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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波黑将建设通往布达佩斯的高速公路 2北马其顿选出新总统 1

斯科普里消息：北马其顿国家

选举委员会周日晚发布的计票结果

显示，北马其顿执政联盟候选人斯特

沃·彭达罗夫斯基 (Stevo Pendarovski)

赢得了该国自更改国名以来的首次

总统选举。

彭达罗夫斯基以 51.85% 的选

票击败反对党候选人戈尔达娜·斯利

娅诺夫斯卡—达夫科娃（Gordana 

Siljanovska-Davkova），后者得票率

为 44.72%，赢得此次总统选举。

彭达罗夫斯基认为，选举结果

有助于北马其顿成为欧盟和北约成

员国以及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据N1报道，北马其顿总理佐兰·扎

埃夫（Zoran Zaev）宣布，该国已经

成功地举行了民主选举，并迎来了

新总统斯特沃·彭达罗夫斯基。 

据 波 黑 国 有 高 速 公 路 公 司

Autoceste FBiH 周二表示，该公司

与阿塞拜疆 Azvirt 公司和波黑 Hering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将于 5 月 15 日签

署价值7660万欧元（合8600万美元）

的高速公路建设协议。

Autoceste FBiH 公司还在一份

声明中称，根据协议，投资者将在

欧洲运输走廊 Vc 段路的 Poprikuse-

Zenica sjever（Donja Gracanica）路

段建造从 Vranduk 到 Ponirak 的公路。

2019
05/06

2019
05/14

欧盟委员会分管欧盟扩大事务

的 委 员 约 翰 内 斯· 哈 恩（Johannes 

Hahn）祝贺彭达罗夫斯基当选为北

马其顿总统。哈恩写道：“2018 年

欧盟理事会已决定于 2019 年 6 月开

启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期待在欧

盟改革议程上与北马继续合作。欧

盟将支持北马入盟愿景，欢迎北马

遵循欧洲共同价值观和原则。”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也对斯特沃·彭

达罗夫斯基赢得选举表示祝贺。斯

称：“欢迎北马其顿成为北约第 30

个成员国，期待与你们的合作。”

该项目由欧佩克组织国际开发

基金提供资助。

从 Vranduk 到 Ponirak 高速公路

总长 5.3 公里，包括两座桥梁、三座

高架桥和一条隧道，预计在 24 个月

内建成。

欧洲走廊 Vc 通过波斯尼亚连接

克罗地亚的普洛切（Ploče）港和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1 美元 = 0.890429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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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数字银行用户 1.5 亿（节选）3

经过对中东欧地区本土银行业

的多年持续跟踪分析，日前，奥地

利奥合国际银行 (RBI) 出版了首份

《中东欧金融科技地图集》（CEE 

Fintech Atlas），为该地区各国发展

提供了新的视角。

该项研究颠覆了中东欧银行业

和金融业的一些“老故事”。尽管

在中东欧地区，西欧银行在老牌银

行业务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

金融科技领域，情况则截然不同。

据 RBI 发布的《中东欧金融科

技地图集》显示，金融科技公司目

前在中东欧地区的数字银行用户总

量约为 1.5 亿，其中近 8000 万位于

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极具吸引力

的金融科技市场，也是全球数字银行

的重要市场。此外，另有五个中东

欧国家合计拥有至少 500 万的数字

银行用户，这五国分别为捷克、波兰、

匈牙利、白俄罗斯和罗马尼亚。

中欧在该领域的发展日趋成熟，

表现出色，58% 的人口已经积极使

用数字银行产品。与之相反，东南

欧则有许多国家需要迎头赶上。东

南欧银行市场的数字普及率相对较

低，只有 34%。不过，东南欧很可

能重现标志着独联体金融科技领域

发展的“跨越式”效应。

来自民意调查机构 MEDIAN 的

社会学家达涅尔·普罗科普（Daniel 

Prokop）告诉捷克广播电台，在欧

盟选举问题上，捷克选民的划分比

通常认为的“亲欧盟”和“反欧盟”

划分更为复杂。

“如果看所有的问题，比如人

们是否支持捷克退出欧盟（Czexit）、

是否认为捷克在加入欧盟方面获益、

是否对欧盟持批评态度，我们实际

上可以把捷克人分为 7 个类别。”

