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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西巴尔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增长 2巴尔干地区和平形势越来越好 ( 节选 )1

国际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是一家独立智库，旨在关注世界和平与稳定，它发布的最新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显示：去年世界的和平程度略有提高。

斯洛文尼亚在所有 163 国中排名第 8，系巴尔干地区和平程度排名最高的

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排在第 25 位的罗马尼亚和第 26 位的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排名有所下滑，排在第 28 位，塞尔维亚排在第 50 位，阿尔巴

尼亚排在第 51 位，北马其顿排在第 65 位，黑山排在第 67 位，波黑排在第 81 位，

科索沃（地区）排在第 86 位。

与上一期调查指数相比，塞尔维亚提高了 5 个百分点，科索沃地区上升了

8 个百分点，波斯尼亚上升了 9 个百分点，北马其顿提高了高 23 个百分点。

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国家 / 地区均未出现任何和平程度急剧下降的情况。

根据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去年西巴尔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

资有所增加，这与全球范围及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均有所下降

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流入西巴尔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在中东

欧地区虽然较少，但增幅较大，从 49 亿欧元增加到了 62 亿欧元，同比增幅

28%。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同比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

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的兴趣日益浓厚。

2019
06/12

注：表示和平程度的颜色从高到低依次是：红色、黄色、绿色、深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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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018 年罗马尼亚前十大公司营业额同比增长 20%3

