旅游业的长期战略能够被诸

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样的重要机

构所认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这项

协议证明了 D Marinas 的成功，特

别是在东地中海盆地区域，该地区

旅游潜力不断上升，我们计划在该

地区进一步扩张。我们希望可以与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起继续在土耳

其及其周边地区寻找其他有价值的

投资机会。该协议的签订也反映了

土耳其企业近年来在全球取得的巨

大进步。我相信，我们彼此间建立

的伙伴关系将为双方合作做出积极

贡献，并将为土耳其商界带来良好

和积极的合作动力。我要感谢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对我们的信任，也感

谢 Doğuş 集团同事们的大力支持。”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于 1994 年

在克罗地亚签署了第一个项目，截

至目前，共在该国的 198 个项目中

投资了 36 亿欧元。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的投资覆盖了包括基础设施、企业、

金融机构和能源部门等在内的所有

经济领域。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也参与政策对话、资本市场开发

和监管改革。

其他租户还包括专业金融服务

公司德勤、达信保险集团、支付公

司万事达集团以及来自法国的金融

巨头法国巴黎证券服务公司。

根据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

理 仕 (CBRE Group) 的 数 据， 在 未

来三年内，该地区还将新增约 42 万

平方米 (450 万平方英尺 ) 的办公空

间——约占整个华沙新增建筑面积

的一半。

华尔街日报就此进行的报道中

引用了波兰世邦魏理仕董事米科拉

伊· 施耐德 (Mikołaj Sznajder) 的评

论：“未来的城市扩张可能会将该

地区视为华沙的中心。”

与西欧相比，相对较低的用人

成本，毫不逊色的技术人才以及欧

盟成员国身份使得波兰一直以来都

受到一些大型企业的青睐。

美国多家金融企业在华沙开设新办公场所 6

华沙的沃拉区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商业中心。据报道，包括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Co.)、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和瑞士信贷集团 (Credit Suisse Group AG) 在内的全球大型集团近

年来在这一前制造业地区陆续租用了大量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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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和

波兹南等比波兰首都生活成本更低

的城市，则因拥有完善的共享服务

中心而广受欢迎。

据 报 道， 瑞 典 建 筑 公 司

Skanska AB 的波兰办事处总经理

阿卡迪乌士·鲁德茨基 (Arkadiusz 

Rudzki) 表示：“最近，华沙发展势

头强劲，令全球瞩目。”

华沙城市吸引力最近始终保持

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英国投票

决定离开欧盟后，银行和金融公司

正在寻找替代方案，将其业务从伦

敦分散出去。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

伦敦处于同一个时区且距离伦敦三

小时航程”的替代城市。

华沙也正成为吸引其他国家专

业人才入驻的有利目的地。“许多公

司正将他们的员工从伦敦、法兰克福、

马德里转移到华沙，并欣喜地在成

本不变的情况下为员工提供更高的

生活质量。”鲁德茨基补充道。

华沙文化科学宫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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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立 主 权 发 展 与 投 资 基 金 的

最终目的是单独或与其他机构一起，

以直接参与或通过其他投资基金或

投资公司间接参与的方式，将自有

资金和吸引资金投向各经济部门的

可持续投资项目，以促进经济发展

并获取利润。

根 据 罗 马 尼 亚 经 济 政 策 委 员

会通过的一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案，

主权发展与投资基金的投资战略得

到了政府的批准，并与一系列短期、

中期和长期绩效指标相关，这些指

标包括：a）罗马尼亚基础设施的发

展 ; b）创造就业机会 ; c）鼓励创新

和新技术开发 ; d）人力资本的长期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成立国家主权开发与投资基金的法案 7

6 月 6 日，罗马尼亚议会以 174 票赞成、98 票反对和 3 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国家主权开发与投资基金 (SFDI)

的法案，该法案明确新基金将以促进发展为宗旨，以自有资金和以投资金为资金来源，并通过资产管理以获取利润。根

据该法案，数家公司将参与罗马尼亚主权开发与投资基金的设立，其注册资本总额将达到 90 亿列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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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 e）提高罗马尼亚经济的竞争力。