最大的两个群体是所谓的“得

利者”和“持怀疑态度的改革派”。

两者都占人口的 18％左右。

“得利者”大多是年轻的民粹

主义选民。普罗科普先生说，他们

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他

们利用捷克作为欧盟成员国所带来

的好处，例如他们可以去国外旅行和

工作。他们知道捷克加入欧盟的益处，

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价值观定义为

亲欧盟派。”有趣的是，尽管这类“得

利者”中有 80％的人认为捷克已从

欧盟获益，但其中超过一半的人仍

希望开展关于捷克是否应脱离欧盟

的公投。此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比例 1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持怀疑态度的

改革派”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

人支持上述公投，而且实际上无人

2019
04/25

支持捷克退出欧盟。

排 在 这 两 个 最 大 的 群 体 之 后、

占比仅落后 1 个百分点的是另一个

重要的群体，普罗科普先生称之为

“捍卫者”。

“‘捍卫者’倾向于信任本国机

构而不是欧盟。他们非常害怕外来

移民，一般都是反欧盟的。‘捍卫者’

也不贫穷。这一群体大部分都认为

在过去 20 年捷克作为欧盟成员国从

欧盟获利很少，其中五分之四的人

希望捷克脱欧。”

相比之下，最亲欧盟的群体是

所谓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他们

的特点是受过良好教育、无贫困风险，

他们倾向于更紧密地与欧盟融合。

与此同时，还有 16％的人是“被

边缘的”群体。这些选民大多是穷人，

他们往往对欧盟乃至对政治都持消

极态度。

剩下 19％的选民分为两类，一

类是“反系统性悲观主义者”，他们

赞成捷克脱欧，既不信任欧盟，也不

信任捷克的国家机构；另一类是“临

时实用主义者”，他们基本上是年长

的选民，认为捷克留在欧盟有利于年

轻人，但是担心它将来的发展会不利。

这七个群体中，只有两个是多

数人支持捷克脱欧。剩其余五个群

具体而言，保加利亚是一个较

为令人振奋的市场。在东南欧欠发

达地区，其数字支付的使用率已很高，

60%-80% 的人口已经在使用数字支

付。事实证明，与传统的信贷业务

相比，一国是否使用数字支付并非

由其经济繁荣程度或人均 GDP 水平

高低所决定。即便是中东欧较不发

达的市场，目前在金融科技领域也

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样有趣的是，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年轻

人已开始非常积极地使用数字支付。

总体而言，RBI 认为，捷克、俄

罗斯、斯洛伐克、波兰和斯洛文尼

亚可以与“真正的数字冠军”( 如中

国和爱沙尼亚 ) 相媲美。乌克兰、白

俄罗斯、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则可以

被称为“区域数字旗舰国家”，而

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则和科索沃（地区）似乎

更像是“追赶型数字国家”。在银

行业数字应用和金融科技吸收方面，

俄罗斯是全球领先的新兴市场之一，

从数字银行增长率的发展趋势来看，

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中东欧国家完全

可以与中国、土耳其等国相媲美。

体占捷克总人口的 75％，只有少数

人支持捷克脱欧。

“我的欧洲”智库创始人托马

斯· 普 娄 扎（Tomáš Prouza） 认 为，

这项研究显示，捷克人实际上并不

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对欧盟持怀疑态

度，但往往会相信一些政治家关于

欧盟似是而非的说法。

雅罗斯拉夫·米勒（Jaroslav Miller）

是捷克北部地区帕拉茨基大学校长。

该机构最近启动了一个名为“Euforka”

的项目，此项目致力于通过进一步提

供关于欧盟和各成员国的相关信息来

打击操纵选举的做法。

根据布拉格安全研究所成员今年

3 月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欧盟

往往是捷克各新闻网站受虚假信息或

内容操纵干扰最多的热门话题。

不过，米勒先生说：“选民通

常不知道欧洲议会有什么权力，也

不知道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首脑会是

什么机构。这是因为各成员国和欧

盟本身无法以更生动的方式与民众

进行沟通。”

马蒂亚斯教堂 布达佩斯

调查显示：捷克人对欧盟的态度分为七类 4 2019
05/14

最近由民意调查机构 MEDIAN 为智库 -- 我的欧洲（Moje Evropa）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捷克选民的分类比通常认

