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2017 年第 7 期  |  总第 8 期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2017 年第 7 期  |  总第 8 期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03 言论

03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发
展我们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

05 西巴尔干国家，能否合作？

07 德国外交部长批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司
法改革

08 波兰司法部：司法改革遵从欧洲其他国家
的模式

09 《经济学家》：德国害怕特朗普分裂欧洲

11 财讯

11 波罗的海国家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16 2017 年前 5个月罗马尼亚生态车辆销售
量同比上涨 185%

17 德国大陆集团在罗马尼亚开发无线充电技术

19 在获取 /花费欧盟资金方面，中东欧国家
做得是否成功？

21 阿尔巴尼亚的 ISO认证数量最少

22 捷克吸引美国GE航空设立涡轮螺旋桨发
动机设计和制造中心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01	读图

01	 马其顿政府推出加入欧盟和北约的“3-6-
9”计划

01	 斯洛伐克拥有了第一颗卫星

25 万花筒

25 若为自由故——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与他的中国“知音”

23	丝绸之路

23 斯洛文尼亚农业展会加强与中国合作

24 波黑部长会议主席会见中国投资者

2017 年第 7期		|		总第 8期

注 :	本刊物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中东欧国家及相关国家最新的多样化资讯，
	 所摘译文章不代表本刊物观点。

出版 :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支持单位 :	中国 -中东欧基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华沙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筹备组	 中国华信集团

罗马尼亚	法拉加山脉



03 Opinions

03 Vlкdimir Vladimirav: We must have long-

term vision for Bulgarian State Railways

05 Trieste test for Western Balkan unity

07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critises judicial 

reforms in Poland

08 Polish Ministry of Justice: Polish Court 

Reforms Patterned on European Model    

09 Economist: Germany is afraid that Trump 

wil divise Europe

11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11 Baltic countries relieves dependence on 

Russian energy

16 Eco car sales up by 185%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17 in Romania

17 Continental develops wireless charging 

technology in Romania

19 How successful are CEE countries in 

contracting/spending the EU funds?

21 Albania, last place in Europe for ISO 

certification

22 GE Aviation Searches for a Locality in 

Czech Republic for Its Turbo-Propeller 

Center

01 Pictures

01 Disputes among West Balkan countries

01 Slovakia has its first satellite

25 Kaleidoscope

25 Petőfi Sándor and his Chinese "bosom 

friends"

23 Silk Road

23 Slovenian agricultural fair to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24 BiH Chairman of Council of Ministers 

meets with Chinese investor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保加利亚 罗多彼山脉

马其顿共和国	亚历山大大帝战士纪念碑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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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日，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夫（Zoran	Zaev）展示其

政府为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准备的“3-6-9”计划，列出了该国政府在

未来3个月、6个月、9个月需要办理的工作。扎埃夫希望，在9个月之后，

也就是欧盟委员会在 2018 年春季召开会议时，能请欧盟明确指出与马其

顿进行入盟谈判的具体日期。

6月 23 日，斯洛伐克第一颗卫星 skCUBE 从印度 Satish	Dhawan 空

间中心发射升空，这是斯洛伐克拥有的第一颗卫星。该卫星的开发历时五年，

在等待两年之后，终于在今年发射升空。	

马其顿政府推出加入欧盟
和北约的“3-6-9”计划 1

斯洛伐克拥有了第一颗
卫星 2

斯洛伐克	Bojnice 城堡

马其顿共和国	Jovan	Kaneo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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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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或学界的高度，近距离了解中东欧

及其相关国家社会上层人士对本国、中

国或本地区情况的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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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政府向国家铁路公

司提供了 1.12 亿欧元的援助，不

过这笔钱有着特别的用途。其中，

7500 万欧元用于偿还一笔协议贷

款；2000 万欧元属于该公司对于

国家财政的欠债，因为国家财政出

资 2000 万欧元替该公司偿还了亏

欠世界银行的贷款；另外 1500 万

欧元是国家财政替该公司偿还一家

银行的贷款。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

执行董事 Vladimir	Vladimirov 接受

保加利亚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

对公司发展我们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 3 

了保加利亚国家广播电台采访，表

示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保加利

亚政府对国家铁路公司的改革方案，

允许保加利亚政府向该公司支付这

些援助，这也意味着保加利亚政府

可以拯救这家公司，让公司获得进

一步发展的基础。该公司可以获得

无息贷款，偿还贷款的资金可来自

政府出售索菲亚机场特许经营权的

费用。该负责人表示，这就是保加

利亚政府对该公司的改革计划，预

计在未来 12-18 个月内实施。他

认为，2010 年，该公司处在破产

保加利亚	金沙滩	

的边缘，当时的负债总额为 4.25

亿欧元，目前已下降到2.06亿欧元。

在过去的 7年里，该公司在偿还贷

款和支付罚息方面已经支出了3亿

欧元。假如该公司不需要偿还这些

贷款和罚息，将能购买更多的火车

车厢，以缓解目前铁路运力不足的

问题。下一步，从 2017 年 9月开

始，该公司将考虑乘客的需求，采

购新的现代化车厢。一般而言，新

车厢需要 24 个月才能交货，在此

之前，该公司将租赁一些车厢。

该负责人认为，虽然目前政

府无法在铁路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

但可以进行一些小规模投资，拉长

投资期限，逐步增加现代化车厢数

量，缓解运力不足问题。因此，公

司需要长远规划，包括未来 10 至

15 年的发展计划。公司还应寻找

新的金融资源，提高公司某些职位

的薪金水平。目前，火车燃料被盗

问题已得到有效控制，不过，需要

对全国的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017
06/25

保加利亚	皮林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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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尔干国家，能否合作？ 4