另外，有 33 家国有公司将参

与主权发展与投资基金的设立，他

们是：Engie Romania SA，Electrica 

SA，E.ON Energie Romania SA，

OMV Petrom SA，Telekom Romania 

Communicat ion SA，Compania 

Nationala Aeroporturi Bucuresti 

SA，Romgaz SA，Chimcomplex 

SA，Antibiot ice SA，Compania 

Nationala pentru Controlul Cazanelor，

Instalatiilor de Ridicat si Recipientelor 

s u b  P re s i u n e  S A，C o m p a n i a 

Nationala Loteria Romana SA，IAR 

SA和Compania Nationala Unifarm SA。

根 据 欧 盟 统 计 局 的 规 定， 应

排除资不抵债的公司加入主权基

金。与参议院通过的主权基金投资

者名单相比，经济政策委员会在名

单上又推出了另外十家利润为零的

公 司：S.C. Complexul Energetic 

Oltenia S.A., Compania Nationala 

Cai Ferate C.F.R. S.A., Societatea 

de Radiocomunicatii S.A., Romanian 

Post, ‘Traian Vuia’ Airport Timisoara, 

Uzina Termoelectrica Midia S.A., 

Compania Nationala Administratia 

Cana l e l o r  Nav i gab i l e  S .A . 和

Administrarea Porturi lor Dunari i 

Fluviale S.A.。

布加勒斯特议会大厦 罗马尼亚

另一条规定表明，“根据现行

法律，用于增加主权发展与投资基

金注册资本的一揽子股份将从罗马

尼亚国家财产名下转移到主权发展

与投资基金的财产名下，后者将能

够自由使用这部分资产”。

同时，根据该法案，基金采用

董事会、监事会双重管理制度。董

事会由 7 名成员组成，并同时受到 9

名监事会成员的监督。

从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来看，主

权发展与投资基金的注册资本总额

为 18.5 亿列伊，但经济政策委员会

决定将其增加到 90 亿列伊。

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有两个条

款被删除，分别是：1、中期和长期

绩效指标同时包括投资战略应由财

政部起草，并与咨询委员会协商后，

交由政府批准。财政部系该基金代

表政府的唯一股东代表。2、咨询委

员会应该包括三名来自政府的代表，

以及来自罗马尼亚国家银行、金融

监管机构、学术界、金融银行业、议

会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各一名。

根据另一项修正案，财政部将

每年对主权发展与投资基金提出的

目标活动和达成情况进行评估，并

向政府提交评估结果。

罗国家自由党 (PNL)、拯救罗马

尼亚联盟 (USR)、人民运动党 (PMP)

和独立议员将在宪法法院对该法案

提出质疑。

国家自由党副主席拉鲁卡·图

尔干 (Raluca Turcan) 以该法案违宪

为由，要求将该法案送回委员会，但

全体议会否决了该提案。因此图尔

干宣布，国家自由党将在罗马尼亚

宪法法院对这项法案提出质疑。

他进一步反对称：“国家自由党

将向罗马尼亚宪法法院通报今日由社

会民主党 - 自由民主联盟联合发起设

立的主权发展与投资基金法案将给罗

马尼亚经济带来最大打击。这是近几

年来针对国有资产的最大骗局！”

此外，众议院议员迪内尔·乔

治 (Tinel Gheorghe， 国 家 自 由 党 )

要求该法案在三至四个小时内重返

委员会，但他的请求以表决方式被

驳回。自由党声称，委员会并没有

讨论国家自由党提出的修正案。“即

使你不希望这项法案得到通过，也

必须在委员会中予以拒绝，”他表示。

拯救罗马尼亚联盟代表克劳迪

尤·纳随 (Claudiu Nasui) 表示，他

所处的政党、人民运动党和独立代

表也将在罗马尼亚宪法法院上对该

法案提出质疑。

福特宣布将在克拉约瓦(Craiova)