为的分为“亲欧盟”与“反欧盟”分类更为复杂。据一些看过调查结果的专家称，捷克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怀疑

欧盟，但他们往往过于相信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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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希中两国关系正在加强，但充

满 不 确 定 性。2016 年 8 月 中 远 海

运收购了比雷埃夫斯港 51% 的股份。

最近，希腊中央考古委员会裁定比

港所在的整个地区系考古遗址，对此，

中国大使馆担心这可能影响其对比

港的投资。虽然希腊政府承诺将解

决这一问题，但本届政府原则上一

直反对所有私有化，在其 2015 年执

政伊始就冻结了所有的私有化进程。

中远海运在经营比港集装箱码头所

取得的成就表明，该公司对比港怀有

极大的雄心：2010 年，中远海运在

比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88 万个标箱，

而到了 2019 年，仅第一个季度的集

装箱吞吐量就达到了 125 万个标箱。

在非正式会议上，拉脱维亚与

比利时、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

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一起呼吁欧

盟采取更具雄心的策略来应对气候

变化。

拉总理在讨论中表示，欧盟的

增长和繁荣建立在单一市场的基础

上，其使欧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中

希腊《每日新闻报》评论：
希腊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机遇 5

拉脱维亚总理：
欧盟的气候政策是拉脱维亚发展经济的机遇 6

2019
04/26

2019
05/10

希腊总理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 周五和周六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此前，希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开展的“16+1 合作”机制，展示了希腊自 2009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

2009 年，中国国有企业中远海运接管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部分集装箱码头。当时，希腊新民主党政府的这一倡议遭到其他

党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不过，尽管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为上述交

易的推进）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它们还是为希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日前，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在罗马尼亚锡比乌市举行，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KRIšjāniskariņš）在讨论欧盟今

后五年的战略目标时强调，气候变化是欧盟和全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

须积极合作并采取行动。

国、印度和美国等国展开竞争。进

一步发展和加强单一市场至关重要，

并有必要进一步成立一个银行联盟

以加强对洗黑钱的监控。库钦斯基

斯强调欧盟需要切实确保其资金在

研发等方面的投资顺利进行，以更

快地平衡整个欧盟的生活水平。欧

盟下一个多年期财政预算框架必须

达到这一目标。拉总理认为，在规

旧城查尼亚 威尼斯港口

除希腊本国的复杂情况外，中

国的全球活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

的 担 忧。 欧 盟 委 员 会 (European 

Commission) 正对中国在希腊能源领

域的投资表示关注，同时也对希腊

向房地产投资者提供黄金签证和居

留许可的一些做法持保留态度。4 月

12 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16+1”

峰会上发言时，措辞谨慎地宣布尊重

欧盟对中国的规则。中国对其他国

家重要战略行业的投资以及为可能

成为债务陷阱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提供贷款的举动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这些意料之中的问题和担忧在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退出世界事务中

心、中国提出新的宏伟愿景以及欧

盟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发挥主导作用，

只会“关注”、“担忧”、“警告”

和“罚款”的结果。

希腊可能偶然发现自己刚巧走

在丝绸之路上，如何更好地利用这

一机遇则完全取决于希腊本身。现

在大多数的希腊政治家都意识到了

这一点。然而，要想获得成功，还

必须进一步克服他们自身经常设置

的障碍。

划欧盟的未来时，各成员国必须继

续密切合作，以强化外部边界保护，

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

会上，欧盟各国领导人通过了

《锡比乌宣言》，并强调欧盟成员

国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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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获得 1.05 亿欧元资金
发展旅游业 7

波兰媒体：维谢格拉德四国高铁将提升区域竞争力 8

黑山虽小，也有美酒 9

2019
05/06

2019
05/08

2019
05/14

 欧盟代表团周五在启动仪式后

发表声明称，欧盟将为该项目提供

4000 万欧元的资助，而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将在主权担保下提供不超

过 6000 万欧元的贷款，并通过当

地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发放 500 万

欧元的小额贷款。

该 计 划 预 计 历 时 60 个 月 ( 从

2018 年 12 月 至 2023 年 12 月 )，

也可能会适当延长，旨在提高培拉

特（Berat）、 科 尔 察（Korca）、

非夏尔（Fier）和斯库台（Shkodra）

等地的旅游业质量及可持续性，以

提升旅游业竞争力及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此外，预计该计划还将提高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通过高

