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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EXIT 音乐节门票接受比特币支付 1 2021
05/15

2021 年 7月 8日 -11 日，塞尔维亚将举行 EXIT 音乐节，这是该国今年首批大型国际音乐系列

活动之一。

在音乐节开幕前两个月，诺维萨德音乐节官方组织者宣布，鉴于 2021 年出现的加密货币热潮，

本次音乐节将接受比特币支付门票。虽然它不是第一家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公司，但却是第一个接受

加密货币支付的音乐节。

在选择付款方式时，音乐节粉丝们可以选择使用比特币支付。在选择此种支付方式后，客户将

收到一个二维码，打开比特币应用程序对该二维码进行扫描后，账户中对应数量的加密货币将进行

转移。一旦转账确认成功，粉丝们即可获得音乐节门票。

读图

图 1：塞尔维亚 EXIT 音乐节海报

波兰 瓦维尔皇家城堡

数据

希腊环境与能源部长科斯塔斯·斯克莱卡斯（Kostas 

Skrekas）在周二举行的“绿色氢能”（Green Hydrogen）

在线活动中表示，得益于欧盟“经济复苏和恢复社会秩序

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und) 的支持，希腊将通

过实施 21 项具体举措，使其绿色投资在 2030 年超过 440

亿欧元。

斯克莱卡斯表示：“希腊已经采用并正在实施欧洲全

面的能源和气候计划，该国从能源结构中去除褐煤的速度

比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都要快。”

同时，环境与能源部长还强调了由基里亚科斯·米佐

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总理协调的政府举措对促

截至 2030 年，希腊绿色投资将超过 440 亿欧元 2 2021
05/12

进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和投资的重要性，指出希腊已经采取

了促进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能源节约的相关政策，并制

定了能源网络升级计划。

他还认为，氢能正为合作创造机会，“氢能将成为该

国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经济脱碳的关键”。

周二的活动由希腊 - 德国工商联合会、希腊能源部和

德国驻希腊大使馆联合举办。

 

希腊 圣托里尼岛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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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45 亿欧元：华沙证券交易所即将迎来年度最大 IPO3 2021
04/27

南非企业集团 Steinhoff 计划将旗下折扣零售商连锁

店 Pepco 在华沙 ( 而非伦敦 ) 进行公开上市，这也是波兰

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本次 IPO 预计募资 45 亿欧元。Steinhoff 集团选择在

华沙而非伦敦上市的举动证明，华沙证券交易所已不再是

“新兴市场”。

波兰智库 Polityka Insight 的莱塞克·巴伊（Leszek 

Baj）评论称：“Pepco 在华沙的首次公开募股将是华沙

证券交易所的巨大成功。继 Allegro 和游戏公司成功上市后，

华沙证券交易所积极的发展趋势证明了该交易所不仅能够

吸引波兰公司，而且对外国公司同样极具吸引力。”

Steinhoff 集团选择在波兰上市是因为波兰是其最大

的市场。在整个中东欧地区，该公司在 15 个国家 / 地区

拥有 3000 多家门店。2004 年，第一家 Pepco 品牌商店

在波兰开业，截至目前在波兰已扩张到 1000 多家门店。

•年度最大 IPO

华沙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马雷克·迪特尔（Marek 

Dietl）表示，2020 年该交易所的交易额达到 2970 亿兹

罗提 (660 亿欧元 )，同比增长 55.3%，系十年来最高水平。

华沙证券交易所是欧洲第五大、中东欧第一大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数量接近 890 家，市值超过 1650 亿欧元。

近几年，华沙证券交易所成绩傲人。波兰第二大移

动网络运营商 Play Communications（募资 10.3 亿欧元，

是华沙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企业 IPO）、波兰零

售连锁店 Dino Polska（募资 3.94 亿欧元）和波兰电商平

台 Allegro 集团（2020 年 10 月）相继在华沙证券交易所

上市。其中，Allegro 集团的股价在上市首日上涨了 60％

以上，使得这家在线零售公司的市值接近 190 亿欧元。 

言论

维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
疫情后欧洲新兴经济体的 10 大趋势 4

2021
05/05

维也纳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所(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简称wiiw)组织召开了一次在线会议，

讨论中东欧地区在 2021-2030 年间即将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基于 wiiw 小组成员的预测和 bne IntelliNews 的相关报道，