汽车厂生产第二款车型，这意味着一

项价值 2 亿欧元的新投资即将诞生，

并同时创造 1500 个新的就业岗位。 

新车型将被添加至目前生产的福特翼

博小型 SUV 的生产中。

福特汽车发布新车型并增加在罗马尼亚的投资 8

加上新的投资额，自 2008 年 (10

年 ) 以来福特对罗马尼亚的总投资额

已达近 15 亿欧元；而 1500 个新的

就业岗位满员后，福特在罗马尼亚的

员工总数也将达到 5900 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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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型预计在 2019 年下半年投

入生产，确切的型号尚未公布。

福特罗马尼亚在其相关新闻稿中

称：“这项投资表明了福特对罗马尼

亚政府承诺改善基础设施的未来充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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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在一篇新闻通稿中表示：

“( 外汇 ) 购买将旨在减少市场上暂

时过量的货币，从而避免列克的进

一步走强。他还补充称“只要有必要，

这项举措将一直持续下去。”

在此之前阿尔巴尼亚列克汇率

已连续几年保持稳定，每欧元可兑

换 140 列克。然而，自 2016 年以

来列克一直在持续升值，并在今年

尤其是 5 月份出现强劲增长。周二，

1 欧元仅可兑换 124 列克。

阿尔巴尼亚央行干预外汇市场阻止列克升值 9

阿尔巴尼亚央行行长根特·赛克 (Gent Sejko) 于周三宣布，央行的监督委员会已获准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列克进

一步走强。此前一天，列克兑欧元汇率触及十年高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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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强的预期促使央行进行了干预。

自 1992 年以来，阿尔巴尼亚一

直保持自由浮动的汇率体系，与该

地区诸如波黑或保加利亚等与欧元

保持固定汇率的的国家或像类似塞

尔维亚控制汇率浮动的国家不同，央

行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在阿尔巴尼亚

是非常罕见的。

财讯

列克的升值在媒体、政治家和

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些人

将列克升值归结于毒品走私带来的

巨额收入，但相关当局在接受列克

异常升值的同时，却拒绝讨论流入

市场的大量欧元的来源。

赛克周三承认，他之前在 5 月

2 日发表的声明中称列克的升值“只

是暂时的”是错误的判断。“上个月，

列克汇率进一步走强，且增速加快。”

此外他还补充称，市场对列克进一

卢科瓦海滩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将稳步推进佩列沙茨大桥建设 10
2018

06/02

“考虑到公路部门目前背负

的债务，高速公路的建设进展缓慢，

但情有可原，”布特科维奇表示，

并强调实现亚得里亚海 - 爱奥尼亚

走廊的重要性，虽然很难预测何时

可以最终实现。

此外，他还谈到了备受期待的

佩列沙茨桥的建设。布特科维奇表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通往杜布罗夫尼克的高速公路了吗？ 2018 年 6 月 2 日，克罗地亚晨报 (Jutarnji list) 发表了一篇

对克罗地亚海事、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奥莱格·布特科维奇 (Oleg Butković) 的采访。采访中布特科维奇宣布了一项高

速公路建设计划，该高速公路将连通克罗地亚大陆地区与最南端的杜布罗夫尼克胜地。 

示：“项目建设所遇到的困境已离

我们远去，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资

金，并且定下了承包商。他们已着

手准备项目的相关研究工作和所

有合同条款约定的工程，克罗地亚

道路有限公司 (Hrvatske ceste) 所

选择的承包商是非常认真而严谨

的，三年后欧洲最漂亮的桥梁之一

将在这里落成。此外，修建大陆和

杜布罗夫尼克 克罗地亚

佩列沙茨半岛通往大桥的匝道的第

二阶段工作亦在井然有序地推进中，

整个工程投资额约为 4 亿库纳，该

项招标将在未来几天内敲定。预计

在今年年底前将会召开第三和第四

阶段的招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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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议会批准在贝勒尼建造核电站 11
2018