铁将上述各国中心区连接起来，是

最佳和最便捷的途径。

基础设施部回顾说，2018 年 6

月 21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V4（维

谢格拉德集团）总理会议上，通过

了一项关于在中欧建立快速铁路连

接合作的联合声明。鉴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在斯洛伐克的斯特尔布

斯凯普莱索（Štrbské Pleso），维

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运输部长签署

了关于建设中欧高速铁路的意向书，

在过去的十年中，葡萄酒酿造

方面的投资结构呈现两个特别重要

的趋势：一是新建葡萄园及恢复原

有葡萄园，二是投资新设备，重建

和新建酒厂及旅游项目。

黑山一家家族企业酒庄Kopitović

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持续投资葡萄

酒旅游的必要性。该酒庄成立于

2006 年，拥有一家具有 300 多年

历史的老酒馆，并有一个非常正宗

的品酒室。“我们通过旅行社请

 5 月 6 日，据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消息 (SeeNews)——欧盟驻阿尔巴尼亚代

表团称，欧盟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将共同资助一项总额为 1.05 亿欧元

($117.6) 的五年计划，以支持阿尔巴尼亚旅游业的发展。

根据基础设施部门的初步分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高速铁路在旅程时间和价格方面可能比其他

交通工具更具有竞争力。

黑山可以被视为最好的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因为葡萄酒是该国最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出口葡萄酒的价值几乎是

进口葡萄酒价值的两倍。

财讯
里拉国家公园 保加利亚

文化、自然和其他资产对游客的吸

引力，并在阿尔巴尼亚区域发展政

策的框架内促进当地重要基础设施

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代表团称：“旅游业是许

多经济体创造收入和就业的重要来

源，并对各种产业及服务业均有积

极影响。”

阿 尔 巴 尼 亚 统 计 局 此 前 表 示，

2019 年第一季度外国游客同比增

长 2.7%，达 695,027 人。  

截至目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已向阿尔巴尼亚的 87 个项目投资

了近 13 亿欧元。

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有关国

家的活动。声明称，交通联系的显

著改善将为深化经济和社会关系创

造条件。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将促

进人员流动和相互接触。它也是一

项现代化事业，将该地区各国的经

济和运输网络引入下一阶段的技术

发展。 

MI 表示，该项目的实施还将有

助于发展参与其实施的企业的创新，

并将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来的客人通常来自欧洲，包括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法国和

德国，但也有人通过 TripAdvisor，

Facebook和 Instagram找到我们。”

该酒庄主人表示。

Plantaže 公司也特别关注葡萄

酒旅游领域的投资。其最古老的酒

窖 Lješkopolje 经过翻新，供应特

殊限量版葡萄酒。该公司打算恢复

Mareza 餐厅并实施“葡萄酒村”

项目。

吉洛卡斯特城堡的钟楼 阿尔巴尼亚

高 速 铁 路 - 正 如 其 强 调 的 那

样 - 是一种透视型的交通工具，在

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发展。该部回

顾说，欧盟在其战略文件中假设到

2030 年现有的高速铁路网络将增

加三倍。这也表明需要将欧盟资本

与泛欧交通运输 TEN-T 网络内的有

效多式联运相结合。

Plantaže 的旅行团访客通常来

自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斯洛文

尼亚、奥地利和波兰，个人旅游者

则来自世界各地：美国、中国、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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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沃达丰成为欧洲第一个
启动 5G 商用服务的通讯公司 10

