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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市成为 
“2025 年欧洲文化之都”之一 1

2020
12/08

图 1：新戈里察火车站 3

图 1：新戈里察火车站 3

图 2：新戈里察火车站广场上的国界线 4

斯洛文尼亚边境城市新戈里察与意大利城市戈里齐亚联合竞选“欧洲文化之都”。今天，欧盟

“欧洲文化之都”专家小组决定，新戈里察与戈里齐亚组成的联合体和德国开姆尼茨市一起，被选

为 2025 年“欧洲文化之都”。

(译注：二战结束之后，1947年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划定的国界线穿过戈里齐亚市中心，东部归南

斯拉夫，西部归意大利；而后南斯拉夫政府将东部与周边几个小城镇整合到一起，命名为“新戈里察”2。

新戈里察市政府对被选为“欧洲文化之都”表示感谢，他们承诺将履行所有的诺言。市政府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

获得成功，是因为两个边境城市政府以及周边地区政府长期进行活跃的互动。

2004 年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时，曾在新戈里察举行了主要的庆祝仪式。

戈里齐亚市市长罗德尔福·齐贝纳 (Rodolfo Ziberna) 表示：“我将这场胜利献给这个独特地区的人们，他们遭受过苦难，

但仍然成功地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好的未来。”他希望这个称号将使该市能够为经济发展和新增就业吸引新的人力和财力。

新戈里察市计划在 2025 年之前与来自斯洛文尼亚和其他 34 个国家的 250 多家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举办 600 多场

文化活动，实施 60 多个项目。

如今，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的国界线就穿过这个火车站前的广场。冷战期间，这里曾经树立起

铁丝网，类似于柏林墙。自从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后，这里就取消了边境管制。此次斯洛文尼亚新

戈里察和意大利戈里齐亚联合竞选的标语就是“走吧！无国界 (Go! Bord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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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距离新戈里察不远的索尔坎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石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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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供 7 亿多欧元
拨款，助其加入欧盟电网 7

2020
12/14

连通欧盟工具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拨款将使波罗的海三国到 2025

年能够完全控制其电力网络。

欧盟已同意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供一笔价值 7.197 亿欧元的拨款，用于执行将波罗的海三

国电网与欧洲大陆电网 (Continental European Network) 相连项目的第二阶段。

该项目旨在更好地整合波罗的海三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电网，并确保其能源可独立于第三国。

近年来，虽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通过与芬兰、波兰和瑞典建立新的电力互联网络而结束

了与欧盟在电力方面的分隔，但由于历史原因，其电网仍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电网保持同步运行(业

界通常称为 BRELL 环 )。

  完全控制

该项目将使波罗的海三国能够完全控制其电力网络并强化能源安全，使它们的系统能够在欧盟

通用且透明的规则下运行，从而造福三国消费者。

中东欧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已经

在 1995 年至 2004 年之间将其系统与欧洲大陆电网实现了同步运行。

欧盟能源专员卡德里·西姆森 (Kadri Simson) 表示，该拨款标志着波罗的海电网与欧盟同步的

进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具有欧盟战略意义的项目需要在 2025 年底前完成。

西姆森说：“这不仅将确保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完全融入欧盟内部能源市场，而且还

将促进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吸纳可再生能源，从而帮助他们实现欧盟绿色新政的目标。”

  和谐连接

这笔新的拨款将主要用于“和谐连接”建设，将波兰和立陶宛的电网通过波罗的海下的电缆进

行连接。这根电缆将允许这些国家的电网可以吸收离岸可再生能源。

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设同步冷凝器以及加固波兰的电网，以确

保“和谐连接”实现全部功能和系统能够安全运行。

这笔拨款是“连通欧盟工具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所提供的最大一笔款项，该基金是

欧盟促进增长、就业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工具，系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它支持欧盟在交通、能源和数字服务领域实现高性能、可持续发展和高效互联的跨成员国网络

建设，以填补欧盟能源、交通和数字骨干网中缺失的环节。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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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玻璃企业总部办公楼获得捷克建筑奖 6

捷克一家出色的玻璃企业拉斯维特 (Lasvit) 公司于去年翻修了位于捷克北部新博尔镇 (Nový Bor) 的总部办公楼。这

两栋办公楼位于该城镇中具有 200 年历史的建筑群中。

对于其中一栋办公楼，拉斯维特公司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成功制成“玻璃石板瓦”，以透明、带纹路的薄玻璃覆盖

于建筑表面，让玻璃屋不管是在白天的阳光折射下或晚上的室内透光中，都能呈现“灯塔”的意象。

另一栋办公楼的楼顶则由新的黑色金属板覆盖，这反映了该地区的建筑传统。

该公司的新总部办公楼获得了今年的捷克建筑奖，评委们称赞，该建筑是传统价值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典范。