总结出以下趋势：

根据联合国预测，截至 2021 年

底，中东欧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保

加利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摩

尔多瓦和波兰 6 国人口将减少 40%

以上。低出生率和大规模移民已经

影响到除中亚和阿塞拜疆等穆斯林

国家以外的所有地区。

2、劳动力危机

2021 年初，新冠疫情卷土重来

阻碍了中东欧（CEE）地区的经济

复苏，但随着疫情的逐步消退和疫

苗接种的推进，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wiiw 预计，到今年年底，该地区大

部分经济体的 GDP 将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未来几年，消费驱动将继续

带动经济强劲增长。

一些国际零售和消费品巨头开

始宣称上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正在重

演。但事实上，那场繁荣的结局并

不理想。这次，wiiw 的经济学家奥

尔加·平迪尤克（Olga Pindyuk）警

告称，该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

现了泡沫迹象，尤其是俄罗斯和罗

马尼亚，两国政府支持抵押贷款的

计划进一步催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

的形成。

预计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东

欧各国的经济增长不会齐头并进。该

地区最富有、最发达的欧盟成员国

将进一步从欧盟 1.8 万亿欧元的“经

济复苏和恢复社会秩序基金”中获

得额外经济支持。

希望加入欧盟的西巴尔干国家

在经济上仍然与欧盟相距甚远，融

合将是缓慢的。世界银行预计，该

地区的复苏将是缓慢的。其中的一

些国家（黑山和塞尔维亚是西巴尔

干较发达的国家）可能会在 2029 年

加入欧盟，但双方的政治分歧阻碍

了其入盟进程，这些国家也可能一

直停留在候选国阶段。

与此同时，按目前的疫苗推进

速度预计，该地区欠发达国家（如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将需要多年时

间才能建立起全民免疫屏障，这将

大大阻碍其经济复苏。

来 自 wiiw 的 经 济 学 家 格 里 维

森（Grieveson）认为：“过去十年，

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前所未有的，下

降规模仅次于战争或饥荒，而这种

情况还将继续。”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东欧

地区人口下降导致其劳动力市场急

剧紧张。这是因为许多移居国外的居

民均处于适龄工作年纪，而外来移

民只能弥补部分国内劳动力的减少。

一旦疫情过去，对劳动力的高需求

和工资上涨的压力势必卷土重来。

波兰  华沙老城区

1、上世纪20年代的繁荣正在重演，警惕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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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中东欧企业在疫情前对

工业机器人的投资增速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尽管欧盟统计

局数据显示，其在绝对规模上仍落后于西欧国家。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自动化技

术的广泛应用，斯洛伐克将成为 32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工人最可能失去工作的国家。

3、自动化加速

气候危机已经引发了大量的极端天气事件：从干旱、

洪涝和野火，到俄罗斯最北部永久冻土可能融化从而导

致整座城市下沉；从蒙古严重的暴风雪，再到海平面上升。

尽管全球已经采取行动以控制气候变暖，但预计本世纪上

半叶情况仍将持续恶化。

气候变化也加剧了土地和水资源的紧张局势，随着自

然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新的冲突也将出现。今年 4 月，吉

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爆发边境冲突，起因便是对水资

源的争夺。东南欧作为全球变暖的热点地区，水资源的减

少和其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将使目前的边境紧张局势

进一步恶化。

4、气候变化与资源竞争加剧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和

提高能源效率等领域出现了新的行业和投资机会。

中东欧国家每单位 GDP 所对应的碳排放强度高于西

欧。格里维森认为，这恰好是中东欧国家的一个转型机会，

因为该地区的欧盟成员国将获得为绿色转型而注入的大量

欧盟资金。

但绿色转型并非易事。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阻力很大，

特别是依赖煤炭的波兰、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

国家，人们担心以煤矿和发电厂为基础的相关地区在经济

上会遭受沉重打击。有报道称，部分欧盟成员国 ( 尤其是

罗马尼亚 ) 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关系紧张，正是因为各国对

道路和传统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与布鲁塞尔关于欧洲碳

中和的愿景发生了矛盾。

5、绿色转型

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威

胁，将给粮食供应带来压力，这引发人们对粮食短缺的担

忧。尽管中东欧国家人口在减少，但全球对粮食需求的上

升趋势将推高粮食价格，并带动该地区的粮食供应商和出

口商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

疫情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几次大丰收后争夺世界最

大粮食出口国的头衔。2019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

罗斯的农产品出口预计将在未来 5 年翻一番，达到 450 亿

美元。然而，疫情中断了这一趋势，但这只是长期增产趋

势的一个小波动，预计增产趋势将蔓延到黑海地区的其他

粮食生产国，如罗马尼亚 (2019 年欧盟第二大小麦出口国 )