匈牙利和捷克两家公司合作开发氢能源电池 11 2018 年 -2019 年斯洛文尼亚成功吸引外来并购投资 12

2019
05/16

2019
05/20

2019
05/14

“我们是第一家在罗马尼亚推

出 5G 服务和 Supernet 5G 网络的运

营商。对我们和罗马尼亚来说，这是

一个自豪的时刻；我们是世界上最

早推出这些服务的国家之一。我们为

实现罗马尼亚的数字化议程目标和

数字化社会做出了贡献。”沃达丰

罗马尼亚公司首席执行官木里埃乐·罗

丽 卢 克 斯（Murielle Lorilloux） 表 示。

沃达丰罗马尼亚公司的技术总

监卡塔林·布丽佳（Cătălin Buliga）说，

沃达丰基于现有无线电频率推出了

匈牙利石油公司表示，该合作

涉及氢的交易和供应，富氢液体燃料

的开发和测试以及配送。此外，还

将创建一个新的燃料回收生产工厂。

MOL 公司的创新总经理欧斯卡尔·维

拉吉（Oszkar Vilagi）表示，由于交

通服务的转型，MOL 正在加大对该

地区创新项目的支持。

这家匈牙利公司正在根据其长期

战略寻求其他投资。MOL 公司的 2030

该银行没有透露收购的名称。然而，意大利保险公司忠利集团（Generali）最近完成了对斯洛文尼亚同业亚得里亚斯

洛文尼亚公司（Adriatic Slovenica）的收购。这项价值 2.45 亿欧元的交易帮助 Generali 成为斯洛文尼亚第二大保险公司。

11 月，斯洛文尼亚通过 IPO 出售了其最大银行 -- 新卢布尔雅那银行 Nova Ljubljanska Banka（NLB）65％的股份。另外，

去年 6 月中国海信收购了当地家用电器制造商 Gorenje。

该行还表示，斯洛文尼亚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同期增加了 4000 万欧元。

斯洛文尼亚政府希望在未来几年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确保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并提高其竞争力。

（$ 1 = 0.8917 欧元）

作为罗马尼亚移动电信市场的第二大运营商，沃达丰罗马尼亚公司首次

在本地市场推出基于 5G 移动通信的商业服务，使其成为欧洲和全球首批推

出 5G 服务的运营商之一。

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MOL 于 5 月 17 日宣布，该公司与捷克 InoBat 公司签署了关于在中东欧地区开发氢燃料

电池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斯洛文尼亚央行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收购项目，斯洛文尼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的 12 个月内大幅增加。报告称，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外国投资增加了 15 亿欧元（16.8

亿美元），而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只增加了 4.28 亿欧元。

这些服务，最初覆盖布加勒斯特的几

个繁忙地区，如 Unirii，Kogălniceanu，

Izvor 和 Pipera-Voluntari 县市。

在沃达丰技术中心进行测试时，

华为 5G 智能手机的数据下载速度几

乎达到了 1 Gbps。一般情况下，拥

有 5G 智能手机的客户在下载数据时

将能够体验到大约 450-500 Mbps 的

速度，并且数据传输延迟只是 4G 网

络的一半。

战略已于 2016 年获得批准，旨在减

少公司对其核心业务的依赖，并将

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新领域。MOL 管

理层设定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零

售、运输或电子移动服务等非核心

领域的收入占比提高到集团总收入

的 30％。

总部位于布拉格的 InoBat 公司

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将该地区的能

源产业与最先进的技术联系起来。 

Inobat 从事三个行业：电动汽车、储

能和氢能。

InoBa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马里安·博切克（Marian Bocek）表示，

MOL 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可以加速氢

燃料电池技术的使用，并有助于在

欧洲为替代燃料和电动汽车创建一

体化的价值链。

索卡河 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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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信息，2018 年中东欧 16 国的清廉指数排名顺序如下： 据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 (SeeNews)：中国矿业集团金诚信矿业管理有限

公司 (JCHX Mining Management) 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与塞尔维亚矿业企业 Rakita 

Protection签署了一份价值2.528亿元人民币 (3750万美元 /3350万欧元 )的合同，

承建塞尔维亚东部的 Timok 铜金矿矿山井巷工程（第一标段）施工项目。

中东欧 17 国清廉指数排名 13 金诚信矿业承建塞尔维亚铜金矿项目 142019
05/07

2019
04/30

从欧洲整体情况看，北欧国家的排名相对靠前，如丹麦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 1，芬兰和瑞典并