拉斯维特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捷克一家定制玻璃企业，专注于定制高端玻璃照明装置，位于捷克北部，该地区具

有制造玻璃的悠久历史。该公司向全球2200多个用户提供产品，安装地点包括酒店、公共场所、游轮、私人住宅和游艇等。

2020
11/26

图 4：获得今年捷克建筑奖的建筑 (1)

图 5：获得今年捷克建筑奖的建筑 (2) 图 6：玻璃石板瓦 (1) 图 6：玻璃石板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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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六国驻匈牙利大使： 
支持匈牙利实现零排放目标 9

2020
12/03

在匈牙利创新和技术部的支持下，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与匈牙利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BCSDH) 达成一项特别合作协议，旨在帮助匈牙利在 2050 年

前加快向碳中和经济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迈出重要一步。

在 12 月 3 日举行的“力争零碳商业目标”线上论坛中，匈牙利各领域主要企业分享了他们的

成功经验并做出承诺，未来将带动其他企业为实现碳中和经济做出努力。

该活动由匈牙利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BCSD) 与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联合举行，旨在鼓励匈

牙利企业在新冠疫情之后转向更可持续的碳中和经济。这一活动为联合国“零碳竞赛”运动以及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造势 ( 将于 2021 年 11 月在英国举办 )，以期提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信心。

英国驻匈牙利大使保罗·福克斯 (Paul Fox) 在致辞中表示：" 再过 333 天，由英国与意大利联

合主办的联合国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格拉斯哥开幕。在剩下不到一年的筹备期中，还必须考

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必须团结世界各方力量，沿着零碳经济之路，

在新冠疫情后重建更加绿色的家园。”

意大利驻匈牙利大使马西莫· 鲁斯迪克 (Massimo Rustico) 在主题演讲中表示：“意大利在‘零

碳竞赛’运动中走在了前列，该运动旨在让全球生产体系完全脱碳，并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为

了在 2050 年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现在就行动起来 !”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负责气候政策的副国务秘书芭芭拉·博托斯 (Barbara Botos) 在开幕辞中

谈及议会最近通过的《气候保护法》。根据该法，匈牙利承诺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平衡温室

气体排放和吸收。该法同时规定，到 2030 年实现 40% 的减排，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比例将达到

21%。为此，匈牙利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支持国内能源企业的发展以及发行绿色债券等。

“零碳竞赛”是联合国主导的一项世界零碳运动。包括脸书 (Facebook)、乐购 (Tesco)、拉法

基霍尔希姆 (Lafarge Holcim) 和匈牙利电信公司 (MagyarTelekom) 在内的全球 1128 家企业、45 家

投资机构、450 多个城市和 550 所大学加入了该项运动。根据《巴黎协定》，规模不等的各领域企

业均可在气候行动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 2021 年 11 月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缔约方会议筹

备工作的一部分。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水平气候冠军团队政策与战略负责人简·奥斯汀 (Jen Austin) 对

“零碳竞赛”倡议的目标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介绍了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筹备情况。

随后，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 (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 和

2020 年希腊在线销售利润将增长两倍，达 150 亿欧元 8

周一，希腊商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Hellenic Confederation 

of Commerce and Entrepreneurship) 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2020 年希腊在线销售利润预计将增长两倍，达 150 亿欧元。

报告表示，这一令人惊喜的数字主要是在新冠疫情发

生后实现的，不过，这份可喜的增长并未惠及所有零售企业。

该项调查于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二天，即黑色星期五进

行。那天以后，因圣诞节即将来临，商业购物活动出现大

幅增长。联合会官员表示，调查证明了大型零售企业的电

子商务增长趋势备受瞩目。

“与之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存在明显差距，不过，

他们正设法寻找到应对这一挑战的办法。”