和哈萨克斯坦。

除谷物外，该地区国家在许多领域均有优势：俄罗斯、

波兰和塞尔维亚是全球最大的树莓生产国；土耳其出产全

球近四分之三的榛子；乌兹别克斯坦是全球第二大胡萝卜

生产国。

6、食品供应商将进一步提高产量

新冠疫情加速实现了技术人员多年来的梦想：零售和

服务网络化转型。从西巴尔干半岛到乌兹别克斯坦，在线

销售蓬勃发展，开发了大量新的应用程序来帮助政府和人

民应对疫情，并部署了机器人来保持社交距离。

这种线上化趋势不会因疫情结束而停止，其对信息和

通信技术行业的影响仍将持续。

与此同时，远程办公文化也正在兴起。随着居家工作

常态化，办公室的角色 ( 至少对一些公司而言 ) 将从日常

工作的重要场所转变为更具协作性的空间。爱沙尼亚、格

鲁吉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开始欢迎“数字游牧民”，其他国

家也在纷纷效仿。对人才的获得方式（这是中东欧劳动力

市场紧张的一个问题）将变得多样化，企业现在可在较贫

困地区 ( 如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或乌克兰 ) 远程招聘技术

工人，而无需使其搬至公司所在地。

7、数字化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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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告显示，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中东欧的民主在长达 17 年的时间里不

断衰落。欧洲和欧亚大陆出现向威权主义的系统性转变，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

人正在背离民主，扭曲现实，以把控和巩固权力。如果放任不管，就有可能破

坏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民主。

格里维森认为，从经济角度看，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中，威权主义和国

家控制的影响几何还难以界定，匈牙利、土耳其和塞尔维亚最近取得了很好的

经济表现，但对中长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8、民主的衰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俄罗斯在中东欧西部的影响力已经减弱，该地区越来

越多的国家拒绝接受莫斯科影响，不仅仅是一直针对俄罗斯的强硬派，如波兰

和罗马尼亚，一些已是北约成员国的西巴尔干国家亦同样如此，这使得俄罗斯

的势力范围在该地区不断缩小。

格里维森表示：“西方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是两条主要的地缘政治路线，

近期出现了全球性的紧张趋势，但在欧洲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认为，

东欧的冲突依然存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引发一些领土争端。不排

除 2029 年前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建立军事基地。

9、西方与俄罗斯的鸿沟加大

从中亚到中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直在稳步增加，上述地区都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东亚和西欧通过多条陆上和海

上路线连接起来。投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为中国提供

了一个既可改善与西欧的交通联系，又可使过剩的基建产能发挥作用的机会。

鉴于中国相对较快地摆脱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使中国处于继续投资的有

利地位。不过，在东南欧和中亚投资造成的污染，以及难以偿还中国相关银行

的债务等都表明中国式的投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

10、中国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土耳其  岩石景观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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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智库 Capital Economics：匈牙利经济将很快复苏 5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劳动力市