根据罗马尼亚财政部发布的官

方数据，2018 年罗马尼亚前 10 大

公司（均为跨国公司）的营业额为

1310 亿列伊（合 280 亿欧元），较

2017 年增长 20%。

法国雷诺（Renault）集团旗下

的汽车制造商 Automation Dacia 以

247 亿 列 伊（ 合 53 亿 欧 元） 的 营

业额仍然保持首位，同比增长 6.8%。

燃料分销商 OMV Petrom Marketing

和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商 OMV Petrom

以 178 亿 列 伊（ 合 38 亿 欧 元） 的

2019
06/11

营业额并列第二，上述两家公司均

由奥地利 OMV 集团控股。炼油商

Rompetrol Rafinare 及其下游分销子

公司 Rompetrol 紧随其后，分列第四、

五位。

排 在 第 六 位 的 是 德 国 零 售 商

Kaufland 超市，该公司的营业额为

108 亿列伊（合 23 亿欧元）。汽车

制造商福特罗马尼亚由于其在克拉

约瓦（Craiova）的一款新车型开始

投产，营业额较 2017 年大幅增长了

一倍多，达到 105 亿列伊（合 22.5

布加勒斯特人民的宫殿  罗马尼亚

03

拉脱维亚企业家情绪指数保持稳定 4

拉脱维亚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

放缓，但并未降低企业家的乐观情

绪，且这一乐观情绪已持续两年有余。

不 过， 根 据 Citadele Bank 银 行 和

SKDS 最新的 Citadele 指数调查显示，

企业家对该国及其所在行业总体经

济活动的评估表现得更为谨慎。

Citadele 指数在今年第一季度对

企业家进行的调查显示，拉脱维亚

雇主的商业情绪两年多来一直保持

稳定和积极，企业家情绪指数达到

51.48。其中，与拉脱维亚其他地区

企业家相比，来自 Latgale 的企业家

相对悲观、消极；而最乐观的是来

自 Kurzeme 的企业家，其情绪指数

为 53.21。而 Latgale 企业家的情绪

指数仅为 46.40。

Citadele 指数还显示，今年第

一季度，里加的企业家情绪指数为

51.58，Zemgale 为 51.97，大里加区

域（Greater Riga）为 52.03，维泽梅

（Vidzeme）为 52.59。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并没有影

响企业家的情绪，但他们已经开始更

加谨慎地评估国家和行业的经济形

势。今年第一季度，上述两项指标

均不乐观，低于 50 的中性水平：全

国总体经济活动指数为 48.57，企业

家所属行业的经济活动指数为 49.90。

2019
06/06

出口企业变得更加谨慎

Citadele Bank 的经济学家马丁

斯·阿伯林斯（Mārtiņš Āboliņš）表示：

“近几年企业家一直保持适度稳定的

乐观情绪，但在外部因素的持续影响

下，企业家们对当前总体经济形势的

评估可能已经恶化。全球经济放缓和

贸易战同样影响了波罗的海国家的经

济增长。我们看到，拉脱维亚出口商

的乐观情绪在过去两个季度有所下降。

如果说在此之前，出口企业的乐观程

度远高于非出口企业，那么目前，随

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口企业的乐

观情绪已降至与非出口企业相当的水

平，系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

他还补充道，出口企业的谨慎情

绪，以及非出口企业对该国总体经济

形势的谨慎态度，预示着拉脱维亚今

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去年的预测。

出口企业家的乐观情绪在过去 6

个月里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至今年

第一季度的 52.19，接近非出口企业

指数（51.15）。

建筑业最乐观；服务业最谨慎。

Citadele 指数调查显示，长期以来，

建筑业企业家情绪指数波动幅度最大，

即便在完全悲观的时期也夹杂有乐观

情绪。

阿伯林斯表示；“自该指数发

布以来的 61 个季度中，有 47 个季

度建筑业企业家情绪指数在最乐观

和最悲观之间来回切换。这也清楚

地说明了建筑业的反复无常。”

“目前，建筑业再次成为最积

极的行业，该行业企业家的乐观情绪

已达到后经济危机时期不常见的高

水平：54.22。在本季度，零售和制

造业企业家情绪指数有所上升，而

服务业在过去三个季度从最乐观转

变为最谨慎。零售业企业家情绪指

数为 52.94，制造业为 52.67，服务

业为 50.34。 

Citadele 指数

Citadele 指数是 Citadele Bank 银

行自 2004 年以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

查，调查对象包括 750 名企业家和领

导人。调查和数据汇总由市场和民意

调查公司 SKDS 进行。受访对象包括

来自拉脱维亚全国的制造商、零售商、

服务业和建筑业人士的意见。最近一

次调查是在 2019 年 3 月进行的。

亿欧元），使其在全国企业排名中

升至第 7 位。烟草分销商英美烟草

集团（BAT）、燃油经销商卢克石油

罗马尼亚（Lukoil Romania）和零售

巨头家乐福共同跻身前十。

不过，零售商 Lidl 超市有可能

会威胁到家乐福第十名的位置，目

前这家德国公司尚未公布其 2018 年

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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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当前中美在贸易和技术问题上

的冲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超

级大国的崛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并可

能在某些领域挑战全球最大经济体

的技术领先地位。

1978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GDP）仅为美国的 1.5%，但是，

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获得了迅猛的

发展，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值

得一问的是，在政治体制截然不同

的情况下，中国的具体政策目标对

维谢格拉德地区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战略规划

中国政府在 2015 年发布的“中

国制造 2025”政策文件已成为全球

争议的焦点之一。该文件发布的一

波兰前政府顾问：
维谢格拉德四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5

2019
06/03

虽然维谢格拉德四国并没有受到北京方面的直接影响，但它们可以关注中国哪些政策取得了成功，以避免出现任何

可预见的问题。具体而言，维谢格拉德四国尚未全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们需要在战略上吸取中国经验，而

不仅是专注于吸引中国投资。

喀尔巴阡山脉 波兰

系列产业政策，旨在提升中国的产业

价值链，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大规模

政府补贴重点扶持 10 大优先领域。

然而，从更正确的角度看，“中

国制造 2025”应该被视为中国政府

为实现 2013 年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

共同提出的“中国 2030：建设一个

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

国家战略而采取的策略。

“中国 2030”本质上可以理解

为是一项“商业计划”，其基本目标

是到 2030 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成为一个高收入社会。为实现这一愿

景，该文件呼吁更多地依赖以市场

为导向的机制，将重点放在创新和

研发以及“绿色发展”上。文件还非

常坦率地指出，摆脱“中等收入陷

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截至 2008年，

在 1960 年被列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

101 个国家中，仅有 13 个国家成功

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在“中国2030”出台两年后，“中

国制造 2025”使中国朝着更加依赖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和研发工具的方

向转变，否则，中国 2030 年的基本

战略目标将无法实现。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对其

2030 年 ( 或 2025 年 ) 目标、如何实

现这些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极

端困难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和规划。

中欧局势

我们的问题是，维谢格拉德地

区是否存在类似的战略愿景？这个

地区的人均收入虽然比中国高得多，

但还没有达到公认的“高收入”水平。

目前看，捷克或许已经避免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2018 年，捷

克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欧盟平均水

平的 87%，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列为“发达经济体”。

2017 年，捷克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8%，在“经济学人”

智库发布的全球“技术准备程度”（ 

“technological readiness”） 指 数

中排名第 27 位。很明显，捷克已经

基本实现了中国到 2030 年要实现的

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避免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问题对捷克邻国斯洛伐克