联合会的调查是在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5 日期间

进行的，调查对象是希腊 500 家零售商业企业。调查结

果显示，超过 70% 的小企业使用了互联网，但其中只有

36% 定期更新网页；超过 55% 的企业在社交媒体上及时

更新其商业信息。

2020
12/01

此外，调查还显示，受疫情影响 ( 封锁等措施 )，希

腊 70% 的企业有意愿进行数字化转型。59% 的企业报告

其销售额相比上年有所增长，大多数企业的销售额至少显

示略有增长。

74% 的商店报告其网站的访问者数量在增加，不过，

只有 11% 的商店报告其线上销售的增长“强劲”。43% 

的企业向联合会报告称已在 Facebook 或其他网站上开展

了营销活动。

79% 的企业表示，他们未参加任何黑色星期五的促

销活动。对于那些参与了促销活动的商家，49% 选择了

社交媒体，31% 使用了本企业的网站，而其他则使用了

订阅邮件 (20%) 和短信 (17%) 形式。

希腊 干尼亚州老镇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07 08

环境变化研究所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的净零

政策研究员卡亚·阿克塞尔松 (Kaya Axelsson) 介绍了企

业设定和实现净零目标的实际步骤。

匈牙利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阿提拉·齐坎(Attila 

Chikan Jr.) 表示：“所有企业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所

有企业也都有机会以积极方式影响气候变化。要将全球变

暖控制在摄氏 2 度以内，甚至摄氏 1.5 度以内，就必须尽

快彻底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先转

变为低碳经济，然后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企业将在这

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法国驻匈牙利大使帕斯卡尔·安德列奥尼 (Pascale 

Andréani) 表示：“五年前，我们通过了《巴黎协定》，

各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只是个开始。紧迫性依

然存在，政府、企业和公民均应将这些承诺付诸实施。这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德国驻匈牙利大使约翰内斯·海因德尔 (Johannes 

Haindl) 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气候需要团队合

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性，届时所

有贡献都将发挥作用。可再生能源已经在欧洲电力行业占

据主导地位。能源转型的下一步将是取代运输、工业和供

暖的化石燃料，氢能将在此过程发挥关键作用。”德国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并为实现气候

中性设定了标准。

加 拿 大 驻 匈 牙 利 大 使 卡 洛 琳· 夏 雷 特 (Caroline 

Charette) 在闭幕辞中表示：“我们很荣幸能与英国驻匈

牙利大使馆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力争零碳商业目

标论坛’，为实现 2050 年碳中和而努力。气候变化是一

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协调应对，以找到全球性的解决方

案。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减排，建设有韧性的社区和低碳经

济，为人类长期健康和社会福祉而奋斗。”

荷兰驻匈牙利大使勒内·范和尔 (René van Hell) 表

示：“荷兰认为气候运动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荷兰

将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主办气候适应峰会，重点讨论如

何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以及需要进一步采取哪些解决办法。

欢迎大家参与这项线上活动，届时我们将动员全球各国政

府、企业、组织和民众，为 2030 年实现气候适应型经济

制定路线图！”

匈牙利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总经理伊连·玛尔塔

(Irén Márta) 在闭幕辞中表示：“我们一半的会员公司已

经拥有战略性气候保护目标、承诺和计划。但更重要的是，

行业参与者在设定碳减排目标后，要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定期分析结果并衡量其碳足迹。这已被列入‘2020 匈牙

利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行动方案’的气候建议中。本次

‘力争零碳商业目标’论坛的宗旨是，来自各行业的领军

企业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做出承诺，从而带动其他企业

为实现碳中和经济做出类似的努力。”

“力争零碳商业目标”论坛的演讲嘉宾还有：奥迪匈

牙利环境管理主管彼得·艾利亚斯 (Péter Éliás)；布达佩

斯机场首席执行官罗尔夫·施尼茨勒 (Rolf Schnitzler) 博

士；匈牙利电信公司 (Magyar Telekom) 首席人力资源总

监罗尔夫·施尼茨勒 (Rolf Schnitzler)；德勤匈牙利风险

咨询业务主管阿拉斯戴尔·迪尔 (Alastair Teare)；菲亚

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中东欧区域总经理安德鲁·希金斯

(Andrew Higgins)；荷兰国际集团匈牙利分行首席执行官

迪波尔·波多尔 (Tibor Bodor)；罗格朗公司 (Legrand) 匈

牙利首席执行官拉斯洛·卡洛伊 (László Károlyi)；乐购公

司 (TESCO) 匈牙利总经理佐尔特·帕托斯 (Zsolt Pártos)。

上述嘉宾分享了各自关于气候保护的具体目标及其为促进

碳中和而采取的措施和经验。

斯洛伐克 Looking East 咨询公司： 
斯洛伐克应该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10

2020
12/03

经过三十年的转型努力，斯洛伐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2019 年，斯洛伐克按可比价