场形势仍在可控之中，这对家庭消

费支出具有支持作用；匈牙利将成

为欧盟复苏政策框架支出的主要受

益者之一。

综上，Capital Economics 预计匈

牙利今明两年 GDP 将分别增长 4% 和

6%，但至 2022 年底，匈牙利 GDP

水平仍将比新冠肺炎疫情前低 2%。

此外，Capital Economics 还首

次对匈牙利 2023 年经济做出了预

测。其预计，2023 年匈牙利经济将

增长 4.5%。在此背景下，预计匈牙

利在去年飙升的政府赤字和政府债

务比率将逐步下降。赤字占 GDP 的

比例将从 2020 年的 8.1% 分别下降

至 2021 年的 5.1%、2022 年的 4.3%

和 2023 年 的 3.3%。 政 府 债 务 占

GDP 的比率将从去年的 78% 分别下

降至 2021 年的 76.5%、2022 年的

75.5% 和 2023 年的 74.3%。

伦敦其他主要分析机构对匈牙

利经济的增长前景同样持乐观态度，

但它们的预测比 Capital Economics

略显谨慎。惠誉国际评级（惠誉）

根据伦敦一家规模最大的金融

和经济分析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的最新预测，由于疫苗接种在匈牙利

的快速推进，预计其经济将比中欧地

区其他国家更早恢复。尽管到 2022

年，匈牙利 GDP 可能仍略低于疫情

前水平，但其 GDP 增速或将达到 6%。

Capital Economics 在周一发表

的一份对欧洲新兴地区前景全面评

估的报告中提到，匈牙利在去年第

二波疫情期间表现良好，但考虑到

为遏制第三波疫情其关闭了部分工

厂，2021 年第一季度 GDP 可能会

进一步下降。

根据该报告，第一季度匈牙利

工业产值略有下降，其中，零售额

在 2 月份急剧下降。虽然 2021 年第

二季度开局依然表现疲弱，但匈牙利

的疫苗接种计划领先于该地区其他

国家，随着限制令逐渐解除，该国经

济复苏预计将早于其他中欧经济体。

报告还强调，匈牙利经济的预

算支持在去年年底有所增加，预计

在明年大选前，该国应对新冠病毒

的政策将保持宽松。

上周在伦敦发布的地区预测报告中

表示，中欧地区的经济，特别是维

谢格拉德四国（V4），将得到欧盟

7500 亿欧元复苏基金“下一代欧

盟”(NGEU) 的额外投资。不过，惠

誉认为，这一举措的大部分刺激效

应将在 2022 年显现。基于这一预期，

2021 年，匈牙利的 GDP 将增长 3.2%，

2022 年的实际增长将达到 5.6%。

另一家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在 2021 年的年度匈牙利国家报告中

认为，匈牙利获得“Baa3”主权债

务评级的乐观前景反映了匈牙利经

济的强劲表现，而这一趋势预计将

继续保持。

穆迪表示，匈牙利经济预计今

年将增长 3%，2022 年将增长 5.1%。

对于匈牙利 GDP 何时可能达到新冠

疫情前水平，穆迪的预测比 Capital 

Economics 更 为 乐 观， 穆 迪 认 为，

匈牙利经济可能明年即可恢复到疫

情前水平。 

2021
04/28

塞尔维亚 东正教 (Saborna) 教堂

财讯

罗马尼亚获得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3 亿美元投资 6 2021
04/27

4 月 27 日星期二，美国汽车制

造商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罗马尼

亚的克拉约瓦市设厂，投资 3 亿美

元生产一款新的轻型商用车。新车型

将于 2023 年上市，全电动版预计于

2024 年亮相，这也将是福特在罗马

尼亚量产的首款全电动车。

福特欧洲总裁斯图尔特·罗利

（Stuart Rowley）表示：“福特克拉

约瓦在汽车制造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

竞争力和灵活性。在罗马尼亚生产这

种轻型商用车的计划反映了我们与当

地供应商和政府之间持续积极的合作

关系，以及整个福特克拉约瓦团队的

成功。2024 年，随着全电动汽车生

产线的加入，克拉约瓦将成为福特在

欧洲第三家有能力生产全电动汽车的

工厂。这也表明福特正加快配合欧洲

零排放未来的步伐。今年早些时候福

特还对德国科隆电动汽车中心和土耳

其奥托桑科贾埃利工厂进行了投资。”

2 月，福特承诺其整个商用车系

列将在 2024 年实现零排放，采用全

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到 2030 年，

全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商用车比

例将进一步提高到三分之二。

这款新的轻型商用车将搭载福特

最先进的传统汽油发动机或柴油发动

机，包括英国福特达格南发动机厂和

福特海尔伍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生产

的先进发动机。

据悉，自 2008 年福特收购克拉

约瓦工厂以来，其对罗马尼亚汽车

制造业的整体投资已接近 20 亿美元

（包括刚刚宣布的 3 亿美元新投资）。

近几年，福特对其在克拉约瓦

的汽车厂进行了持续升级，其中包

括新增 600 多个机器人，旨在进一

步提高车身、冲压件、油漆、装饰

内设和底盘车间的效率和质量。涉

及工厂车辆和发动机组装业务的员

工达 6,000 名。

福特克拉约瓦汽车电动化道路

始 于 2019 年 10 月， 以 旗 下 彪 马

（Puma）轻度混合动力车的生产为

标志。新声明是其汽车电动化的又

一里程碑。福特是第一家宣布在罗

马尼亚生产全电动汽车的制造商。除

彪马外，福特克拉约瓦目前还生产

福特 EcoSport 小型 SUV 和屡获殊

荣的 1.0 升 EcoBoost 发动机。

福特欧洲总裁罗利表示，福特

同时希望罗马尼亚政府能够对急需

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关键设施进行升

级改造，以支持当地有竞争力的制

造业发展。

新车的生产日期以及更多详细信

息将在上市前另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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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国启用新的跨境输电线路 7 2021
04/06

新的匈牙利 - 斯洛伐克跨境输电网络成功启用。匈

牙利能源与公共事业监管局 (MEKH) 批准 Gönyű-Bős-

Nagygyőröd 和 Sajóivánka-Rimaszombat 两条跨境输电

线路在成功试运行后正式投入使用。

在 Gönyű-Nagygyőröd 和 Gönyű-Bős 之 间 以

及 Sajóivánka 和 Rimaszombat 之 间 建 立 的 两 条 跨

境输电线路均拥有 400 千伏的输电能力，是南北输电

线路上最长且最繁忙的区段。

新的匈牙利 - 斯洛伐克跨境输电线路将提高中欧地区

的能源安全，确保输电系统稳定，未来还将改善该地区在

跨国电力市场上的交易地位。

匈牙利电力传输系统运营商 MAVIR 首席执行官安德

拉斯·比克佐格（András Biczók）称：“新建的两条跨

境输电线起点分别位于匈牙利西部城市 Gönyű 和东部边

境城市 Sajóivánka。其对匈牙利输电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扩大了欧洲电网一体化连接，确保了欧洲电力系统最繁忙

的南北向输电需求，同时还保障了匈牙利在东北地区的长

期电力供应安全。未来几十年里，两国合作将发挥更大作用，

不仅有益于两国本身，而且对两国电力传输系统运营商及

两国政府均将产生深远影响。经过 20 年的努力，匈牙利 -

斯洛伐克跨境输电线路建设顺利结束，一个更宜居 ( 环境、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 的未来指日可待。”