本周，西巴尔干地区的六个国

家以及欧盟一些国家将在意大利的

里雅斯特召开峰会，不过，这次峰

会将在相对安静的气氛中进行。

他们可能会建立西巴尔干地区

自由贸易区，降低贸易壁垒，促进

相互投资。根据欧盟的估计，建立

自由贸易区后，将“最多可创造 8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西巴尔干

国家都赞成建立该自由贸易区。比

如，阿尔巴尼亚担心本国的产业受

到自由贸易区的威胁，其他一些国

家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只是为了

推迟他们加入欧盟的时间，而他们

更希望直接加入欧盟，以获得更多

益处。

与半年前相比，西巴尔干地区

形势看起来有所缓和。自 2011 年

起，欧盟一直主动调解塞尔维亚和

科索沃的关系；马其顿经过 2年的

政治危机后，目前新政府已经拥有

足够的社会支持，将推动解决与希

腊的国名争议问题，这将有利于促

进该国加入北约和欧盟进程。

言论

2017
07/11

今年 6 月，阿尔巴尼亚举

行了大选，由埃迪·拉马（Edi	

Rama）领导的政府将着力落实欧

盟提出的改革建议。另外，黑山已

经加入北约，弱化了俄罗斯对该国

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力，也可能会加

快该国加入欧盟的进程。

即将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办

的此次峰会，是欧盟自创立“柏林

进程”的第四次峰会。该进程是欧

盟宣布暂停入盟谈判后，由德国总

理默克尔发起的进程。其涉及的欧

盟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

意大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柏林进程”的目的在于深化

西巴尔干地区六个国家的区域间合

作，不急于推进他们加入欧盟进程。

根据规划，明年的峰会将在伦敦

举办，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00 周年。第一次峰会于 2014 年

举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

在这次会议举办前一天，波斯

尼亚的外交官和受害者家属聚集在

斯雷布雷尼察，悼念种族灭绝事件

22 周年。当年的种族灭绝事件提

醒人们，如果该地区缺少了国际领

导，就会出现问题。

经济合作

今年 3 月，“柏林进程”所

涉及的国家在萨拉热窝举行区域领

导人会议，他们同意，的里雅斯特

首脑会议将为建立巴尔干地区共同

贸易区奠定基础——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也在为此努力，并将改善区域

基础设施、促进年轻人之间的接触。

之后，事态的发展一直很

快。本周二，欧盟负责睦邻政策和

扩大工作的专员约翰内斯·哈恩

（Johannes	Hahn）在的里雅斯

特与记者共进晚餐时表示：“‘柏

林进程’（在西巴尔干地区）推进

很快，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区域

经济贸易区（regional	economic	

trading	area）”，涵盖生活在西

巴尔干六国的 2000 万人口。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协调法律

制度，减少贸易壁垒，以此促进投资。

哈恩说，建立这样一个贸易区

后，“创造 8万个就业机会也不是

不可能的”，而且“它将加强和促

进欧洲（盟）一体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18-

2022 年期间，如果该地区采取区

域一体化的措施，那么每年的经济

增长率将在 4％以上，这就意味着

该地区的名义GDP 增长总量能达

到 150-170 亿欧元，甚至在 2022

年之后还将进一步增长。”塞尔

维亚工商总会会长马克·恰德日

(MarkoČadež) 表示。

平均来看，这六个国家同欧盟

的贸易往来占他们全部对外贸易的

76％，自 2007 年以来，这些国家

一直是中欧自由贸易区 (CEFTA)

的成员，但是贸易壁垒仍然存在。

虽然有的国家欢迎消除或减少

贸易壁垒，特别是塞尔维亚，但是，

阿尔巴尼亚则持怀疑态度。熟悉这

个计划的人说，它只是欧盟的替代

物，而不是引导这些国家加入欧盟

的机制。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分

析员杜桑·雷里奇（DušanReljić）

表示：“这是不会奏效的，因为西

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出于

政治原因拒绝它了，而且这些国家

为了争取欧盟的投资，互相之间

的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已经有了

CEFTA，区内各国经济高度开放。

（西巴尔干地区）所谓的关税同盟

不会改变商品交易的方式。”

科索沃特别害怕加入一个由

塞尔维亚主导的贸易集团。十年前，

科索沃就宣布独立了，但是塞尔维

亚仍然不承认它。科索沃政府抱怨，

科索沃的商人比西巴尔干地区其他

五国的商人面临更多的障碍，因为

他们不能像其他五国的商人一样免

签证进入申根区国家。

3 月 17 日，科索沃总理伊

萨·穆斯塔法 (Isa	Mustafa) 在脸

书的官方网页上写道：“科索沃对

这个提议毫无兴趣，不论是谁作出

的这个提议。我们过去的经历与其

他国家不同，不想接受一个新的包

装、旧的过去。要我们接受一个类

似于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共同市场，

只是减少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再加上一个阿尔巴尼亚——我们

说：不！”

另有人说，新的经济区不会解

决这个地区的根本问题，包括腐败、

法治不足、基础设施落后。

科索沃独立分析师贝萨·沙希

尼 (Besa	Shahini) 说：“对我们而

言，难点不是贸易本身，而是我们

之间没有可以开展贸易的产品。”

新的经济区也无法解决西巴尔

干各国之间存在的政治矛盾，甚至

是波黑的国内政治矛盾。波黑国内

较小的实体斯普斯卡共和国就拒绝

签署跨境运输协定，该协定旨在恢

复前南斯拉夫联盟崩溃后恶化的道

路和铁路设施。因此，本周三在的

里雅斯特举行的峰会上，除波黑以

外的其他五个国家将签署该协议。

欧盟代表哈恩说，“我并不天

真。这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些国家

之间、甚至在某些国家之内，仍然

存在紧张局势。”

分 析 员 杜 桑· 雷 里 奇

(DušanReljić) 说，布鲁塞尔可以用

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发出明确的信号，

说明它重视西巴尔干地区，并认为

这些国家理应加入欧盟。

“假如的里雅斯特峰会能同意

将欧盟电信漫游拓展到西巴尔干地

区，那么就可以表明西巴尔干地区

被认为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来自的里雅斯特峰

会的明确结果，无法表明布鲁塞尔

对西巴尔干地区未来的态度，那么

就可能为欧盟在该地区的竞争对

手——特别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留出更多的空间，施展他们的影响力。

阿尔巴尼亚	萨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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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防止我们的根基破