格计算的人均收入达到欧盟 28 国人均收入的 72%，超过

了希腊，与葡萄牙人均收入水平相当。

有数据表明，斯洛伐克的名义 GDP( 按欧元计算 ) 自

1993 年以来增长了约 10 倍。从行业结构来看，已与西

方国家模式基本一致；技术上同样获得了巨大进步。

斯洛伐克在 1989 年转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基本以

经济改革和艰难的民主道路为主要特点；第二个十年则以

加入欧盟及汽车和电子行业在经济结构上大力扩张为主。

可惜的是，最近十年，斯洛伐克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在下

滑，某些方面的政策毫无建树，整体经济停滞不前。

在新十年开端之际，我们不禁要问：21 世纪 20 年代，

引领斯洛伐克经济的下一位主角会是谁？鉴于对汽车和电

子行业的未来增长活力存疑，那么什么才是斯洛伐克未来

经济活力的来源？

本文认为，斯洛伐克应专注于其拥有的先进出口服务

和准可出口服务的政策发展，因为服务业可以大大助力斯

洛伐克经济增长。IT 服务、高端专业咨询服务以及高端旅

游等都是此类服务的范畴。其他诸如国际贸易公司、商业

博览会、高端市场营销或室内设计工作室，甚至像网球学

院或当地娱乐演艺 ( 在捷克很流行 ) 等有明显跨国活动特

点的专业服务机构均值得关注。一般认为，初创企业是经

济活力的重要来源，那不妨再进一步思考一下——与制造

业的初创企业相比，先进服务业的初创企业有何优势？

首先，高端服务型公司更易创立。建造和运营一家工

厂需要相对庞大的资金，与之相比，成立一家咨询公司在

资金要求上就容易得多。毫无疑问，大多数制造项目，启

动过程非常复杂且要求极高，与高端服务型初创公司相比，

其运营风险也要大得多。

其次，先进的高端服务通常有很高的人均附加值，高

于大多数制造业。因此，从资源分配及由此创造的附加值

来看，如果资源流向高端服务业，对经济是很有利的。这

也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资源分配。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高端服务业比先进制造业

生产更容易达到知识 / 技术前沿。制造业研发是一项复杂、

艰巨和昂贵的事业，也是斯洛伐克研发基础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哪个更先进的竞争。例如，只需比较以下哪项更容

易便可——是斯洛伐克营销工作室为外国客户创建企业标

识包容易，还是跻身技术前沿生产类似瑞士品牌手表出口

容易？

第四，很明显，大多数制造业初创企业比服务型初创

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当然，在某些制造业领域，如果项

目失败，初创者 / 企业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财务损失。因此，

在制造业，许多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可能永远无法付诸实

践，而相对的高端服务业项目被实施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政策引导资源流向资本密集

程度较低的高端服务业，则可能带动斯洛伐克更多的创业

活动。

最后，人均产值方面，高端服务公司的劳动力份额

通常比典型制造公司高很多。在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将会下降，从而放大分配矛

盾，而高端服务公司的大幅增长则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

斯洛伐克的制造业及其相关的汽车 / 工程集群有着悠

久的历史传统。该行业一直是斯洛伐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毫无疑问，相关的制造业仍需不断发展。然而，人

工智能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机器人化将降低包括汽车行业在

内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使得未来制造业更难吸引到外国

直接投资。鉴于制造业初创企业的成立本身并非易事，因此，

我们不应忽略充满活力的高端服务业，这可能是通往更高

人均收入水平的一条捷径。政策关注万不能忽视这一点。

注：本文作者为斯洛伐克一家本地咨询公司 Looking 

East 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兹拉茨基 (Vladimir Zlack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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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
投资者认为罗马尼亚在疫情之后将更具吸引力 11

东南欧四国与“欧洲绿色新政”的差距 12

2020
11/26

2020
11/04

新冠疫情使整个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受到了严重影响，罗马尼亚也不例外。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罗马尼亚市场吸引力问卷调查，约 46% 的罗马尼亚投资者取消、

减少或暂停了投资，而 51% 的投资者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他们的投资计划。该调查是安永首个专门

针对罗马尼亚市场吸引力的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投资者对罗马尼亚的未来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新冠疫情后，罗马尼亚将变得更具

吸引力。

其中，供应链 (35%) 和制造业 (36%) 被认为是罗马尼亚具有投资吸引力的主要领域。

安永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管理合伙人、安永东南亚、中欧和中亚 (CESA) 首席运营官博格丹·易

翁 (Bogdan Ion) 表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后罗马尼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过，

要实现这一点，罗马尼亚必须改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本国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

吸引力。新冠疫情正在加速技术运用、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重组的变革，罗马尼亚必须采取有效行动，

快速适应新商业趋势并达到投资者的期望。”

大多数外国投资者认为，罗马尼亚应该专注于本国农业和 IT 业发展，以提高其全球竞争力。

此外，罗马尼亚还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教育、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

安永数据还显示，2019 年罗马尼亚共有 78 个外国投资项目，同比下降约 28%(2018 年为 113

个 )，在欧洲排名第 15 位。不过，2018-2019 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

2019 年 12 月中旬，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宣

布了“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 的一系列举措。该新政旨在到 2050 年底实现碳中和

目标。但几个月后，整个欧洲大陆的决策者和专家们陷入忧虑。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商业活

动受到了极大限制，世界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欧洲绿色新政”很有可能被

抛弃。

作为对上述担忧的回应，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复苏方案，并特别强调其“绿色”目标，