可能更为紧迫。斯洛伐克虽然也被

IMF 列为“发达经济体”，但仍严重

依赖制造业，2017 年研发支出仅占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9%。

斯洛伐克 2017 年发布的国家战

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质

上是一份“愿望清单”，缺乏类似

中国战略愿景的具体路线和时间表。

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

2016 年初明确提出了一项战略愿景

（“负责任的发展计划”），具体目

标是到 2030 年赶上欧盟人均 GDP

的平均水平。更加注重创新将成为

这一愿景的重要支撑；莫甚至在福

克斯新闻（Fox News）中宣称，波

兰将“成为欧盟的硅谷”。

但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波兰

的人均 GDP 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74% 左右，其强劲的 GDP 增长主要

得益于社会福利（尤其是 500+ 家庭

补助计划，即对低收入家庭每个孩

子给予每月 500 兹罗提的补贴，对

其他家庭育有两个和两个以上孩子

的家庭也给予每月 500 兹罗提的补

助），并对研发投资产生了挤出效

应，2017年波兰研发仅占GDP的1%，

甚至不及希腊 (1.1%)。

最令人担忧的是匈牙利。尽管

该国 GDP 在 2018 年实现了近 5%

的强劲增长，但其研发支出水平与

波兰相当，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欧

盟的资金投入。

匈牙利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

显落后于其他维谢格拉德国家。此外，

与斯洛伐克和波兰不同的是，目前匈

牙利政府尚未阐明任何避免“中等

收入陷阱”的连贯战略规划，却过多

地专注限制大学的学术和财政独立。

总之，波兰和匈牙利在制定和

严格执行旨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以创新为中心的战略愿景方面，有很

多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捷克和斯

洛伐克已基本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简介：马丁·米泽拉克（Martin 

Miszerak）是 Miszerak & Associates 

Sp. Zoo 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

官，该公司专门为国际私人股权投

资基金提供咨询服务。上世纪 90 年

代，他曾担任波兰政府的私有化顾问，

并积极参与金融领域的改革。随后，

他成为波兰一家大规模私有化基金

的首席执行官。他同时还是英国《金

融时报》的定期撰稿人，并在欧洲、

美国和中国多所研究生院担任客座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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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倡议”各国同意成立投资基金 6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签署共同建设天然气转换站协议 7

2019
06/06

2019
06/14

“三海倡议”成员国官员周三

表示，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首脑峰

会上，“三海倡议”被赋予了一个

新的合作内容——一个用于建设交

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基

金即将成立。

本次为期两天的“三海倡议”

峰会于周三和周四在斯洛文尼亚

举行。“三海倡议”由克罗地亚

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

奇（Kol inda Grabar-Kitarović）

和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于 2015 年发起，论坛由位

于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之

间的中东欧 12 个欧盟成员国组成。

迄今为止，“三海倡议”峰

会已举办三届，分别于 2016 年在

杜布罗夫尼克、2017 年在华沙和

2018 年在布加勒斯特。今年的峰

会是第二次得到商业论坛的支持，

吸引了来自全球 43 个国家的 600

名商业代表。

今年峰会的一个新奇之处，是

在论坛结束时提交一份关于关键项

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克罗地亚总

统格拉巴尔 - 基塔洛维奇表示，自

财讯

里拉国家公园 保加利亚

2015 年以来，这一举措发展得“难

以置信”，当时该倡议遭到了许多

人的怀疑。

她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

和黑海之间的欧盟”圆桌讨论后表

示：“另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去

年各国的银行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

力的意向书，成立了投资基金。如今，

它已成为一支真正的基金，目前成

员国有波兰和罗马尼亚，并正在与

欧洲的投资银行、开发银行以及世

界银行进行谈判，预计它们也将参

与该基金，然后是其他成员国。”

参与该圆桌讨论的还有斯洛

文尼亚总统博鲁特·帕霍尔（Borut 

Pahor）、爱沙尼亚总统柯斯迪·卡

留 莱 德（Kersti Kaljulaid）、 保

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Rumen 

Radev）、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

多· 彼 得（Szijjártó Péter））、 波

兰总统杜达（Duda）、美国能源部

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和捷克

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s Zeman）。

克罗地亚总统格拉巴尔 - 基塔

洛维奇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

化和位于克尔克（Krk）液化天然

亚得里亚海 克罗地亚

气终端站是克罗地亚的主要关注点，

尤其是液化天然气终端站项目，其

不仅对能源供应十分重要，而且在

战略层面亦意义重大。她表示：“重

要的是，整个中欧地区将不再依赖

单一的能源来源，而是使整个区域

实现多样化和互联互通。”