斯洛伐克传输系统运营商 TSO SEPS 首席执行官彼

得·多弗宏（Peter Dovhun）认为：“斯洛伐克境内总

长 46 公里的 400 千伏新线路将显著缓解斯洛伐克 - 匈牙

利跨境输电系统超载情况。此外，由于该输电线路的启用，

莫乔夫切（Mochovce）核电站的电力可能被接入，从而

提高该核电站电力输出的安全性。”

这两个跨境互联双边项目已被欧盟委员会列入共同

利益项目 (PCI) 清单，并均由欧洲互联互通基金欧洲政策

工具资助。其中，匈牙利格纽（Gönyű）至其边境之间

1750 米的输电线路造价总额为 42 亿匈牙利福林，绍约

伊万考（Sajóivánka）至匈牙利边境之间 23.2 公里的输

电线路总造价为 88 亿匈牙利福林。

匈牙利能源与公共事业监管局局长强调：“新的输电

线路将改善匈牙利的电力供应安全，减少匈牙利与斯洛伐克

输电网络中的结构性瓶颈问题，并促进中东欧地区可再生能

源生产的电力的南北向疏通问题。新的连接将使两国之间的

输电能力增加一倍。目前，匈牙利约有 30％的电力需求通

过进口予以满足，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斯洛伐克。在商业运

作的情况下，稀缺的跨境电量可能导致电价上浮。这就是新

的斯洛伐克 - 匈牙利跨境传输线路特别重要的原因。” 

扩大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电力连接是确保两国能源供

应的重要一步，对发展欧洲一体化的电力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有限的跨境电力供应曾于 2017 年 1 月导致

了匈牙利进口电价比国内平常电价和西欧地区电力价格高

出几倍。此次匈牙利 - 斯洛伐克跨境输电能力的大幅提升，

预计将改善类似电价过高的问题。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支持克罗地亚绿色金融发展 8

4 月 29 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与克罗地亚央行举行

的联席会议上表示，将通过筹集资金和评估气候风险来帮

助克罗地亚金融机构应对气候变化。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董事、总经理弗朗西斯·马理杰

（Francis Malige）表示：“防止气候变化蔓延需要大量资金。

如果我们希望在 2050 年实现净零碳世界，那么整个金融

部门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克罗地亚央行行长鲍里斯·武伊契奇（Boris Vujčić）

表示：“如果银行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并进行绿色投资，

其可能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保护环境不是仅仅通过使

用低能耗灯泡、选择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而更要通过有

意识的投资。”

马理杰（Malige）强调：“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经济

的脆弱性。我们从疫情中体会到了全球性威胁可能产生的

巨大影响。这种经验同样适用于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因为

气候危机将会影响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许

多企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无论是新冠疫情危机还是

气候危机，其发展结果均使我们意识到，不仅要克服这些

危机，而且还要‘重建地更好’。如今，加速绿色投资是

支持疫情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方向，这有助于推动低碳转型

并增强全球经济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目前看，绿色

投资已成为一种必要，而不仅是一种‘好理念’。”

马理杰（Malige）还表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等跨国开发银行可以为此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帮助合

作伙伴建立并实施向绿色经济转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希望通过制定高标准目标、采用最佳实践、促进绿色融资，

到 2025 年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绿色投资银行。为了加速实

现上述愿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目前正积极协同《巴黎协定》

的相关目标。

克罗地亚央行行长武伊季奇（Vujčić）在会议开场时强

调，金融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还必须扮演好第二个重要

角色，即对风险进行评估，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和

资产的“搁浅”。“央行需要对可能危及金融体系稳定的

所有风险保持警惕。在这方面，我们有义务了解与气候变

化有关的风险及其可能影响我们实现主要目标的渠道。与

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确保金融体系中的参与者同样有这些

风险意识。”

此外，武伊季奇（Vujčić）还要求在国家机构之间进

行谨慎分工，“在抵御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不应

是央行，因为与央行的政策工具相比，政府的政策工具更

有效”。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克罗地亚央行一致认为，商业战

略的制定需要考虑气候风险，从而使企业对气候变化更具

灵活性。马理杰（Malige）称：“更密切地关注气候风险

及其对投资的影响——无论是绿色的还是其他的——必须

成为银行业实践的一部分。随着对与气候相关挑战更清晰

的认识，也将更容易发掘投资机会。”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自 2006 年提出可持续能源倡议以

来，一直是气候融资的先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克罗地

亚等国长期予以金融支持，包括发行支持绿色经济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和鼓励可持续融资实践的债券。

2021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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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工业地产需求创新高 9 2021
05/03

2021 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对捷克工业行业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该国工业地产的需求快速增长，包括对电子商务和