冯德莱恩则将绿色新政视为新冠疫情后欧盟经济复苏的“动力”。在 9 月份的盟情咨文演讲中，冯

德莱恩指出，欧盟 7500 亿欧元复苏计划中 30% 的资金将通过绿色债券方式进行筹集，37% 的资

金将用于实现绿色新政设定的目标。她还表示，关于到 2030 年相对于 1990 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欧盟有意从 40%提高至 55%。在未来十年，这项绿色新

政对欧洲至关重要，欧盟成员国一旦未能达到这一绿色目

标，将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那么，东南欧地区的

欧盟成员国对此有何评论呢？

尽管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水电和生物能源在东南欧国

家已发挥了显著作用，但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仍表示，逐步

淘汰旧式化石燃料发电厂，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任务具

有很大的挑战。这一点在 2020 年早些时候各成员国提交

给欧盟委员会的最新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NECP) 中便可

见一斑。

在各国的能源和气候计划中，每个成员国必须确定本

国对能源气候目标的贡献以及在 2030 年前的十年中所要

达到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于 10 月中旬公布了其对各成员

国所提交计划的评估结果。总体看，有四国与欧盟其他国

家之间存在明显的目标差距，他们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四个国家都未承诺在未

来十年内逐步淘汰煤炭这一最基本的目标。例如，斯洛文

尼亚目前只考虑逐步淘汰燃煤发电，承诺最迟在 2021 年

提交出一项公平的过渡战略，并在 2030 年之前将用于发

电的燃煤量减少 30%以上。然而，在斯洛文尼亚所提交

的计划中未给出完全停止使用燃煤的时间表。值得注意

的是，斯洛文尼亚于 2015 年启动了备受争议的索斯塔尼

(Sostanj) 燃煤电厂 6号机组，该电厂目前预计至少将运

营至 2050 年。其他东南欧成员国与斯洛文尼亚一样，同

样未设定逐步淘汰燃煤电厂的计划。相比之下，有七个欧

盟成员国已经成为无煤国，另有十四个欧盟成员国计划在

2020 年至 2038 年之间完成能源转型。

不过，东南欧国家不愿意轻易放弃化石燃料情有可

原。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2018 年，煤炭和褐煤平

均占上述四个东南欧国家发电量的 22%左右。就保加利

亚而言，2018 年煤炭和褐煤在发电量中所占的份额高达

斯洛文尼亚 马里博尔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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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更重要的是，活跃于煤炭和褐煤开采或煤炭能源

生产的公司，仅在该地区就雇佣了约 5.2 万人。就此，有

人辩称，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可以继续维持煤炭行业运

转的理由。然而，除了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其他三个东南欧

国家均未提出任何过渡计划，或者至少满足欧盟委员会的

要求，提出一项所谓“公正和公平”的战略。此外，保加

利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三国仅简要讨论了预期能源过

渡所产生的社会、就业和技能需求问题，尚未详细罗列减

轻负面影响的措施。事实上，这种做法对这些国家的煤炭

消费地区来说可能是不利的，因为即便没有逐步淘汰煤炭

的计划，在天然气、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和有限的电力需

求竞争下，煤炭行业预计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萎缩。

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这四个国家同样略逊一筹。得

益于欧盟多个成员国提高了本国目标，欧盟在 2030 年将

减少初级和最终能源消费的共同目标分别增加到 29.7%

和 29.4%。然而，东南欧成员国或是保持计划草案不变，

或是仅进行了略微上调。对此，欧盟委员会将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减少初级能源消费的目标评估为“低”，将斯洛

文尼亚评估为“适度”。至于最终能源消费，欧盟委员会

认为东南欧四国的目标均介于“低”和“非常低”之间。

不过，积极的方面是，这四国所提交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

划草案均强调了基础设施的翻新，其中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甚至表示将超额完成欧盟要求的每年 3% 的翻新目标。

在温室气体排放 (GHG) 方面，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和罗马尼亚制定了符合欧盟各国“减排分担条例”(ESR)

所概述的目标。而斯洛文尼亚则更有雄心，为本国设定了

一个更高的目标，即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

减少 20%。事实上，该目标并未被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

所涵盖，欧盟“减排分担条例”中所设定的目标为 15%。

令人担忧的是，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国家仍未提出交

通部门的减排目标。交通部门是“减排分担条例”下规模

最大的部门。保加利亚为本国交通部门设定了到 2030 年

排放量增加幅度为 0 的目标，而斯洛文尼亚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交通部门的排放量增加幅度限制在 2005 年基

础上的 12% 以内。该地区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电动汽车

行业的发展，然而只有斯洛文尼亚提供了本国在该领域的

政策细节，其余三国尚未涉及。

这四个东南欧欧盟成员国之间最大的分歧可能来自

于 2030 年底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的

国家目标。保加利亚 27.09% 的目标 ( 高于国家能源和气

候计划草案中设立的 25% 的目标 ) 与“能源联盟和气候

行 动 治 理 条 例”(Regulation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Energy Union and Climate Action) 中使用公式所计算出