格拉巴尔 - 基塔洛维奇同时认

为，数字化将解决“克罗地亚境内

的许多问题，包括移民问题。”宽

带互联网的引入将有助于更好地完

善教育，并使人们在克罗地亚居住、

在其他地方工作成为可能。这对于

偏远地区尤为重要，如岛屿、农村

和山区。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从爱沙尼

亚的塔林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需

要三天时间，但从西班牙的巴塞罗

那到瑞典的哥德堡只需要一天时间，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周五签署了

一项政府间协议，双方将就天然气

互连建设和运营进行合作。

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彼得

（Szijjártó Péter）在布达佩斯与塞

尔维亚能源和矿业部长阿莱克桑达

尔· 安蒂奇（Aleksandar Antic）签

署协议后表示，天然气供应安全具

有战略性，关系到国家安全。

该条塞匈输气管道的建设招标

将于今年 9 月份进行，新管道的最

这表明欧洲东西部与南北部之间的

连通性差异较大。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强调，布

鲁塞尔方面对“三海倡议”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由此表明该倡议正朝

着正确方向发展。

爱沙尼亚总统则警告称，未来

的项目不仅要有竞争力，而且要朝

绿色方向发展，因为地球需要拯救。

爱沙尼亚是众所周知的数字化领导

者，塔林将积极推进该地区的数字

连通。

捷克总统泽曼谈及连接易北河、

奥德河和多瑙河作为该倡议的补充。

他强调，这不仅是因为水路运输很

重要，而且对供水也很重要。克罗

地亚总统格拉巴尔 - 基塔洛维奇对

上述建议表示欢迎。

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再次

重申，中欧将成为欧盟增长的新动

力。他说：“我们已经证明，减少

表里不一、双重标准和政治正确会

带来更好的结果。

美能源部长佩里支持加强能源

联盟。他表示，今天，美国作为全

球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正

在能源领域实现平衡，这对美国的

朋友和盟国均有益。我们绝不会把

能源作为政治胁迫的手段。

与会者还表示，明年乌克兰或

将加入这一倡议。

德国总统弗兰克 - 瓦尔特·施泰

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

首次出席了该峰会。

大容量将达到 100 亿立方米。西雅

尔多表示，匈牙利对该项目的投资

规模将取决于各天然气公司的产能

情况。

投标过程将持续到 9 月底，随

后将签署天然气贸易合同。管道建

设计划于明年夏天开始，于 2021

年年底完工。

西雅尔多指出，截至目前，俄

罗斯和乌克兰尚未签署新的 2020

年天然气输送协议。同时，匈牙利

的盟国也花了太长时间才做出允许

匈牙利从新的来源国进口天然气的

决定。

匈牙利新的天然气供应路线最

有可能选择通过保加利亚和塞尔维

亚的土耳其天然气运输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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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中东欧 17 国“楠尼国家指数”排名 8 斯洛伐克内阁建议政府与中国政府

签订学历互认协议 9
2019

06/04

“楠尼国家指数”（Nanny State Index）是英国一名自由主义作家克里斯托弗·斯诺登（Christopher 

Snowdon）提出的。他反对国家政府对公共健康问题、包括酒类消费和过度肥胖进行干预。该指数

由位于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发布 。决定该指数高低的因素是政府

对“生活方式经济（含酒类、烟草、电子烟、食品和软饮）”实施管控的严格程度，管控的方式包括：

提高某些产品的价格（通过税收或零售垄断）、“侮辱消费者”、限制选择或以其他方式给消费者

带来不便（通过限制某些产品的交易时间）、限制信息（广告禁令），甚至降低产品质量（通过额

外包装要求）。这些政策会使得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欲望降低、消费金额减少，可能会影响相

关企业的经营。楠尼指数排名越高，说明政府的管控政策越严。

根据该机构近期最新发布的指数，中东欧 17 国的排名如下：

1、	 立陶宛，在中东欧排名第 1，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2，

	 仅次于芬兰，是中东欧国家中管控政策最严格的国家。

2、	 爱沙尼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2，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3。

3、	 匈牙利，在中东欧排名第 3，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5。

4、	 拉脱维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4，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7。

5、	 斯洛文尼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5，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9。

6、	 希腊，在中东欧排名第 6，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11。

7、	 波兰，在中东欧排名第 7，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12。

8、	 克罗地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8，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15。

9、	 罗马尼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9，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17。