06/07

保加利亚的240名国会议员中，

有 172 名支持重启建设贝勒尼核

电站，只有14票反对，两票弃权(译

注：可能其他议员未参会 )。贝勒

尼的重启得到了执政联盟和议会主

要反对党社会党的共同支持，但在

议会外，分析师对该项目的可行性

和重启的真实原因表达了严重关切。

根据投票结果，议会已经要求

保加利亚能源部长特梅努日卡·佩

特 科 娃 (Temenuzhka Petkova) 向

战略投资者寻求建设贝勒尼核电厂

的支持，要求政府不能承诺以优惠

电价购买该核电站生成的电力，而且

不能提供其他优惠条件或企业担保。

在议会投票的前一天，几个行

业协会 / 雇主联盟要求立法者保证

该项目是透明的，并遵循市场原则。

四个行业协会——保加利亚雇

主和工业家联盟 (KRIB)、保加利

亚工业协会、保加利亚工商会和保

保加利亚议会于 6 月 7 日投票决定重启贝勒尼 (Belene) 核电站项目，尽管经济学家警告说，建造该核电站代

价昂贵且不必要。

加利亚工业资本协会——在 6 月 6

日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称迄今为

止政府并未承诺避免该项目以非市

场原则实施。

行业协会希望保证贝勒尼核电站

的投资者不会因国有能源公司的任何

承诺而获得优惠价格，避免给该电站

的投资者带来任何额外的优势。

他们还建议政府成立一家上市

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获得

更多的投资，然后再批准投资者建

造该项目。该机构还表示，贝勒尼

核电站生产的电力应通过电力交易

所出售。

2012 年， 建 设 贝 勒 尼 核 电

站的计划被搁置，但索非亚被迫

考 虑 重 启 该 项 目， 因 为 俄 罗 斯

Atomstroyexport 公司要求保加利

亚政府支付 6 亿多欧元的违约金，

因为该公司已经赢得了建造核电站

的合同并已开始建设。从那时起，

建设该国第二座核电站的项目一直

处于停滞状态。

根据新成立的反对党联盟“民

主保加利亚”的说法，贝勒尼核电

站的建设成本至少为 210 亿保加

利亚列弗 ( 合 107 亿欧元 )，这将

严重威胁保加利亚的经济稳定。迄

今为止，该国已在此核电站项目上

花费了超过 30 亿列弗。

有经济学家表示，保加利亚

不需要新建发电厂。如果该核电站

建成，将有两个 1000 兆瓦的反应

堆。虽然它最初被视为替代老化的

Kozloduy 核电站，但 2016 年 1 月，

Kozloduy 核电站签署了一项合同，

将其所剩两个反应堆的寿命延长至

2049 年。

索佐波尔旧城 保加利亚

“鉴于其在斯洛伐克 GDP 中的

份额，大众公司值得政府给予特别待

遇和关注。”总理彼得·佩莱格里尼说。

大众公司斯洛伐克机构是斯洛

伐克最大的私营雇主、最大的纳税人

和全国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

目前，该公司需要 1850 名新员

工。特别待遇包括简化为该公司外籍

工作人员颁发工作许可证。

大众公司确认了内阁的决定。大

众公司斯洛伐克机构的董事会主席拉

尔夫·萨赫特 (Ralf Sacht) 说，该汽

车制造商希望在未来至少 25 年内留

在斯洛伐克。“在内阁的支持下，我

们将做到这一点。”萨赫特说。

斯洛伐克政府将向当地大众公司
提供特别待遇 12

斯洛伐克内阁同意向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的斯洛伐克机构提供特别待

遇，主要是由于其多年来对斯洛伐克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该公司在布拉迪斯

拉发附近的工厂周围建设一条绕行公路的工程将加快进度，而且公司将被允许

根据其要求增加聘用第三国公民的配额。这是斯洛伐克总理彼得·佩莱格里尼

(Peter Pellegrini) 在 6 月 14 日会见大众公司斯洛伐克管理层后通报的一揽子计

划。这将是斯洛伐克政府第二次提供这种特别待遇，第一次是为美国钢铁公司

科希策钢铁厂 (USSK) 采取特别措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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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莱格里尼认为大众公司斯洛伐