碎。”德国外交部长锡格默·加布

里埃尔（Sigmar	Gabriel）强烈抨

击了波兰司法改革。在华沙与欧盟

的争端中，德国外长表达了他鲜明

的立场。

周末，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走上

街头抗议本国司法改革，去年年初，

欧盟委员会开启了对波兰法治审核

程序。

现在，针对东面最大邻居波兰

的保守党法律与公正党的最新立法

计划，德国外长锡格默·加布里埃

尔（SPD，社会民主党）也做出了

表态。“我们不能一方面在全世界

宣扬法治和民主，而另一方面却不

顾自己的情况。”加布里埃尔周一

对德国《明镜》周刊说。对于华沙

的欧盟伙伴，他补充说：“我们必

须防止自己的根基破碎。因此，我

们在这一点上会支持欧盟。”

秉持国家保守主义的法律与

公正党政府自上任一年来，实施了

“这不仅违反了波兰宪法，也

违背了欧盟合约的基本原则。”曼

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

人民党）、吉亚尼·皮拉（Gianni	

Pittella，社会党）、盖伊·费尔

霍 夫 施 塔 特（Guy	Verhofstadt，

自 由 党）、 加 比· 季 默（Gabi	

Zimmer，左翼党）、菲利普·兰

伯 茨（Philippe	Lamberts） 和 斯

卡·凯勒（Ska	Keller，均为绿党）

在联名信中如是写道。

周日，法官协会在华沙最高法

院门口游行。据市管理局统计，共

17000 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

手捧蜡烛，口中喊着“自由法院”

的口号。周日在其他波兰城市也爆

发了示威游行，包括克拉科夫、什

切青和弗罗茨瓦夫。

波兰政府反对国际上批评其司

法改革举措，论据之一是，其他欧

盟国家也采取相似的做法。

批评波兰司法改革的人士说，

改革将使法院受到政治控制，其中

最受批评的措施是，法官的任命权

将从司法部门转移到波兰众议院。

根据波兰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文

件，司法改革旨在提高法律制度运

行效率，将各项“司法运行过程”

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波兰司法部

列出了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在法官任

命程序方面的情况，证明在欧盟许

多成员国，法官也由议会和政府任

命，而不是像波兰目前这样、由其

他法官任命。

关于司法改革，波兰总理贝

阿塔·谢德沃（Beata	Szydło）

和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洛

（Zbigniew	Ziobro）都强调，目

前提出的改革措施旨在使法院运行

更有效率和更加公正，并指出，类

似的情况在德国、丹麦、挪威、瑞

“司法改革遵从欧洲其他国家的模式”6 

— 波兰司法部

士、荷兰和比利时都存在 :

德国：

在德国，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

州法官由德国各州的相关部长任命。

任命之前，由政府和议会官员组成

的特别委员会提出动议，该委员会

在这个过程中有决定权。

西班牙：

西班牙法官的任命权完全属于

“最高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议会全权任命。

奥地利：

奥地利法官的任命，由总统根

据政府或相关部长的提议作出。

丹麦：

法官的任命由国王根据司法部

长的动议作出，司法部长回复议会

关于任命动议的质询。在过去 200

多年，丹麦已经形成了传统，法官

都是来自于司法部官员。

荷兰：

法官由国王根据司法部长

的提议任命。法官职务出现空缺

时，由前任举荐候任法官，而后由

荷兰司法委员会（Dutch	Judicial	

Council）作出推举决定。

瑞典：

瑞典法官由司法部长根据

“司法任命委员会”（Council	 for	

Judicial	Nominations）的动议进

行任命，逐个委员会就相当于波兰

的“全国司法委员会”（National	

Judicial	Council）。

意大利：

意大利的法官通过竞聘的方式

选择，由“最高司法委员会”作出

聘用决定。该委员会的委员中，就

有意大利总统。

捷克：

捷克法官由下一级法院院长选

举产生，而后由司法部选择、提请

总统任命。

波兰政府认为，这些例子证明，

欧盟许多成员国中，议会和政府在

法官的任命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而波兰的司法改革就是朝着这个方

向进行的。

言论

波兰	塔特拉山

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被反对党

和欧盟批评为限制法治。直到周六，

波兰参议院才通过了两项有争议的

文件。

其中一项文件规定了未来议会

将决定国家司法委员会成员的组成。

原先独立的议会，现在负责起任命

国家的法官。另一项文件允许由法

律和正义党任命的司法部长直接担

任普通法院的院长。上周四，法律

和正义党又向议会提出法案，规定

最高法院受司法部领导。

批评者指责波兰政府干预司法

独立，破坏法治和三权分立原则。去

年1月，欧盟已经开启对波兰法治

的审核程序。导火索是波兰宪法法

院的争议性改革。

欧洲议会也在周一作出了回应。

如果相关法律生效，必然会导致一

系列后果，因为它不符合欧盟合约

和成员国条款，主要议会党团的主

席们在给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杰

尼(Antonio	Tajani )的文件中如是写道。

德国外交部长批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司法改革 5  
2017

07/17

2017
07/24

波兰	华沙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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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7 日和 8 日的二十国

集团首脑会议之后，德国政界人士

处理了关于汉堡中部地区的反全球

化分子暴乱事件的问责问题。但是，

在一个具有强大无政府主义传统的

城市中心举办大型全球活动必然伴

随着相应的抗议事件。而德国政府

担忧的更深层次原因则不同：特朗

普和他对俄罗斯与波兰的态度。

对柏林的一些人来说，特朗普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是“雅尔

塔 2.0”，这个 21 世纪首脑会议

相当于 1945 年那场美国和俄罗斯

分裂欧洲的峰会。默克尔将特朗普

在俄罗斯总统面前“拍背和拉脸”