10、	保加利亚、在中东欧排名第 10，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18。

11、	斯洛伐克，在中东欧排名第 11，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26。

12、	捷克，在中东欧排名第 12，在全部受调查的 28个国家中排名第 27。

西巴尔干五国无数据。

丝绸之路

根据当日斯洛伐克政府会议批准的一项提案，斯洛伐克教育部将会签署一

份协议，承认中国大学文凭、学校证书和学术头衔。

提案指出，该协议有助于两国相互承认教育文件。 “这份协议作为一个先

决条件，使学历互认变得更为简单，也就是说，有了一国的学历，可以去另一

国继续学习”。

中国发起这项合作是为了加强两国在教育、科学和研究领域的合作，支持

两国人才流动。2016 年，中国向斯洛伐克提出申请，要求就斯洛伐克 - 中国就

上述协议草案进行谈判。

该协议规定了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学生必须满足哪些要求才能被对方国家大

学录取。它还规定了学生可以在斯洛伐克和中国获得的大学文凭和证书。

特伦辛·斯洛伐克城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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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欧洲最古老的橄榄树——黑山的老橄榄树

说起欧洲最古老的事物，一般人们会想到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古老国家。实际

上，在欧洲最年轻的国家——黑山，也有欧洲最古老的事物，那就是黑山的“老橄榄树”（黑山语：

Stara Maslina）。

“老橄榄树”位于黑山南部巴尔（Bar）小城以东大约 5 公里的地方。根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大学学者于 2015 年所做的测试，这棵树的树龄当年已经至少 2007 年、至多 2473 年，所以说它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橄榄树 12。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

这棵橄榄树的胸径达到 9.144 米。在它 2000 多年的历史中，它曾经遭遇过雷击、火灾的侵扰。

由于雷击，一部分树干不幸被完全烧毁；根据当地流行的民间说法，曾经有几个人在树旁玩纸牌时，

一个人把一盏点燃的灯挂在树上，这让老橄榄树起火，幸好火很快就被扑灭了。1957 年，政府为老

橄榄树树立了纪念碑，并把它保护起来。

根据一家黑山媒体的说法 16，当地人很敬重橄榄树，认为它能让生病的人恢复健康，让不幸

福的人变得幸福，让相爱的人永不分离。有人专门选择在老橄榄树下举行婚礼，希望得到它的保佑。

在老橄榄树的周围，还有很多树龄达到 500 年至 700 年的橄榄树，当地自古以来就是种植橄榄树的

地方。当地导游还介绍说，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当地的统治者规定，如果一个男士要结婚，那

么他必须先种下 20 棵橄榄树才行。

2008 年以后，黑山政府把老橄榄树开辟为收费的旅游景点。近年，来自俄罗斯、波兰、土耳其

和其他国家的大量游客纷纷来到这里，以便亲眼目睹欧洲最古老的橄榄树 17。

图 1：黑山的老橄榄树 11

图 2：老橄榄树在黑山的位置 13

图 4：换个角度看看这棵树 15

老橄榄树
(Stara Maslina)

图 3：老橄榄树获得的树龄证书 14



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三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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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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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lkaninsight.com/2019/06/12/global-peace-index-shows-balkans-getting-more-peaceful/

https://www.intellinews.com/western-balkans-buck-downward-global-trend-in-fdi-162686/?source=bosnia-and-herzegovina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biggest-companies-romania-sales-2018

https://www.baltictimes.com/citadele_index__kurzeme_s_business_owners_the_most_optimistic__latgale_s_-__the_least/

https://visegradinsight.eu/escaping-the-middle-income-trap/

https://www.total-croatia-news.com/politics/36352-three-seas-initiative

https://hungarytoday.hu/hungary-serbia-agree-to-build-gas-interconnector/

http://nannystateindex.org/

https://mp.weixin.qq.com/s/9q18-xMQlaQowpFYdFnrxw

https://newsnow.tasr.sk/foreign/cabinet-okays-recognising-documents-on-education-with-china/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1/Old_olive_in_Bar%2C_Montenegro.jpg，上传者用户名为：BuhaM，该图片在

Attribution-Share Alike 4.0 International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6

月 24 日获取。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montenegro/articles/11-unique-experiences-you-can-only-have-in-montenegro/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ontenegro_location_map.svg，增加了位置的名称。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ld_olive,_certificate.jpg，上传者用户名为：BuhaM，该图片在 Attribution-Share Alike 4.0 

International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6 月 24 日获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22Olea_europea%E2%80%9D,_which_is_over_2000_years_old._Full_view..jpg，上传者用

户名为：Zabijako Sergej，该图片在 Attribution-Share Alike 4.0 International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

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6 月 24 日获取。

https://www.cdm.me/drustvo/stablo-u-crnoj-gori-najstarije-u-evropi-stara-maslina-zastitni-znak-bara/

https://www.cdm.me/drustvo/stablo-u-crnoj-gori-najstarije-u-evropi-stara-maslina-zastitni-znak-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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