克机构是斯洛伐克汽车行业的窗口企

业，承诺提供最大的支持。他对该公

司向员工发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报

酬表示感谢。

 “我还想感谢他们公司开出的

工资水平，”佩莱格里尼说， “如果

斯洛伐克人好好工作，就应该得到相

应的报酬。大众汽车就是这样做的。“

该汽车制造商目前在斯洛伐克拥

有 13700 名员工。去年，该公司创

造了 2.4 亿欧元的净利润，营业额达

到了 75.5 亿欧元。去年，该公司的

投资超过了 3.69 亿欧元，生产了近

36.2 万辆汽车。

国家公园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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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立陶宛制定了一项新

的国家能源战略，不仅在波罗的海区

域范围内，而且在泛欧范围内都是进

步的和雄心勃勃的，我们现在有明确

的目标，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战略。

我们的主要愿望是一劳永逸地结束立

陶宛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不再是能

源孤岛或半岛；同时，扩大清洁能源

和气候友好能源的产量，促进和引进

创新，使消费者能够省钱，经济能够

增长。“能源部长济吉曼塔斯·瓦伊

丘纳斯 (Žygimantas Vaičiūnas) 说。

该战略不仅得到了议会的广泛

支持，也得到了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公

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它可以被称

为是’全国能源协议’”，能源部长说。

修订后的战略包括立陶宛 2030

年的主要能源目标，并确定了直到本

世纪中叶的能源发展准则。该战略反

映了立陶宛能源部门的愿景——以最

优惠的价格向国民提供可靠、可再生

的能源。

立陶宛议会批准新的国家能源战略 13

6 月 21 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家能源独立战略》。该战略规定了立陶宛能源政策的四个主要方

向——能源安全，绿色能源，高效能源消耗，以及竞争力和创新。

2018
06/22

立陶宛的能源安全将得到加强，

以便将国家能源系统和市场纳入欧盟

的市场和体系。为此目的，计划了两

个主要项目：通过波兰 ( 到 2025 年 )