列第 3；西欧国家排在其后，如荷兰排名第 8，德国排名第 11，比利时排名第 17，位于爱沙尼亚之前。

中东欧国家紧随西欧国家之后。

1、 爱沙尼亚，全球排名第 18 位，是中东欧 16 国中排名第一的国家；

2、 波兰，全球排名第 36 位；

3、 斯洛文尼亚，全球排名第 36 位（与波兰并列）；

4、 捷克共和国，全球排名第 38 位；

5、 立陶宛，全球排名第 38 位（与捷克并列）；

6、 拉脱维亚，全球排名第 41 位；

7、 斯洛伐克，全球排名第 57 位；

8、 克罗地亚，全球排名第 60 位；

9、 罗马尼亚，全球排名第 61 位；

10、 匈牙利，全球排名第 64 位；

11、 黑山，全球排名第 67 位；

12、 希腊，全球排名第 67 位；

13、 保加利亚，全球排名第 77 位；

14、 塞尔维亚，全球排名第 87 位；

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全球排名第 89 位；

16、 马其顿，全球排名第 93 位；

17、 阿尔巴尼亚，全球排名第 99 位。

丝绸之路

周一，金诚信矿业在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该

合同由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JCHX 

Kinsey Mining Construction doo Bor

签署。

金 诚 信 矿 业 称， 工 程 预 计 于

2019 年 7 月 1 日 开 工， 将 于 2021

年 7 月完工。

2017 年， 当 时 由 加 拿 大 公 司

Nevsun Resources 和总部位于美国

的 Freeport-McMoRan 共 同 所 有 的

Rakita 公司表示，将在 2021 年完成

Timok 铜金矿 Cukaru Peki 上带矿项

目的建设。 2018 年 12 月，中国紫

金矿业集团 (Zijin Mining Group) 以每

股 6.0 加元 (4.4 美元 /3.9 欧元 ) 的价

格成功收购了加拿大 Nevsun 全部已

发行的 276,820,575 股普通流通股

股票。在完全摊薄的基础上，这些

股票占已发行股票总数的 89.37%。

据悉，Timok 项目包括 Cukaru 

Peki 上 带 矿 和 下 带 矿。Nevsun 公

司 持 有 上 带 矿 100% 权 益 以 及 下

带 矿 46% 权 益， 美 国 的 Freeport-

McMoRan 持有下带矿剩余权益。

上述项目位于 Timok 岩浆杂岩

带 (TMC)的中心地带，东欧喀尔巴阡 -

巴尔干弧的塞尔维亚区域。TMC 是

铜富集浓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贝尔格莱德共和国广场 米哈伊洛王子国家博物馆和纪念碑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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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政府期待中国造船业巨头 --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CSIC）能够投资 Uljanik 和 3. Maj 这两家濒临破产的造船厂。

根据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机公司”）董事长阮光和匈牙利创新技术部部长拉斯洛·鲍尔科维

奇（László Palkovics）于周四在北京签署的协议，中机公司将在匈牙利投资 10 亿欧元，并设立一个区域办事处。

克罗地亚政府期待中国投资造船厂 15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可能在匈牙利
投资 10 亿欧元 16