邮政服务相关的仓储物流需求的增长。

2021 年第一季度，捷克新增工业地产比前五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水平下降了 57%。

目前，位于布拉格、皮尔森和摩拉维亚 -西里西亚地区近一半的工业用地均在建设之中。

据统计，2021年第一季度，捷克新签工业地产合同达到创纪录的34万平方米，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新增的租赁合同。

与上一季度相比，捷克在上述地区的工业地产空置率下降了 61个基点，与 2019 年第一季度的水平相当。

最高租金略有上涨，达到每月 4.80 欧元 / 平方米的新高。

•总库存和新供应
2021 年第一季度，由捷克开发商主导的现代化仓库

库存面积达 917 万平方米。在捷克全国 5 个工业园区内，

增加了约 6.8 万平方米的新交付仓库面积。这一数字比去

年同期下降 65%，比上一季度下降 45%。在 2021 年第

一季度，大约 94% 的新完工仓库在施工结束之前就已签

订了租约。

2021年第一季度完工的最大项目是CTPark Bor(2.82

万平方米 )，在工程结束后交由零售公司 Primark 整租。

第二大项目位于 Nošovice 物流园区，总面积为 2.5 万平

方米，由第三方物流公司 Hyundai Glovis 整体预租。第

三大项目是 Panattoni Park Prague 机场二期 ( 约 8000 平

方米 )。在交付时，大部分区域即由 Lindab 预租。

•在建项目
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末，捷克在建工业建筑总面

积达到 55.75 万平方米，较上一季度显著增长 83%。其

中约 21% 位于布拉格地区，20% 位于皮尔森地区，15%

位于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地区。2021 年第一季度，已在

28.93 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上布局新工程，正在建设过程

中，但尚未明确用途的工业用地份额下降了 22%。

捷克  查理大桥

•工业租赁
2021 年第一季度，包括续签的工业用地总交易量达

到了历史新高（76.56 万平方米）；与上一季度相比，总

量增加了 44％；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该数字显著

增长了 147％。

其中，续签的份额占 61％，与上一季度相比同样出

现了显著增长（38％）。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新签面积约为 29.94 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 10％，同比大幅增长 185％。第一季度的净需

求（不包括保密交易）主要由制造公司推动，占总量的

37％，其次是分销商，占 32％的份额。

•重大租赁项目
在线分销商 Tchibo 在 Panattoni Park Cheb 签署的

重新协商和扩大交易协议是 2021 年第一季度规模最大的

一笔合同，总交易面积为 10.22 万平方米。该合同的两个

组成部分均为 2021 年第一季度期间记录的规模最大的续

签和新签交易。第二大新交易合同是一家尚未披露名称的

零售公司位于工业园区 VGP Park Vyškov 占地 2.8 万平方

米的预租。 第三大交易位于工业园区 VGP Park Olomouc，

由一家尚未披露公司名称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预租了 2.68

万平方米的总面积。

•空置率
2021 年第一季度末，捷克工业地产空置率为 3.6%，

较上一季度显著下降 61 个基点，同比下降 78 个基点。

布拉格地区的工业地产空置率为 2.0%。据统计，捷克市

场上共有 32.91 万平方米的现代工业地产已做好投入使用

的准备。

•租金水平
2021 年第一季度，捷克最高名义租金小幅上涨至每

月每平方米 4.80 欧元的新水平。夹层办公空间的租金在

8.50 欧元至 9.00 欧元 / 平方米 / 月之间。物业费通常为

0.50-0.65 欧元 / 平方米 / 月。

•工业研究论坛
工业研究论坛成立于 2010 年，旨在为客户提供有

关捷克工业地产市场的相关信息，包括连续、准确和

透明的数据。作为工业研究论坛的成员，世邦魏理仕

（CBRE）、高力国际（Colliers）、高纬环球（Cushman 

& Wakefield）和仲量联行（JLL）共同分享非敏感信息，

并努力推动捷克工业地产市场的透明度。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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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中东欧国家的能源转型指数排名 12 2021

04/26

过去 10 年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一份《推动能源系统有效转型（Fostering Effective 

Energy Transition）》报告，列出世界各国的能源转型指数排名。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1 年版报告，

中东欧 17 国的排名情况如下：

在中东欧的排名 国家 在全球的排名 指数

1 拉脱维亚 12 71

2 立陶宛 15 69

3 爱沙尼亚 16 69

4 克罗地亚 23 67

5 阿尔巴尼亚 25 66

6 斯洛文尼亚 31 66

7 匈牙利 32 65

8 罗马尼亚 38 64

9 斯洛伐克 43 63

10 捷克 45 63

11 黑山 52 60

12 希腊 54 60

13 保加利亚 58 59

14 波兰 62 58

15 塞尔维亚 84 53

16 波黑 98 50

17 北马其顿 N.A. N.A.