将电网与欧洲系统同步，以及立陶

宛和波兰之间的天然气管道互联 ( 到

2021 年 )。

该战略中包含的另一个目标——

减少该国对电力进口的依赖——也将

有助于国家能源安全。作为这个方向

的一部分，将开发可靠和有竞争力的

本地发电系统。计划到 2030 年，立

陶宛国内生产的电力将占最终消费总

量的 70％，到 2050 年将实现全部电

力在国内生产。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能

源安全，也有助于实现欧盟和全球气

候目标。

在 修 订 后 的 战 略 中， 预 计 到

2030 年，45％的电力消耗和 90％的

热能将由可再生能源生产。此外，到

2050 年，立陶宛消耗的所有电力和

热量将来自可再生清洁能源和其他清

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将占立陶宛总能

源消耗的 80％。

在新的能源战略中，积极推动电

力消费者同时成为电力生产者尤为重

要。自愿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力生

产的居民将获得有利条件，同时其他

各种支持措施也在被积极地推进。计

划到 2030 年，该国至少应有 50 万

个产消合一者，即可以自行生产所需

商品的消费者。

为使立陶宛的能源行业具有竞争

力，供电、配电和输电服务市场将分

开，为所有发电技术创造公平的竞争

环境。工业、建筑和运输部门的能源

效率也将得到提高，因此将优先改造

住宅、多户住宅和公共建筑，并推广

能减少能源强度和提高能源消耗效率

的工业部门。

维尔纽斯 立陶宛

该战略设想，在今后五年内，立

陶宛应该从一个进口能源技术的国家

转变为开发和出口先进技术的国家。

为此，将促进能源技术的试验和产业

化发展，建立可再生能源中心，进一

步开发液化天然气领域积累的潜力。

“修订后的战略出台时间与几年

来欧盟能源和气候目标谈判结束的时

间恰好一致，标志着立陶宛和整个欧

盟几乎在同一时间就长期能源目标达

成了一致意见。我们不仅仅象征性地

实施它，而且实际上会与欧盟一起实

施它。“能源部长说。

在 6 月 21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

委员会就所谓的“清洁能源一揽子计

划”达成了一项协议——即 2030 年

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所有欧盟国家达成了一项无约束

力的一致意见，同意将能源效率提高

到 32.5%，而且到 2023 年可以向上

调整该目标。到 2030 年，欧盟各国

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

比例将达到 32％。

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义务在 2018

年底前提交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其

中必须列出实现清洁能源目标的具体

行动。

波黑塞族共和国投资发展银行

(IRBRS) 周三表示，塞族共和国政府

将联合一家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将出

售所持有的在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 22 家企业股份。

该银行在一份交易所文件中称，

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在 7 月 2 日至 7

月 13 日期间购买这些企业的股份。

将 出 售 的 股 份 包 括 公 交 线 路

运 营 商 Autoprevoz Banja Luka 的

12.16％的股份，铝合金建筑型材生

产商 Alpro AD Vlasenica 的 14.9％的

股份，等等。

所有公司都位于塞族共和国。

波黑塞族共和国政府将出售其持有的 22 家企业的少数股份 14 2018
06/20

莫斯塔尔旧桥 波黑

财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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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板块介绍中东欧及其相关

国家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交往情况。

此部分着重挖掘中东欧及其相关国家与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联系，包括历史交往、

文化联系、经贸往来等等，努力拓展和

充实中国与中东欧及其相关国家之间人

文交往的基础。

中国国泰华荣在波兰投建锂电池电解液新厂 15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组件生产商国泰华荣 (GTHR) 计划在位于波兰西南部的奥瓦瓦 (Oława) 附近新建一家工厂，

预计总投资额为 4500 万美元 (3860 万欧元 )。

波兰投资与贸易局 (PAIH) 正在

协助该项目推进，并宣布全球三大

锂电池电解液供应商之一的国泰华

荣 (GTHR) 将在 2020 年于波兰西南

部的戈德茨克维奇 (Godzikowice)

建造一座工厂，用于生产其旗舰产品。

波兰投资与贸易局 (PAIH) 副局

长克里斯托弗·森格尔 (Krzysztof 

Senger) 在接受波兰通讯社 (PAP)

采访时表示：“由中国张家港国泰

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GTHR)

投资建设的工厂项目是支持我国电

动车行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这个国际项目由能源部制定和

实施，是波兰电动交通发展计划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2017 年 3 月， 波

兰政府通过了“电动交通发展计划”，

该计划确定了直至 2025 年国家经

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该开发项目一旦落成，将成为

欧洲最大的锂离子电解液工厂之一，

年产能可供高达 100 万个电池所需。

它将有效扩充欧洲地区的电动车产

业网络。波兰投资与贸易局 (PAIH)

表示：“工厂的初始工作人员数量

将为 60 人，最终计划提供 100 个

就业岗位。”

目 前， 电 动 车 市 场 正 迅 猛 发

展，据估计，到 2040 年，世界上

每四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为电动汽车。

Electromobility 网站声称，到 2025

年，将有 100 万辆电动汽车在波兰

的道路上驰骋。

2018
05/30

克拉科夫 波兰 上海 中国

上海电力在黑山的
风力发电项目将于
今年 7 月底完工 16

中国的上海电力工程公司是黑

山莫祖拉 (Možura) 风电场建设的主

承包商，在建设 23 台风力发电机

组的整体计划中，已经建设了 13 台。

该投资者的目标是在 7 月底之前完

成工程。

目前尚不清楚投资总额的具体

数值，估计为 8900 万欧元。

8 年 前， 黑 山 与 西 班 牙 公 司

Fersa Energias Renovables、波德

戈里察公司 Čelebić 签署了关于莫

祖拉的土地租赁和风电场建设合同，

国有土地已被划入 20 年长期租赁，

用于建设 46 兆瓦装机容量的风电场。

201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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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 16 国之“最”—— 国家
信用评级最高和最低的国家 17