的样子视作削弱她在俄罗斯对乌克

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德意志外交部

的内部备忘录总结了“二十国峰

会”：“峰会的进展对俄罗斯很有

利……只要美国打破秩序，俄罗斯

项目，将对该地区构成影响。对波

兰政府对独立报纸、法官和非政府

组织的打压，德国政府正在施加压

力。同时，德国回避波兰的批评，

后者认为德国提出的从俄罗斯到德

国的“Nord	Stream	2”天然气管

道将使欧洲更加依赖俄罗斯。

所以，特朗普恐怕令德国官

员再恼怒不过了。他赞同“三海倡

议”。在与波兰和克罗地亚总统

的会晤中，他保证提供美国液化

天然气（LNG），并为两国连接

液化天然气管道提供一条走廊。波

兰于 2015 年在斯维诺乌伊希切

（Swinoujscie）的波罗的海海岸？

（建设）了第一个码头，第一批美

国液化天然气在上个月抵达。在华

沙，特朗普鼓励在亚得里亚海的

Krk快速完成克罗地亚的LNG码头。

《经济学家》: 德国害怕特朗普分裂欧洲 7 

言论

就可以在主流中畅游。”

所有这些都加剧了默克尔的

担忧，使她感到，一直很好地服务

于德国的多边秩序如今受到了威

胁。“其他人受到了孤立，这显然

是普京乐于看到的。”备忘录中写

道。令人不安的还有，保守的俄罗

斯思想家研究家安德烈·科特诺夫

（Andrey	Kortunov）和洛约亚诺

夫（Foyodor	Lukyanov）认为这

次峰会是全球关系的“重新平衡”：

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

的旧战争，到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

义者之间的新战斗。

尽管如此，柏林方面还是在

特朗普和普京和解上下了很大筹码。

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在二十国峰

会前访问了华沙，总统的讲话与普

京和波兰民粹主义者法律与公正党

2017
07/15 汉堡

德国	莱茵河畔

政府的意识形态相呼应。外交部备

忘录将此描述为美国外交政策中

“惊人的构造转变”。

最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会场：

“三海倡议”峰会。这个新的计划

是由波兰和克罗地亚发起的，该

计划回顾了 1918-1939 年期间第

二共和国之父约瑟夫·毕苏斯基

（Jozef	Pilsudski）提出的“海间

联邦（Intermarium）”概念。毕

苏斯基梦想着波罗的海、黑海和亚

得里亚海沿岸国家成立盟国，共同

反对俄罗斯或德国的统治。华沙提

出复兴，改善该地区的南北运输和

能源联系，发展东西部地区。但柏

林方面怀疑其背后另有敌意。

来看一下背景。德国已经担

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	+1 合

作”，中国即将开展的一系列投资

尽管如此，在柏林的官员看来，

这样做是为了分裂欧洲，削弱德国

对邻国的影响力。他们正在思考如

何回应。可能是建一个新的欧洲基

础设施基金，以测试波兰及其盟国

到底是只想要更多的外国投资，还

是通过三海倡议希望改变目前的地

缘政治平衡。

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提出了

一个始于布鲁塞尔的团结欧盟的愿

景，主要由德国带领，由美国提供

保障。现在，德国担心华盛顿、莫

斯科和北京的强者将分裂欧洲，主

导这四分五裂之地。德国自信地领

导了这次二十国峰会，却感到日益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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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国家在历史上依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使得莫斯科

能报出高昂的价格，使波罗的海

天然气网络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影

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

宛已经开始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

的依赖。这次启用液化天然气终

在此之前，波罗的海国家一直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主要有三个原因：

端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之一。

他们还试图整合他们三国的天然

气网络，并与欧洲联通。自从格

里包斯凯特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以

来，波罗的海各国已经更加接近

拥有一个安全的天然气市场，虽

然还有很多事项需要解决。

波罗的海国家减少对俄罗斯
的能源依赖 8

曾经在 2014 年 10 月， 立陶宛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

（DaliaGrybauskaitė）在克莱佩达液化天然气终端项目的启用仪式上说：“从

现在开始，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接受天然气的价格——或购买我们的政治

意愿。”

财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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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	波罗的海

1
2
3

脱离苏联以后，他们三国完全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与欧洲的天然气网络无

法联通，因此只能从俄罗斯获得天然气。这使得俄罗斯很容易切断他们的天然气供应。

由于天然气基础设施的限制，波罗的海三国几乎完全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所支付的价格

几乎是欧洲最高的。

俄罗斯的国有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曾经持有波罗的海

三国天然气企业相当大比例的股份：它曾经持有爱沙尼亚天然气公司（Eesti	Gaas）37%的股

份（俄罗斯另一家天然气企业 Itera 拥有该公司 10%的股份）；曾经持有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

34%的股份（Itera 公司还拥有 16%的股份）；曾经在 2014 年拥有立陶宛天然气公司 37%

的股份，是历史最高值。这样高的持股比例使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于波罗的海三国

三家天然气公司的政策与战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过，2014 年以后，由于欧洲的监管政

策改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出售它曾经持有的股份。

2017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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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三国正在逐个处理