表 1：中东欧国家能源转型指数排名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能源转型指数（Energy Transition Index）由两个子项构成：能源系统的

当前表现和能源转型的可行性。能源转型指数越高，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及时过渡到一个更具包容性、

可持续、可负担和安全的能源系统的能力越强，既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价值，同时又不损害能

源三角的平衡，即“能源的安全性与可获得性”、“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增长”。

北马其顿团购平台 Grouper 被波兰科技企业收购 10 2021
05/10

北马其顿电子商务平台 Grouper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尼娜·安杰洛夫斯卡（Nina Angelovska）宣布，波

兰 Asseco 科技集团旗下的 Payten 公司收购了 Grouper。

Grouper.mk 是 2011 年在北马其顿成立的一家初创

公司，是该国首个团购折扣平台。目前，Grouper 商务平

台与 3,000 多家公司合作，向 200,000 客户销售在线产

品和服务。

来自波兰的 Payten 是一家致力于为金融和非金融机

构提供端到端支付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

安杰洛夫斯卡（Angelovska）在脸书上发帖称：“我

很荣幸地宣布，Grouper 已成为 Payten 的一员，加入波

兰 Asseco SEE 集团。Grouper 也是该地区加入 Asseco 

SEE 集团的首家电子商务公司。这次收购对我们意义重大，

这不仅是对我们以往工作、承诺和成功的认可，同时也是

充分发挥 Grouper 潜力的大好机会。”

2016 年，德国创业杂志“the hundt”评选了“欧洲

100 位女性创始人”，北马其顿前财政部长安杰洛夫斯卡

（Angelovska）位列其中。2018 年，她登上了福布斯欧

洲 30 位 30 岁以下电子商务和零售富豪榜。2019 年，联

合国贸发会将她评选为全球七位参与电子贸易女性倡导者

之一。此外，她还是 2017 年 12 月成立的第一个马其顿 

电子商务协会主席。 

Payten 电子商务开发团队负责人卡塔琳娜·阿诺

德· 罗 基 塔（Katharina Arnold Rokita） 表 示：“ 作 为

扩大公司市场投资组合战略的一部分，Payten 收购了

Grouper 100% 的股份。Grouper 加入之后，我们可以为

所有零售商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广

Payten 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译者注：Asseco SEE 公司隶属波兰华沙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 Asseco 集团，是东南欧最大的软件及科技服务

销售商之一，是该地区领先的 IT 公司 11。

波兰  格但斯克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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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鄱阳湖，最老的淡水湖是洞庭湖，水体景观最奇特的湖在九寨沟，拥

有美丽湖心岛的湖是南湖。那么在中东欧地区，是否也有这样一些独特的湖泊呢？当然有喽，就让

小编为您一一道来吧：

目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毫无疑问是鄱阳湖，集水面积达 3206 平方公里 14。那么，在中东欧地区，

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一个呢？它就是被称为“匈牙利海”的巴拉顿湖。

中东欧四个独具特色的湖泊

1.	中东欧的“鄱阳湖”：匈牙利的巴拉顿湖

图 1：匈牙利的巴拉顿湖（1）15

图 2：匈牙利的巴拉顿湖（2）16

巴拉顿湖是匈牙利、也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湖泊，面积 592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3.2 米，最深

处 12.2 米 17。由于匈牙利是内陆国家，所以巴拉顿湖有时也被称为“匈牙利海”。

巴拉顿湖区域夏季气温约在 25 摄氏度左右，气候宜人，因此一直是匈牙利的度假胜地。到了冬季，

巴拉顿湖封冻后，湖面可以滑冰。

布达佩斯机场与浦东机场签署姊妹机场合作协议 13 2021
05/27

匈牙利布达佩斯首都的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Liszt Ferenc International）的是布达佩斯机场公司（Budapest 

Airport）。在本周三举行的第四届匈牙利 - 中国物流与电子商务圆桌会议上，该公司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签署了姊妹机

场合作协议。“签署姊妹机场协议的目的是在更加紧密的合作框架内、在监管框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在两个机场之间

运行新的客运和货运航班，这将极大地促进旅游、经济和商业发展，促进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布达佩斯机场方面

表示。

中国东方航空的子公司——东方航空物流公司也在会议上宣布，将从 5 月底开始运营宁波和布达佩斯之间的货运直

航航班。

参加上述活动的匈牙利机构包括：匈牙利投资促进署（HIPA）、匈牙利中国经济商会、布达佩斯机场公司，CECZ 

Kozep-europai、R-BAG、国家税务和海关总署（NAV）和欧洲中国供应链公司（ECSC）的代表。来自中国的机构包括

上海社会科学院（SASS）、上海国际港口集团（SIPG）、普华永道上海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中国东方航空、东方

航空物流公司、阿里巴巴，菜鸟物流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CIECC）。

丝绸之路

匈牙利  国会大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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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奥赫里德湖（3）22