中东欧 16 国中，哪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最高、哪个

国家最低？这 16 国整体情况如何？

小编根据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评级机

构发布的中东欧 16 国主权信用评级情况 ( 采用各评级机

构对各国的长期外币政府债券评级；截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 )，整理了如下几张表格：

布拉格查理士桥 捷克
里加 拉脱维亚

二八纵览

“二八纵览”展示中东欧地区基本知识，

为读者提供了解中东欧地区信息的基

础知识。

18

表 1：按照穆迪评级从高到低排序

( 评级相同者按照国名首字母排序 )

国家
穆迪评级

（长期外币政府债券评级）

捷克 A1

爱沙尼亚 A1

波兰 A2

斯洛伐克 A2

拉脱维亚 A3

立陶宛 A3

斯洛文尼亚 Baa1

保加利亚 Baa2

匈牙利 Baa3

罗马尼亚 Baa3

克罗地亚 Ba2

塞尔维亚 Ba3

阿尔巴尼亚 B1

黑山 B1

波黑 B3

马其顿 N.A.

国家
惠誉

（长期外币政府债券评级）

捷克 A+

爱沙尼亚 A+

斯洛伐克 A+

拉脱维亚 A-

立陶宛 A-

波兰 A-

斯洛文尼亚 A-

保加利亚 BBB

匈牙利 BBB -

罗马尼亚 BBB -

克罗地亚 BB+

塞尔维亚 BB

马其顿 BB

黑山 N.A.

阿尔巴尼亚 N.A.

波黑 N.A.

国家
标普

（长期外币政府债券评级）

捷克 AA-

爱沙尼亚 AA -

斯洛伐克 A+

斯洛文尼亚 A+

立陶宛 A

拉脱维亚 A-

波兰 BBB+

罗马尼亚 BBB-

保加利亚 BBB -

匈牙利 BBB -

克罗地亚 BB+

塞尔维亚 BB

马其顿 BB -

阿尔巴尼亚 B+

黑山 B+

波黑 B

从以上排名可以看出，不论根据哪一家评级机构的排名，捷克都是中东欧 16 国中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最高的，爱沙

尼亚则稳居第二位。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最低的国家则都是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如波黑和马其顿。

表 2：按照标普评级从高到低排序

( 评级相同者按照国名首字母排序 )

表 3：按照惠誉评级从高到低排序

( 评级相同者按照国名首字母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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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综合介绍中东欧及其相关

国家宗教、艺术、历史、社会、民族

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帮助读者以轻

松愉悦的方式了解上述国家的人文知

识，加强情感联系。

万花筒
波兰考古学家在阿尔巴尼亚发现
古伊利里亚消失的古城遗迹 18

一支波兰考古学家团队发现了

一座消失了 2000 多年的古城巴萨尼

亚 (Bassania)。废墟具体地址位于阿

尔巴尼亚西北部，靠近现代城市斯库

台附近。

学者们认为，出土的废墟是巴

萨尼亚的遗迹，这座古城由古伊利里

亚人统治，而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蒂

托·李维 (Titus Livius) 的描述，古城

的住民来自古西巴尔干地区。 

“这座城市周围的墙壁由尺寸

适中的大块石头砌成，”该挖掘项

目的负责人彼奥得·迪切克 (Piotr 

Dyczek) 教授说道，“我们知道古城

墙最高的位置。”自 1987 年以来迪

切克教授一直负责该发掘工作。

除了石质结构外，考古学家还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文物，其中包括一

件保存完好的青铜器祭祀器皿，它仍

然保存着最后一次祭品的遗骸——

动物骨头和骨灰的碎片。

最早记录在案的关于伊利里亚

王国恩赫勒 (Enchele) 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 8 世纪。其他有关伊利