这些问题。立陶宛比爱沙尼亚和

拉脱维亚消费更多的天然气，因

此率先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它

从挪威航运公司 HöeghLNG 公司

租赁了一艘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再

气化船，耗资 4.3 亿欧元，建成

了将该船连接到码头、输送天然

气至国内天然气网络的陆上基础

设施，耗资 1.31 亿欧元。这艘船

驻扎在克莱佩达港，使得立陶宛

得以进口液化天然气。这样，液

化天然气可通过船舶运输，不需

要建立陆上管道。由于欧盟希望

建设的是一个服务该地区的区域

性天然气终端，而不是服务于单

个国家的终端，因此没有为该项

目提供资金支持。即便如此，克

莱佩达的液化天然气终端仍然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投入运营。

同年，立陶宛国有的天然气

进口公司（Litgas；译注：是该国

进口天然气的公司）与挪威天然

气供应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签署

了一份合同，在 2015 年至 2020

年之间每年进口 5.4 亿立方米天

然气。而后，两家公司将合同期

限延长了五年，虽然年平均进口

量减少到 3.5 亿立方米。另有两

家立陶宛公司，天然气供应商

波罗的海互连管道项目示意图 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连项目（GIPL）示意图

欧盟还为改善拉脱维亚和爱

沙尼亚之间的管道提供了 1870 万

欧元的资金支持。波罗的海互连

管道项目的建设费用为 2.5 亿欧

元，其中欧盟已经批准提供 1.87

亿欧元，该项目目前仍处于规划阶

段，预计在 2020 年完成。最重要

的是，波罗的海连接项目将允许天

然气向两个方向运输，取决于具体

需求。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连项目

（GIPL）预计将花费 4.44 亿欧元，

其中高达 2.66 亿欧元将由欧盟承

担。这条管道今年将开始建设，预

计 2021 年后完成。

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连项目

（GIPL）的规模比前一个项目大。

波罗的海互连管道项目的总长度是

146 公里，而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

连项目（GIPL）的长度在 487 公

里至 534 公里之间。GIPL 最近在

管道路径规划方面遇到了问题，表

明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旦管道完

工，波罗的海国家将不再属于“能

源孤岛”，将被纳入欧洲的天然气

网络。
立陶宛	帕兰加海滩

Lietuvos	Duju	Tiekimas 和肥料制

造商 Achema 于 2016 年与挪威

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短期合同，将

2016 年克莱佩达液化天然气终端

的再气化天然气总量突破 10 亿立

方米，这意味着 2016 年立陶宛

从挪威的天然气进口量首次超过

从俄罗斯的进口量。

克莱佩达液化天然气终端的

年度装机容量是 40 亿立方米，终

端可以满足波罗的海地区的很大

一部分天然气需求。但是，2016年，

终端容量的使用率只有 29％。有

些人质疑克莱佩达液化天然气终

端的经济可行性，因为波罗的海

天然气的需求正在下降。2012 年

波罗的海三国的天然气需求总量

为 51.1 亿立方米，但 2015 年的

消费量仅为 40 亿立方米，原因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天

然气提价，促使波罗的海国家提

高了生物质燃料在电力生产中的

比重。2017 年，终端的使用率比

2016 年已经下降。

此外，立陶宛的租赁期将

于 2024 年届满，所以立陶宛必

须决定是否购买船只或续租，假

如欧盟能够在资金上支持，那么

立陶宛政府将会更容易作出决

定。管理天然气终端的公司 AB	

Klaipedos	nafta 希 望 利用克莱

佩达液化天然气终端作为建立北

欧小型液化天然气网络的出发点，

向需要的地方运送少量液化天然

气，以期使运营更具经济可持续性。

然而，为了取得成功，对液化天

然气的需求必须上升，周边国家

必须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尽管

面临这些挑战，终端对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公司在波罗的海天然气

市场构成了竞争，也使得立陶宛

能够向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出口天

然气。已经进口的一些天然气已

经卖给了爱沙尼亚甚至波兰和乌

克兰。最重要的是，在俄罗斯停

止供气的情况下，立陶宛仍然可

以进口天然气。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

宛正努力改善与欧洲的联系。在

波罗的海能源市场互连计划

（BEMIP）的倡导下，欧盟倡

议旨在促进波罗的海能源市场融

入欧洲，欧盟为两个项目提供了

大量资金，分别是爱沙尼亚和芬

兰之间的波罗的海互连管道项目

和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连项目

（GIPL）。

欧盟也将间接地把俄罗斯从

波罗的海天然气市场挤出去。作

为 2009 年通过的《第三次能源一

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欧盟要求成

员国必须对其天然气市场进行分拆，

将能源生产与输送业务分拆为两个

公司经营。目标是防止一家公司通

过不公平地占有基础设施，打压竞

争。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从 2012 年

开始分拆，并于 2014 年完成了分

拆。虽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在立陶宛抵制分拆，但最终在立

陶宛政府的竞争管理机构仲裁之后

默许了分拆，需缴纳大额罚款。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随后于 2014

年出售了立陶宛国家天然气公司的

股份，并于 2016 年出售了爱沙尼

亚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公司表示遵守《第三次能源

一揽子计划》的法律要求，尽管增

加竞争和失去控制权意味着它的收

益会下降。虽然拉脱维亚天然气公

司受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

影响，抵制分拆的时间比邻国更

长，但在 2017 年 4月，拉脱维亚

天然气市场仍然实现了开放，拉脱

维亚天然气公司预计到年底将被分

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仍

然持有该公司的大量股份，不过在

2016 年 8 月，该公司已经表示考

虑出售其股份。因此，欧盟通过这

些政策减少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

司对波罗的海天然气政策和开发的

影响力。

进口液化天然气、增加与欧洲

其他国家的联系、降低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公司的企业影响力，这些做

法需要共同奏效，才能减少波罗的

海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例

如，只有对天然气生产企业和输送

企业进行分拆，克莱佩达液化天然

气终端才能避免受到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的影响；只有在波罗

的海互连管道项目和波兰立陶宛天

然气互连项目成功完成后，波罗的海

各国进口国外天然气才能实现经济

上的可行性。单独的措施可能还不够，

但合在一起，就能实现波罗的海国

家的天然气供给安全。以往，波罗

的海各国缺乏合作、三国承诺的水

平不同，阻碍了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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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的工作，不过，这些障碍可能即

将消失。2016 年 12 月，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理同意在

2020 年之前建立统一的波罗的海

天然气市场。2017 年初，波罗的

海主要天然气运营商同意从 2017

年夏季开始实施“隐性能力分配”