欧洲其它湖泊形成的时间均比奥赫里德湖晚，如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形成于大约 1.2 万年至 2 万

年以前 23，瑞士所称的康斯坦茨湖、德国所称的博登湖形成于大约 3 万年前 24，斯洛文尼亚的布莱

德湖形成于大约 1.5 万年前 25，瑞士的日内瓦湖形成于大约 1 万年前 26 ，德国的基姆湖形成于大约

1 万年前 27。

图 6：奥赫里德湖的天鹅 28

奥赫里德和奥赫里德湖于 1979 和 198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2010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以它为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上的一个湖泊命名。2019 年，

奥赫里德湖的阿尔巴尼亚一侧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有中国的研究人员指出，鄱阳

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湖泊 18。

那么在中东欧地区，最古老的湖泊

是哪一个呢？那就是位于阿尔巴尼

亚和北马其顿之间接壤地带的奥赫

里德湖。它是一个淡水湖泊，以北

马其顿湖岸一侧的奥赫里德市而得

名。其面积为 358 平方公里，最深

处为 288 米，是欧洲最古老的湖泊。

2.	中东欧的“洞庭湖”：北马其顿的奥赫里德湖

图 3：奥赫里德湖（1）19

图 4：对奥赫里德湖的钻探 21

地质学教授贝恩德·瓦格纳和亨德里克·沃格尔（Hendrik Vogel）博士（伯尔尼大学）表示：

“我们已经得到证明，该湖形成于 136 万年前，并且一直存在。当我们意识到从欧洲最古老的湖泊

中检索到了最长、最完整的湖泊沉积物钻芯时，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有机会获得超过 130 万年的高

分辨率区域气候数据是每个气候研究人员的梦想。”

2019 年 11 月，德国科隆大学地理学院教授贝恩德·瓦格纳（Dr. Bernd Wagner）领导的研究

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过去 136 万年地中海冬季降水与非洲季风同期》的研究成果 20。

这是一项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来自 13 个国家的 47 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使人们对气候历史有

了新的了解。在此项研究过程中，研究小组在奥赫里德湖实施了一个深层钻探项目，目的旨在更好

地了解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历史，顺便也确定湖泊的年龄。该深井钻探于 2013 年进行，最大钻探深

度为 568 米，水深为 245 米，它成为在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框架下进行的最成功的湖

泊钻探之一。之后，科学家们用了五年时间，对提取的材料（钻芯及其沉积层）进行了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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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浙江嘉兴，有一片面积

不大、但很有名气的湖泊，它就是曾

经召开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南湖。其实，这片湖还有

一个别致的特色，就是在它的中央有

一个湖心岛，岛上有一座“烟雨楼”，

让整个南湖显得别有生趣。那么在

中东欧地区，有没有这种具有别致

湖心岛的湖呢？当然有，那就是位

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

布莱德湖位于斯洛文尼亚西北

部，是阿尔卑斯山山区的一个冰蚀湖，

毗邻布莱德城。这里是一处热门的

旅游目的地。布莱德湖距离斯洛文

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大约 55 公里。 

布莱德湖长 2120 米，宽 1380

米，面积 1.45 km²，最大深度 30.6 米，

海拔高度 475 米 34 。该湖位于风景

如画的环境中，被群山和森林环抱。

一座中世纪城堡耸立于湖的北岸，而

在湖的中央，则是一个别致的湖心岛，

岛上有一座教堂，这也类似于南湖

上的“烟雨楼”。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找到了中

东欧国家和中国类似的湖泊。有句话

说得好：世间并不缺少美，只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相信只要我们更

多地去观察、探索，就一定能够发现

更多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类似景点。

4.	中东欧的“南湖”：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

图 10：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1）33

图 11：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2）35

图 12：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3）36  

在中国，如果要问哪里的湖水

最多彩、最富于变化，那么一定是

号称“九寨归来不看水”的九寨沟了。

在中东欧地区，有这样让人印象深刻、

流连忘返的湖水吗？当然是有的，那

就是位于克罗地亚境内的普利特维

采湖群，又称为“十六湖”。

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位于

克罗地亚中部的喀斯特地貌核心地

带，建成于 1949 年，是东南欧地区

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也是克罗地

亚最大的国家公园 30。公园内有许多

由石灰岩沉积形成的天然堤坝，这

些堤坝又形成了一个个湖泊、洞穴

和瀑布。由于主要有 16 个湖泊，因

此该公园又称“十六湖国家公园”。

1979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

3.	中东欧的“九寨沟”：克罗地亚的普利特维采湖群

图 7：克罗地亚的普利特维采湖群（1）29

图 8：克罗地亚的普利特维采湖群（2）31

图 9：克罗地亚的普利特维采湖群（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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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五十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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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有答

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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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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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IBS

2021CEE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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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