里亚王国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前 167 年。罗马人在公元

前 168 年击败了最后一位伊利里亚

国王占提乌斯 (Gentius)，此后由四

个以罗马统治为基础的附庸共和国

取而代之。

正在发掘的区域位于斯库台湖

畔，是古伊利里亚王国最重要的区

域之一，也是整个巴尔干地区历史

上最重要的区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该地区一直是重要的陆路和水路交

叉口，并由此成为战略和物资的重

要据点。

华沙大学东南欧考古研究中心

的研究小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一直在该地区进行研究工作。

勘误

2018 年第 5 期《中东欧视界》中，《波兰欧盟事务部长：欧盟预

算草案会让欧盟委员会掌握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文有一处表述为：“如

果成员国不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拨付欧盟资金，而欧

盟理事会 ( 各成员国组成 ) 不能以合法的多数票制止欧盟委员会执行暂

停 措 施。” 黑 体 字 处 翻 译 有 误， 应 该 为：“ ……只能以 合 法 多 数 票 制

止……”。

感谢热心读者的指正！

2018
06/06



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十八期。为了更好的了解读者的想法，进一步提升期

刊的水准。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与此次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表中东欧  视界

4. 您对中东欧视界的建议？

建议：

1. 您对中东欧视界介绍的内容是否满意？

您的意见或评价：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很满意

3. 您比较像了解中东欧地区在哪些方面的信息？

如选其它，可以在此处填写：

政治

民生  

投资机会 

经济 

人文艺术 

其他 

2. 您对中东欧视界哪部分内容更感兴趣？ ( 画出您的兴趣指数 )

原因：

专访

读图

言论

财讯 

丝绸之路 

二八纵览

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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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ccanherald.com/international/greece-macedonia-sign-pact-change-ex-yugoslav-republics-name-675372.html

http://www.intellinews.com/czech-pmi-drops-to-eight-month-low-in-may-142788/?source=czech-republic

http://www.balkaneu.com/vucic-brothers-germans-thank-you-for-being-here/

https://seenews.com/news/zf-group-to-invest-160-mln-euro-in-rd-centre-in-serbia-president-vucic-617339

https://seenews.com/news/eu-commission-increases-pre-accession-funding-for-western-balkans-hahn-616539

http://www.ebrd.com/news/2018/ebrd-signs-largest-equity-participation-in-tourism-sector-.html

https://polandinenglish.info/37530935/us-giants-to-open-offices-in-warsaws-wola-district

http://www.nineoclock.ro/parliament-adopts-bill-setting-up-sovereign-fund-for-development-and-investments-with-registered-capital-of-ron-

9-bln-opposition-to-challenge-bill-at-constitutional-court/

https://www.govnet.ro/Automotive/Economics/Ford-announced-new-model-and-investments-in-Craiova-car-plant-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albania-central-bank-intervenes-in-currency-market-aiming-to-stop-lek-strengthening-06-06-2018

https://www.total-croatia-news.com/news/28817-oleg-butkovic-after-peljesac-bridge-there-ll-be-road-to-dubrovnik

http://www.intellinews.com/bulgaria-s-parliament-votes-to-revive-belene-project-143024/?source=bulgaria

https://spectator.sme.sk/c/20850226/slovak-government-will-provide-special-treatment-for-volkswagen-slovakia.html

http://enmin.lrv.lt/en/news/seimas-approves-progressive-and-innovative-lithuanian-energy-strategy

https://seenews.com/news/bosnias-serb-republic-investment-fund-manager-to-sell-minority-stakes-in-22-companies-617147

https://polandinenglish.info/37446245/chinese-company-to-invest-usd-45-mln-in-poland-to-build-factory

https://www.cdm.me/english/wind-farm-on-mozura-will-be-finished-by-the-end-of-july/

https://www.spratings.com/sri/，https://www.fitchratings.com/site/search?content=entity&filter=4294288074+4294289028&researchF

ilters=GEOGRAPHY%5EEurope%5ECentral%20%26%20Eastern%20Europe%2BMARKET%20SECTOR%5ESovereigns%20%26%20

Supranationals%5ESovereigns，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Sovereign-Supranational-Rating-List--PBC_186519，https://countryeconomy.com/ratings

https://polandinenglish.info/37534076/polish-archaeologists-discover-ancient-illyria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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