模式。该模式有助于促进三国之间

的天然气交易（一旦波罗的海互连

管道项目完成，芬兰也可以加入），

这是迈向市场一体化的第一步。

这些项目中，仍有许多在建项

目，意味着未来的道路仍然有些不

明朗。然而，我们有理由乐观。迄

今为止，俄罗斯只是很少地试图

阻止波罗的海国家天然气部门的变

化，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2017 年前 5 个月罗马尼亚生态车辆销售量
同比上涨 185%9

今年头 5 个月，罗马尼亚人

购买了 717 辆生态轿车 ( 包括电

动车和混合动力车 )，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185％。相比之下，

2016 年 1 月至 5月期间，生态汽

车销量为 251 辆。

今年 1-5 月，罗马尼亚“绿

色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

例为 1.6％。

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了一倍

多 (114.3％ )，而混合动力车销售

量同比增长 194.6％。今年 5月份，

罗马尼亚出售了 169 辆生态轿车，

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20％。

今年头5个月最受欢迎的电动

汽车是：奔驰，19 辆，其次是宝

马，16辆，奥迪，8辆。在此期间，

畅销的混合动力汽车是丰田 (597

2017
06/26

罗马尼亚	喀尔巴阡山脉

公司。事实上，波罗的海国家是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一个很小的市

场，所以它可以接受失去这里的业

务。然而，由于芬兰的市场规模更

大，每年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大于波

罗的海三国的总和，所以如果欧盟

按计划将芬兰拉入波罗的海天然气

网络，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更大的抵

制。事实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

司已经设法确保欧盟支持的任何区

域性液化天然气终端都要位于芬兰

附近，这样该公司的影响力更大。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只对一

个波罗的海国家停止供应天然气。

1993 年，它停止对爱沙尼亚供气，

据称是为了对爱沙尼亚拖欠债务进

行惩罚，但实际上，俄罗斯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爱沙尼亚通过了一项

法律，要求非公民（当时主要是俄

罗斯人）申请永久居留权，不然就

必须在两年内离开。然而，波罗的

海各国面临的风险比断气更多。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向波罗的海国

家提供的天然气远多于欧洲其他国

家。而仅仅依靠一个供应商的产品

或服务总是有风险的。俄罗斯的政

治或经济不稳定也可能危及波罗的

海天然气供应。通过与欧洲建立更

好的联系，增加天然气的来源，就

可以实现能源供给多样化，确保波

罗的海国家不需要被迫从俄罗斯购

买天然气。

辆 )和雷克萨斯 (52 辆 )。

去年，电动和混合动力车销量

达到 1,183 辆，比 2015 年上升了

138％。国家正在通过 Rabla	Plus

计划向购买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的

车主？提供更高的生态奖金来鼓励

生态汽车销售。

财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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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力从位于地面的负载输

电工具无线传输到汽车底盘的接收

板上。该公司称，司机必须通过大

陆集团开发的创新型微型导航解决

方案，在负载载体上停车，然后进

行充电。

与电缆充电技术相比，创新的

无线充电技术在车库或停车位方面

占据相对较小的空间。

在罗马尼亚，大陆集团在蒂

米什瓦拉、锡比乌、凯里、纳达

德国大陆集团在罗马尼亚开发
无线充电技术 10

卜、布拉索夫和雅西拥有七个生产

单位和四个研发中心。大陆集团也

是 Slatina 合资公司的合伙人，并

在布加勒斯特设有轮胎分销中心。

德国大陆集团（Continental）

始建于 1871 年，总部位于德国汉

诺威市，是世界第三大轮胎制造企

业、欧洲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陆集团（Continental）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工

厂开发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

财讯

罗马尼亚	布朗城堡

2017
06/20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19 20

在获取 / 花费欧盟资金方面，中东欧国家
做得是否成功？ 11

克罗地亚：

2014-2020 年，克罗地亚可

获得的欧盟资金预算为 127 亿欧

元。对照执行进度，我们认为克罗

地亚迄今尚未取得成功，因为只

有 12％的预算资金被批准，只有

1％的资金被使用（1.43 亿欧元）。

但是，与过去几年相比，克罗地亚

在 2016 年出现了一些加速。大部

分融资来自发展基金（ERDF）（约

1.2 亿欧元），而“青年就业倡议”