2019
05/01

2019
04/26

上述两家克罗地亚船厂均为专

业造船集团 Uljanik 所有，自去年夏

天以来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目前面临

严重的财务困境。克政府正试图确

定一套可行的重组方案，但尚未成功。

今年 3 月，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

连科维奇 (Andrej Plenkovic) 以成本

过高为由拒绝了一项高达 15 亿美元

的救助计划。政府目前正在寻找投

资者以扭转企业面临的颓势。

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

萨格勒布期间，普连科维奇与李总

理讨论了中国对 Uljanik 的投资问题，

根 据 匈 牙 利 新 闻 社 MTI 的 报

道，匈牙利创新和科技部在发布的声

明中指出，中机公司正在考波什堡

（Kaposvár，布达佩斯西南方约 186

公里处）建造一座价值 32 亿匈牙利

福林（约1,100万美元）的太阳能园区，

这将是中欧地区最大的太阳能园区。

鲍尔科维奇表示，匈牙利的目

标是在五年内将太阳能园区的装机

容量从 700 兆瓦增加到 2,000-3,000

兆瓦。

随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代表团对此

项目进行了考察。集团董事长胡问

鸣及中国官员还与普连科维奇总理

对克罗地亚两家造船厂的投资机会

进行了商谈。

周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负责

人在普拉会见了 Uljanik 经理及董事

会成员。“考虑到我们目前的情况，

我很高兴有人对这两家造船厂感兴

趣。” Uljanik 监事会成员对当地媒

体表示，双方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在

Uljanik 的造船业务，尚未涉及融资

细节。

匈 部 长 还 会 见 了 中 机 公 司 母

公 司 - 中 国 通 用 技 术 集 团 (China 

General Technology Group) 总裁陆益

民，讨论了未来可能的合作领域，以

及对考波什堡的投资细节。

鲍尔科维奇还与中国国家发改

委主任何立峰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

的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与数字丝

绸之路合作有关的行动计划。匈牙

利于 2017 年与中方签署了“数字丝

绸之路合作协议”。

自 Uljanik 陷入困境以来，其已

在克国内引起较大争议。今年 3 月，

克罗地亚警方逮捕了 Uljanik 造船厂

的 12 名前高管，罪名是“在金融交

易中滥用信任”和欺诈。官员们声

称，该计划使克罗地亚政府损失超

过 1.5 亿美元。船厂前主席的辩护律

师 Gianni Rossanda 则称，有关逮捕

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且意在转移

公众对船厂困境的关注。

鲍尔科维奇目前正随同匈牙利

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

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万花筒
欧洲最古老的斯拉夫语字母
——格拉哥里字母

格 拉 哥 里 字 母（Glagolitic alphabet） 是 现 存 已 知

最古老的斯拉夫语字母。它由信奉基督教的两位圣人 --

圣 西 里 尔 和 圣 美 多 德 兄 弟 二 人（Saint Cyril and Saint 

Methodius）于公元 9 世纪所发明，目的是把圣经翻译成

斯拉夫语，以向斯拉夫人传播基督教。圣西里尔和圣美多

德是保加利亚名人，每年 5 月 24 日是保加利亚的“教育、

文化和斯拉夫文学日”，就是感谢和纪念两位圣人兄弟发

明了斯拉夫文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美两兄弟既被

天主教会封为圣人，也被东正教会封为圣人。

虽然人们对于格拉哥里字母的发明人无争议，但是关于他们如何发明了这些字母，却有各种理

论 18，甚至有 43 种之多。大致可分为 3 大类：

一是“外源说”，即格拉哥里字母其实完全照搬了以前已有的一些斯拉夫语其他字母，它们的

历史远远早于 9 世纪。

二是“内生独创说”，认为格拉哥里字母是完全独创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其他斯拉夫字母存在。

三是“外源 - 内生独创说”，也就是两者的结合，认为格拉哥里字母参考了以前的一些字母，

同时也独创了另一些字母。

格拉哥里字母一共有 41 个，它们是这样的：

图 1：

波兰画家扬·马泰伊科（Jan Matejko）

创作的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画像 17

图 2：格拉哥里字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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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用格拉哥里字母刻写的最著名的一块石碑：

巴斯卡石碑（Baška tablet），位于克罗地亚的克尔克岛（Krk），据记载是一位国王赠送给克

尔克岛上巴斯卡地区（Baška）圣露西教堂的（Church of St. Lucy）。碑文简短记录了其某些功绩。

这块石碑是最古老的克罗地亚语遗迹 21。

目前，这套字母体系已经完全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了。19 世纪时，它的使用范围就已经

完全缩小到仅在某些教会的书面材料中使用。对于斯拉夫民族而言，他们近千年来使用最多、最频

繁的是西里尔字母。读者也许会好奇：西里尔字母会不会也是圣西里尔发明的？

其实不是，这套字母体系是圣西里尔及圣美多德的弟子们后来发明的。他们为了纪念自己的宗师，

就使用西里尔的名字给这套字母体系命名。目前，全世界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语言有俄语、乌克兰语、

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马其顿语、蒙古语等等，它是全世界继拉丁字母和阿拉伯

字母之后、世界上使用人数第三多的文字系统。

图 3：巴斯卡石碑 20

图 4：保加利亚语字母键盘 22

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二十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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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言论

财讯 

丝绸之路 

二八纵览

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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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ype=RSS&feedName=technology-media-telco-SP&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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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s_Cyril_and_Methodius#/media/File:Cyril_and_Methodius.jpg，作者是 Jan Matejko，

1885 年创作，属于公共领域作品，2019 年 5 月 24 日获取。

https://www.learncroatian.eu/blog/glagolitic-alphabet

图片来源于：https://www.learncroatian.eu/blog/glagolitic-alphabet，2019 年 5 月 24 日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agolitic_script#/media/File:Bascanska_ploca.jpg，属于公共领域作品，2019 年 5 月 24 日获取。

http://lvyou168.cn/travel/Zagreb/Museum_exhibits.html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eyboard_Layout_Bulgarian_BDS2.png，在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5 Generic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Commons ，2019 年 5 月 25 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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