的结果一致。该公式计算并分配所有欧盟成员国为实现欧

盟共同目标 ( 即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总消费中占

比达 32%) 所需做出的努力。克罗地亚 36.4% 的目标高

于通过上述公式所得出的 32% 的结果，因此，该国是促

进欧盟增加气候目标的成员国之一，至少在能源结构方

面。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在这方面可谓是毫无“雄心壮

志”。罗马尼亚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

的比重为 30.7%，该数值低于通过公式计算出的 32% 的

结果。斯洛文尼亚则更无信心，甚至比公式的计算结果还

低了 10 个百分点，其目标仅为 27%。

已公布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草案和欧盟委员会评估

报告突显了东南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

日益扩大的差距。“欧洲绿色新政”似将成为另一个出现

“双速欧洲”的领域，并将产生新的争论点。鉴于部分欧

盟成员国设定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目标较低，欧盟目前

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虽然欧盟 2021-2027 年多年期财

政框架强调了绿色转型，但有效促进和鼓励绿色投资的独

立措施才是至关重要的。东南欧地区国家是否能合理利用

这一框架，并达到上述要求仍有待观察。

荷兰新能源企业获准在波兰和捷克上市 13

黑山电力公司获得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8200 万欧元 
贷款意向函 14

2020
12/05

2020
12/02

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新能源公司 Photon Energy 

NV( 华沙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PEN) 已获得许可，在波

兰华沙和捷克布拉格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 (AFM) 已经批准了 Photon 为下

个月初交易而准备的招股说明书。目前，该公司在华沙的

另类交易系统 New Connect 和布拉格不受监管的自由市

场上市。

Photon 表示，此次交易市场的转换不涉及任何新股

发行，公司所有股票将继续以目前的股票代码“PEN”进

行交易。

此外，Photon 首席执行官格奥尔格·霍塔尔 (Georg 

Hotar) 认为，波兰太阳能市场“增长前景将高于平均水平”，

此次在华沙和布拉格上市将是公司进入波兰太阳能市场的

重要里程碑。

近 日， 黑 山 国 家 电 力 公 司 (Elektro privreda Crne 

Gore，EPCG) 表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为其提

供了一笔总额高达 8200 万欧元的非约束性贷款，用于建

设该国 54.6 兆瓦的 Gvozd 风力发电场。

黑山国家电力公司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笔贷

款将成为收购风电场基本设备的资金支持，而风力涡轮机、

建筑工程、连接输电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采购招标流程

将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

Gvozd 风电场预计将于 2021 年开工建设，建成投产

后的 18 个月内完成调试，其电力年产量有望达 150 千兆

瓦时。

“通过转向受监管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将有机会投

资该公司股票，这一方面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保障了投资者的多样性。另外，也更有可能吸引

散户投资者的注意。”

目前，Photon 已经在两大洲 ( 大洋洲、欧洲 ) 建造或

委托建造了发电总量超 10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其中

74.7 兆瓦是其自身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业务涉及的国家主

要有澳大利亚(594.6 兆瓦)、匈牙利(96.6 兆瓦)、波兰(4.6 

兆瓦 ) 和罗马尼亚 (97.4 兆瓦 )。此外，它还为全球发电

量超 30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提供运营和维护 (O&M) 服

务。

今年 9 月，黑山国家电力公司股东已批准了一项总额

为 5800 万欧元的投资，计划与奥地利 Ivicom 控股公司

通过贷款融资的方式合作建设 Gvozd 风力发电场。

2017 年 11 月，Ivicom 和法国能源公司 Ako Energy

通过其在黑山当地的子公司 Krnovo Green Energy 启动了

Krnovo 风电场项目。项目耗资约 1.2 亿欧元，其中 4850

万欧元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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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公司率先进入塞尔维亚国家数据中心 15

罗马尼亚私营医院集团 MedLife 收购药店连锁企业 16

2020
12/02

2020
11/26

2020
12/17

塞尔维亚信息技术和电子管理办公室今天在推特上宣

布，美国 IBM 公司成为克拉格耶瓦茨国家数据中心 (State 

Data Center in Kragujevac) 的第一个商业用户，并且签

署了协议，将公司设备放置在该数据中心。

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 (Ana Brnabic) 在推

特上回应称，这是塞尔维亚实现进一步转型的转折点。

罗马尼亚私营医疗服务集团 MedLife 公司表示，已收

购位于布加勒斯特的药品分销商 Pharmachem Distributie

公司 75％的股份。

MedLife 公司在向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

中表示，该交易是 MedLife 今年最大的收购项目，也是对

药品分销行业的第一笔收购。该公司没有披露交易的价值。

MedLife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米哈伊·马尔库(Mihai 

Marcu) 说：“我们认为，这一 ( 药品 ) 领域将在未来几年

为经济复苏和维护人民健康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关

于将 Pharmachem 整合到 MedLife 集团，我们计划在以

下两个方向采取行动：首先，通过我们自己的药房网络——

Pharma Life Med 和集团中的 12 家医院来优化全集团的

药品采购体系；其次，开发 click pharm.ro 在线药房，以

及新的数字化项目，这将使患者更容易获得合适的药物。”