（1	000 万欧元）也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克罗地亚是欧盟国家里青年失

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从主题来看，

克罗地亚计划在“环境保护与资源

效率”和“中小型企业竞争力”方

面提供最多的资金，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些项目获得融资的难度相对

较大。

捷克共和国：

捷克在使用欧盟资金方面也

不太成功。目前，捷克只使用了总

预算中 1.5％的资金。向欧盟委员

会提出的付款申请总额占总预算的

比重只有 4.4％。虽然我们预计未

来几年会有所改善，但捷克很可能

在最后一刻才突击投资项目。因此，

2022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会很高。

匈牙利：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在最

近的欧盟预算周期内，匈牙利只花

费了 4.2％的可用资金（包括共同

融资，co-financing）。但是，已

经得到欧盟批准的项目总价值已

经达到了预算资金总额的 50％以

上。这些数字显示，匈牙利政府希

望尽早获得欧盟资金，积极证明其

使用欧盟资金的合理性。此外，随

2017
07/17

波兰	弗罗茨瓦夫的百年纪念会堂	

财讯

着 2018 年大选即将到来，投资和

GDP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

盟资金的使用情况，所以匈牙利政

府正在积极地为已经得到欧盟批准

的项目提供前期融资。因此，今年

6月，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 7000

亿福林，已经达到年度预算赤字目

标的近 80％。

波兰：

在这个预算期内，波兰将从欧

盟获得的资金总额达到860亿欧元，

加上波兰国家预算中的共同融资

金额，总预算将超过 1040 亿欧元。

到目前为止，已经支出的资金占

比为 4.1％，22％已经分配到指定

的项目。波兰发展部希望在 2017

年年底前分配 50％的资金。目前，

波兰只使用了一小部分欧盟资金，

因此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波兰的投

资会大幅增长，特别是考虑到拨款

与实际使用之间会有一段延误。在

“欧盟资金派”中，欧洲地区发展

基金（ERDF）所提供的资金份额

最高（占总额的 45.3％），支持

的领域包括：研究与创新、数字经

济、中小企业竞争力和低碳经济

等。ERDF 已经分配了预算金额的

22.7％（约 100 亿欧元）。运输

和能源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预

算高达 280 亿欧元，出资的基金

包括ERDF和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

罗马尼亚：

在 2014-2020 年 欧 盟 金 融

框架下，罗马尼亚一开始推进得

比较慢，但是当局最近开始精简

程序，这可能会加快未来几个季

度获取欧盟资金的进程。除了这

些行政流程之外，还有一个关键

问题是，目前罗马尼亚社会对于

政府预算存在重大偏见，在这样

的背景下政府如何提供充分的共

同 融 资（co-financing）。2014-

2030 年， 欧 洲 结 构 和 投 资 基

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给罗马尼亚的

预算为 308 亿欧元，此外，罗马

尼亚政府将提供共同融资 56 亿欧

元。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

在总计 364 亿欧元的资金中，目

前仅有 42 亿欧元已被分配给指定

项目（占比 11.4％），而实际仅

花费了 1.66 亿欧元（占比 0.5%）。

迄今为止，欧洲区域发展农业基金

取得的结果最好，已分配资金占总

预算的 27.8％。在使用欧盟资金

方面，目标是到 2020 年底，资金

吸收率达到 72.5％，到 2023 年达

到 100％。

斯洛伐克：

在 2014-2020 年规划期，斯

洛伐克吸收的欧盟资金与上一期

相比有所增加，但仍然不多。截

至 2017 年 3 月底，在欧盟总预

算 208 亿欧元中（欧盟出资部分

为 153 亿欧元，国家共同融资为

47 亿欧元），被使用的资金只有

3.5％。已分配资金占比较好，为

19.8％，已指定投资项目。财政部

公布的 5月份数字表明，拨款和支

出金额都有所改善，但吸纳欧盟资

金的速度仍未显著加速。我们预计，

正如 2007-2011 年度拨款中出现

的，斯洛伐克可能会在本次规划期

临近结束时加快使用欧盟资金。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在使用欧盟资助方

面是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而斯洛文尼亚的投资大多是欧盟分

配的资金。最近的数据显示，斯洛

文尼亚一直保持优势，因为在总额

为 49 亿欧元的预算中，已经分配

的预算金额超过了 25%。资金来

源大多来自于凝聚基金和欧洲社会

基金，斯洛文尼亚总共支取了1.55

亿欧元。至于资金的投资结构，斯

洛文尼亚政府希望投入最多的份额

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共计 10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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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 ISO 认证数量最少 12

捷克吸引美国 GE 航空设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设计和
制造中心 13

ISO 认证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

在全球价值链和投资体系中地位的

指标。ISO 证书发放给符合要求和

标准的产品、服务或系统。在巴尔

干地区，塞尔维亚拥有最多的 ISO

证书，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黑山

则排名靠后。

“这将是我们全世界的涡轮螺

旋桨发动机中心，包括生产、开发、

测试、管理和客户支持业务。”

通用电气航空公司捷克负责人诺

曼·贝克（Norman	Baker）对记

者表示。

该中心将命名为“通用电气涡

轮螺旋桨卓越中心”，将在 2020

年和 2022 年之间投入运营。涡轮

螺旋桨发动机的年产量将达到 400

台。

“投资总金额将达到 5000-

7000 万 美 元（4360-6100 万 欧

元）。”贝克先生表示。该中心还

财讯

在拥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证的数量方面，阿尔巴尼亚在欧洲排

在最后一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对于这个希望提高

生产、促进出口的国家而言，这个数据不太乐观。

本周一，美国通用电气航空公司位于布拉格的负责人称，希望在2017年底前在布拉格附近找到地点，建立全

球卓越中心，生产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捷克	查尔斯桥

由于缺乏这些标准证书，阿尔

巴尼亚企业在产品销售方面遇到不

少困难。对于希望出口产品的企业

来说，情况就更糟糕，而出口的竞

争将更为激烈。

可创造 500 个新就业岗位，主要

是高技术员工。

自 2008 年以来，通用航空公

司就进入捷克市场，当时收购了位

于布拉格的沃尔特引擎公司。该公

司成立于 1911 年，一开始生产汽

车，从 1923 年起生产飞机发动机。

雅罗斯拉娃·波科纳是波希

米亚中央区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她说目前有十几个地方争相邀请通

用航空公司设立该中心。

据她所说，地区管理委员会

倾向于选择在米洛维采建立该中心，

距离布拉格东北方向 40公里处。

早在 1904 年，在奥匈帝国统

治下，该地区就建立了一个军事区。

1968 年，捷克人不得不屈服于苏

联占领军，他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军营，驻军 10万。

该地区有一个已经废弃的机场。

苏联军队于 1991 年撤出了该地区。

“如果选择米洛维采，我们会

很高兴，当然，通用公司正在进行

分析。”波科纳女士说。

2017
07/18

2017
07/18

阿尔巴尼亚	斯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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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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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

今年 8 月，斯洛文尼亚将在

东北地区的Gornja	Radgona 小镇

举办阿格拉农业博览会，将有来自

30 个国家的 1700 多家企业参展。

该展会将与中国合作，将举办

一场中国与东欧国家的“16+1”