布写道：“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功和

重要的新闻。这是一个里程碑，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

向创新经济过渡，而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巩固塞尔维亚

作为一个稳定和安全国家的信誉。我要感谢 IBM 合作伙

伴的信任。”

该交易有待罗马尼亚反垄断机构的批准。

Pharmachem 公 司 总 经 理 米 哈 伊· 提 尔 利 (Mihai 

Tirli) 称：“我们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感到满意，也很高兴

我们可以加入 MedLife 集团。对我们来说，这是扩展和发

展业务的绝佳机会，因为我们将加入市场领先的集团。”

Pharmachem 成立于 16 年前，在布加勒斯特和全国

各地拥有广泛的仓库网络。2019 年，这家药品分销公司

的营业额为 8340 万列伊，比上一年增长了 30％。

收购 Pharmachem 公司后，MedLife 集团旗下共有

28 家下属公司。

中东欧主要国家的 500 强企业 17

根据法国对外贸易公司 (Coface)

发布的中东欧地区500强企业排行榜，

以 2019年全年的营业额计算，中东

欧地区主要国家上榜的企业数量如下

(图中黄色背景数字为 2019 年上榜

企业数量，白色背景数字为 2018年

上榜企业数量，绿色背景数字为该国

在该公司的信用评分 )：

具体信息如下：

法国对外贸易公司 (Coface) 是一家具有全球业务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公司提供解决方案，

保护他们免受国内和出口市场客户的财务违约风险。

译者注：Coface 公司所定义的“中东欧”地区包含上表中所列所有国家。

二八纵览

图8：中东欧地

区主要国家500

强企业分布

排名 国家
上榜企业 

数量
全年营业额 
( 百万欧元 )

全年净利润 
( 百万欧元 )

1 波兰 163 283,654 7,128

2 捷克 78 115,371 6,326

3 匈牙利 73 114,265 18,962

4 罗马尼亚 58 71,364 2,639

5 斯洛伐克 35 51,587 2,452

6 立陶宛 22 28,570 834

7 斯洛文尼亚 18 20,935 682

8 保加利亚 18 21,554 1,007

9 克罗地亚 13 12,182 651

10 塞尔维亚 8 8,733 331

11 拉脱维亚 8 7,985 252

12 爱沙尼亚 6 4,73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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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拉脱维亚生产商向中国等国出口水下遥控设备 18 中兴智能汽车有限公司投标保加利亚招标项目 19

总部位于里加 (Riga) 港口内的“Eprons ROV”公司已提供潜水服务 20 多年，在拉脱维亚和其

他几个欧洲国家中专门从事各种复杂的水下作业。自 2009 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在开发和制造水下

遥控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水下研究工作、水力技术结构的建造和检查以及世界各地的船舶修理工作。

该公司的遥控设备每年出口到欧洲各国，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挪威，

还出口到中国、澳大利亚、智利和加拿大，用于水下工程。港口是水下遥控设备的主要操作区域之一。

该公司水下遥控设备的所有机械零件都是在拉脱维亚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在该公司的工厂生产，

其余的则由合作伙伴生产。电子元件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供应商。每个水下远程控制设备都是根

据客户的要求定制的，专门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功能。

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安德烈·瑟尔纳夫斯基斯 (Andrejs Cernavskis) 对记者表示：“Eprons 

ROV 最初是一个家族企业，从事各种水下工程，为企业提供潜水服务。随着行业的发展，我们越

来越多地使用遥控设备来执行更高质量的水下工作，以确保更快、更安全地工作。最后，我们决定

建造自己的水下遥控设备，以满足我们的工作需求。通过招募高素质的拉脱维亚工程师和电子专家，

我们成功制造出自己的产品，现已成功销往世界各地。”

12 月初，尽管冬季严寒，该公司的潜水员和技术专家仍然在里加港口水域测试了该公司开发的

最新水下遥控设备。测试完成后，新的设备将发送给中国客户，在那里用于各种水下工程。

该公司每年生产 20-30 个水下遥控设备。一架设备的生产需要 4 到 14 周时间，取决于型号以

及操作功能和传感器的数量。

瑟尔纳夫斯基斯称：“可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全世界同类产品中质量最好的，我们可以在世界

各地的市场中竞争。我们行业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必须紧跟所有新趋势，以保持竞争力。我

们的优势在于，我们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我们自己也从事水下作业。因此，我们很了解客户的需求，

可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在拉脱维亚里加港地区经营的 200 多家公司不仅涉及货物装卸、加工和存储业务，还涉及高附

加值设备的生产。Eprons ROV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保 加 利 亚 首 都 索 非 亚 的 公 交 运 输 公 司 (Stolichen 

Autotransport) 发起了电动客车采购招标，价值 1410 万

欧元，吸引了五家公司投标。

目前该招标涉及两份合约，较大的一份交易价值

1510 万 列 弗 ( 约 合 771 万 欧 元 )， 预 计 供 应 22 辆 新

电动公交车，长度在 7.6 米至 9.6 米之间，吸引了当地

Bulbus Trade 公司、保加利亚汽车工业公司 (Bulgarian 

Automotive Industry)，Chariot Motors 公 司、Excelor 

Holding Group 公 司， 以 及 保 加 利 亚 的 Contrax 公 司

与 中国 中 兴 智能 汽 车 有限 公 司 (ZONSON Smart Auto 

Corporation) 联合投标体。

2020
12/15

2020
12/14

第二份招标的合约计划提供 30 辆长度在 5.5 米至 7.5

米的新电动公交车，该合同的投标公司有 Bulbus Trade

公司和 Excelor Holding Group 公司。

该 项 目 的 资 金 来 源 于 欧 盟 2014-2020 年 预 算 资

金 中 的 运 营 规 划 环 境 项 目 (Operational Programme 

Environment)。

保加利亚 索非亚

16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17 18

为《权力的游戏》增彩的大提琴双杰 
——中东欧 2CELLOS 组合 20

《权力的游戏》自开播至结束的全程一直得到全世界大批粉丝的持续关注。随着这部电视剧

在全世界热播，其每集开场的主题乐曲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人们普遍被这部大提琴乐曲传递出

的沧桑感所吸引，它迅速将观众带入了《权力的游戏》所营造的历史氛围与奇幻世界中。

在所有演奏版本中，由来自中东欧的大提琴双杰组成的“2CELLOS”所演奏的版本，透着一

种忧郁的华贵气质，使得这首乐曲更加宏伟壮观，更有层次感和丰富度。2017 年，该乐曲的官方

视频在国外视频网站发布后 2 天内即获得了 100 万次的播放量。

他们演奏《权力的游戏》主题曲的视频就炉置于克

罗地亚知名景点杜布罗夫尼克，那里也是该剧集的主要

拍摄地。

2CELLOS 由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路卡·苏利克 (Luka 

Šulic) 和来自克罗地亚的斯蒂潘·豪瑟 (Stjepan Hauser)

组成，是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古典 / 跨界弦乐组合。他

们演奏和发行的乐曲既有古典音乐，又有流行、摇滚等

现代音乐，还结合了表演技巧和魅力。他们曾同时在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音乐学院学习，而后都前往英国学习，

既是同学也是竞争对手。2011 年，他们共同演绎了美

国知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一曲“Smooth Criminal”，

录制的视频发布到国外视频网站后的两周内即获得了

三百万的播放量，从此一举成名。而后，他们加入 Sony 

Masterworks 公司，作为 2CELLOS 组合一起发展。

2011 年，2CELLOS 发 布 了 第 一 张 专 辑， 名 为

《2Cellos》，用大提琴演绎了多首世界知名流行乐曲，

包括 U2 乐队的《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枪炮与玫瑰乐队的《Welcome to the Jungle》等，获得

了广泛的关注。而后，2013 年 - 2018 年，2CELLOS 接

连发布了 4 张专辑，也是选用世界知名的流行音乐，用

他们的大提琴进行演绎，不断扩大其在全世界的影响

力。被他们演绎过的乐曲包括知名电影《爱情故事》的

同名主题曲、英国歌手埃尔顿·约翰的名曲《风中之烛》、

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等等。其中，

该组合于 2015 年发布的专辑《大提琴诗篇 (Celloverse)》

中，有一首演绎“007 系列”的主题曲《Live and Let 

Die》，是与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合作录制，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找来听一听。

2CELLOS 一直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在阿根廷、日

本、德国、乌克兰等国均留下了他们演奏的身影：

希望 2CELLOS 这对来自中东欧的大提琴演奏组合

继续加油，带来更多让人惊艳的表演。

万花筒

图 9：2CELLOS 为《权力的游戏》演奏主题曲 (1)21

图 9：2CELLOS 为《权力的游戏》演奏主题曲 (2)22

图 11：2CELLOS 在阿根廷表演 23

图 12：2CELLOS 在德国纽伦堡表演 24

图 13：2CELLOS 于 2018 年 5 月在乌克兰 

“欧洲冠军杯”决赛现场表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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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四十八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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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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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