会议。

主办方表示，这次举办的第

55 届国际农业博览会还将展示其

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将围绕

可持续旅游、地方特色食品、可持

续农业和森林管理主题开展活动。

这次举办的“16+1”论坛将

是今年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活动之

一。它是协调与合作的会议，以促

波黑部长会议主席丹尼斯·兹

维兹迪奇（Denis	Zvizdic）会见了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一

峰（CRRC	Urban	Traffic	Kft） 和

ASAPrevent集团的股东尼亚兹·哈

斯特（Nijaz	Hastor）。他们讨论

了对波黑的投资事宜，特别是对交

通领域的投资。

兹维兹迪奇主席表示，波黑与

中国的合作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障

碍，他对此表示满意。他说，波黑

与中国已经开展了合作，双方都愿

意在很多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一峰表示，波黑是该公司下一步

斯洛文尼亚农业展会加强
与中国合作 14

波黑部长会议主席会见中国投资者 15

2017
07/11

2017
07/15

进可持续与多用途森林管理，保护

湿地和野生动物，发展绿色经济和

生态文化，实施“2030 年议程”，

促进可持续发展。

斯洛维尼亚是“16+1 合作”

框架中负责农业和森林管理协调工

作的国家。

主办方表示，通过展示中国的

农业和食品公司，该展会将为参展

人员提供良好的商业交流环境。

今年的阿格拉农业博览会不

仅将举办 150 次商业和专业活动、

产品质量评估以及与粮食和农业相

关的活动，还将举办一些平行活动。

投资的目的地之一，并且很高兴与

波黑最大的公司之一 Asa	Prevent	

Group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

说，中国与波黑加强合作有利于促

进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发展。

ASAPrevent 集团的股东尼亚

兹·哈斯特表示，与中国最大的投

资者之一合作将有助于波黑的基础

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投资者。

兹维兹迪奇主席表示，波黑经

济发展需要新的投资，欢迎中车城

市交通有限公司在波黑投资，并与

波黑最成功的企业合作。

注：波黑政府称部长会议，由

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组成，任期四年。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龙桥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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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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裴多菲是匈牙利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与民族英雄。这首广为

“朗读者”们传诵的诗歌《我愿意是急流》正是他的作品。另外一首在中

国脍炙人口的便是《自由与爱情》：

生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我们吟诵《自由与爱情》，更

怀念其中文译者殷夫（又名白莽）。

正是他“创作式的翻译”让裴多菲

在中国家喻户晓。

《自由与爱情》原文系匈牙利

语，语言简单而平实，殷夫的翻译

来自于德语版。他不仅按照中国古

诗的特点进行了再创作，将其展现

为一首颇有韵味朗朗上口的五言律

诗，还基于对作者的深刻理解升华

了主题：原诗末句本意为“爱情亦

可抛”，说明生命—爱情—自由层

层递进的关系，殷夫译成“二者皆

可抛“，隆重而壮烈地讴歌了自由

的至高境界。

裴多菲与殷夫都是革命派诗人，

同样为理想献身。自由至上，这正

是二人的人生写照。裴多菲参加匈

牙利革命军抗击奥地利帝国统治，

他从戎而未投笔，在战火中创作了

若为自由故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与他的中国“知音”16

图为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裴多菲雕像

读到这里，你是否联想起《义

勇军进行曲》呢？裴多菲短暂的一

生中从未到过中国，但他从来不缺

少来自中国的知音。

大量文学作品，呼吁人民奋起斗争。

为了实现匈牙利的独立，年仅 26

岁的裴多菲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殷

夫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不到 21 岁被秘密杀害，鲁迅为烈

士们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

裴多菲身后抛下了年仅 22 岁的妻

子与一岁半的幼子，他的后人从此

失踪不为世人所知；殷夫投身革命

随时准备牺牲，他不想连累女友于

是忍痛割舍了恋情。他的女友多年

后读到他倾诉衷情的遗作肝肠寸断，

悲痛欲绝。译者与作者虽相距近百

年历史，却始终同呼吸共命运。

对于自由的歌颂，裴多菲更有

代表性的作品是《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匈牙利	布达佩斯铁索桥	



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七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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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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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lada.mk/?q=node/13018&language=en-gb

https://spectator.sme.sk/c/20577020/first-slovak-satellite-is-orbiting-earth-and-working-well.html

http://bnr.bg/en/post/100846006/vladimir-vladimirov-we-must-have-long-term-vision-for-bulgarian-state-railways

http://www.politico.eu/article/trieste-test-for-western-balkan-unity/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polen-sigmar-gabriel-kritisiert-justizreform-und-mahnt-eu-standards-an-a-1158357.html

http://www.pap.pl/en/news/news,1022396,polish-court-reforms-patterned-on-european-model---pm-justice-min.html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725025-angela-merkel-troubled-presidents-chumminess-putin-and-poland-germany-fears-donald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5062017-baltic-energy-sources-diversifying-away-from-russia-analysis/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sales-eco-cars-increase-185-first-five-months-romania/?utm_source=Romania+Insider+Daily+distribution+list&

utm_campaign=d059f74696-EMAIL_CAMPAIGN_2017_06_2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ce3d6d4cf-d059f74696-405764513&ct=t(RI_

Newsletter_June_27_20176_26_2017)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continental-develops-wireless-charging-technology-romania/

https://www.fxstreet.com/analysis/eu-fund-inflow-into-cee-will-intensify-in-2019-20-and-peak-in-2021-22-201707170947

http://www.albaniannews.com/index.php?idm=14301&mod=2

https://www.journal-aviation.com/actualites/37536-ge-aviation-cherche-une-localite-tcheque-pour-sa-centrale-de-turbopropulseurs

http://www.sloveniatimes.com/agra-agriculture-fair-to-partner-up-with-china-this-year

https://www.sarajevotimes.com/?p=122607

百度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Edouard_Delabrierre

11

12

13

14

15

10

9

8

7

6

5

4

3

2

1

16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P
H

O
TO

: S
H

U
TT

E
R

S
TO

C
K

.C
O

M
 /

 D
E

S
IG

N
: J

O
IN

S
A

I.C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