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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东欧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东欧视界》与读者朋友们见面了。这是一份定期

简报，它将定期收集中东欧 16 国及其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产业、贸易、投资及人文、

社会等最新信息，介绍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对上述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加深中国相关机构和人

员对中东欧国家的了解，从而推动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中东欧视界》的创刊是中东欧经济研究所成立后开展的首批研究工作之一。中东欧经济

研究所由中国 - 中东欧基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发起设立，内设于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

究院。去年 11 月，在“16+1”峰会领导人及各国政商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中国 - 中东欧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发起的中国 - 中东欧基金正式成立。中国 - 中东欧基金是在这些国家开展

创新型金融合作的先行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顶级国际商学院，依托上海作为金融市场

中心的有利条件，具有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力，是中国与欧盟学术交流的平台。《中东欧视界》

的创办还得到了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机构的大力支持。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机构为中东欧国家客户

提供全面的商业银行服务，是了解中东欧 16 国及其相关国家市场的桥头堡。 中国 - 中东欧基

金、中欧商学院结合各自在研究能力、金融合作和市场信息方面的优势，定期地对中东欧 16

国及相关国家的宏微观经济、金融市场、产业发展、贸易投资、热点问题、人文知识等进行介

绍、解读、分析 , 向各机构的合作伙伴分享信息资讯，向国家有关部门针对中东欧国家合作提

供研究支持。

发刊词 《中东欧视界》注重收集第一手的资料，计划对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高级别政府官员逐一

进行书面采访，近距离听取中东欧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欧盟一体化、“16+1”合作等话题的

解读；将依托中东欧基金的合作伙伴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在中东欧区域的海外机构，收集所在国

的媒体、政府、智库等对中东欧 16 国及相关国家的分析、介绍和评述等，捕捉最鲜活的市场信息。

《中东欧视界》计划每期尽可能覆盖中东欧 16 国中大部分国家，特别是经济、产业、金融、贸易、

投资等信息。另外还将适当搜集和宣传中东欧 16 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人文和艺术信息。中东欧

国家的艺术有较高造诣，但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东欧的艺术作品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中东欧视界》试图撷取中东欧艺术海洋中的浪花，奉献给各位读者。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中东欧视界》成为中东欧国家的一个窗口、一带一路上的一座桥梁、

通往更高层次交流与合作的一列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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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 要全面评

估波兰市场，必须先了解当前的全

球经济趋势。国外经济增长依然温

和，全球经济已呈现复苏迹象。在

欧元区，尽管成员国的增长率各

不相同，但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稳定。

2016 年，波兰的经济表现是内外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宏观经

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 ( 英国脱欧、

欧元区不稳定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因此，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无法支持

波兰实现 GDP 的快速增长。然而，

即使在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波

波兰欢迎外国投资

—波兰副总理马泰乌什 · 莫拉维茨基

专访

波兰 克拉科夫

1
2017 年 1 月初，波兰副总理

马 泰 乌 什 · 莫 拉 维 茨 基 (Mateusz 

Morawiecki) 接受《中东欧视界》的

专访，就波兰经济形势、中东欧地

区经济走势、欧盟一体化、波中两

国合作等话题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兰经济依然强劲。2016 年，虽然

波兰的 GDP 增速放缓 ( 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2.5%；季节性调整

后，GDP 同 比 增 长 2.2%)， 但 仍

高于德国、英国、法国及其他中东

欧国家。

内需作为 GDP 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 : 劳动

力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消费价格

低速增长、良好的消费者信心，因

此私人消费实现稳步攀升。我相信，

增长放缓是暂时的，主要是源于疲

软的投资 (2014-2020 年欧盟财政

计划的资金逐渐减少 )。从新的财

政视角来看，我们预计新项目的实

施将促进未来几个季度的投资复苏。

不断上升的就业率和工资、较

高的社会转移支付和低廉的能源价

格将促进消费增长。宽松的信贷条

件，以及 2017 年欧盟资金对基础

设施投资的回升，也将巩固投资的

回暖态势。随着能源价格的稳定和

劳动力市场的收紧，预计消费物价

通胀将逐渐上升。基础设施的计划

投资将推动劳动率增长和提高人民

福利。放宽企业准入和增长的监管

条件——由波兰经济发展部提出的

解决方案 (即公共采购、“企业宪法”

和波兰发展基金 )——将为新进入

者和年轻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提高劳动生产率。

据波兰的独立机构和国际组织

预计，2017 年波兰 GDP 潜在增长

率将超过 3%。GDP 增长在短期内

没有显著风险。IMF 预测 2017 年

GDP 将增长 3.4%。此外，欧盟委

员会在 2016 年 11 月的预测仍然

是正面的，实际 GDP 增长预计将

在 2017 年达到 3.4%。据世界银

行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本

周的最新报告中，波兰的经济形势

一片大好。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称

2017 年波兰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3.1%，到 2018 和 2019 年将分别

上升至 3.3% 和 3.4%。

必须强调的是，2016 年，据

欧洲委员会称，波兰是未受到宏观

经济失衡影响的成员之一。根据欧

盟委员会《2017 年度预警机制报

告》，波兰经济正在稳步增长，宏

观经济未显示出失衡的迹象。

中东欧视界 :" 请您简要介绍 2016 年波兰经济的发展情况，
以及您对波兰 2017 年经济形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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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25 年 来，

波兰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国际地

位。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商业伙伴，

波兰的声望逐年上升。最近，波兰

证明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是全球最具

吸引力的商业投资地之一。在全球

经济动荡时期，波兰经济的基本面

稳定。与其他 15 个中东欧国家比较，

波兰最大的优势包括经济稳定、可

预测性、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

开放性。

波兰的成功源于以下综合因

素 : 区位、规模、种类、物流、充

满活力的经济和金融服务业，以及

良好的商业环境。波兰劳动力的素

质高，有才华，受到良好教育。

波兰在许多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不断增强，反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

质量。

由于实施改革，波兰在营商

环境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提高，在

2017 年的排行榜上，波兰从第 25

位上升到第 24 位。这部分归功于

2016 年初出台的《破产法》。通

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2016 年，

欧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英国公民

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他们的决定出

人意料，使欧盟团结出现了第一道

裂痕。

这并没有解决西欧难民和恐怖

主义的问题。意大利和希腊的危机

仍未解决。此外，欧元区长期存在

的通缩风险和低廉的大宗商品价格

阻碍经济实现强劲增长。2016 年

12 月，欧盟一致同意扩大对俄罗

斯的制裁，俄罗斯在 2014 年吞并

克里米亚之后试图找到新盟友重建

经济。

2017 年有很多不确定性。欧

盟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与英国建立一

个全新的、相互满意的关系。另外，

叙利亚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

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解决

欧盟的难民问题。中东欧 16 国希

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改善互

联互通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来说是

互惠互利的，因为这将使双边分享

更多的商品和市场。

过引入新的重组机制、改变重组计

划的投票程序、允许债权人更大程

度地参与破产程序，这部法律降低

了破产问题的解决难度。它还建立

了中央改组破产登记机制，以及破

产代表补偿的指导方针。波兰还简

化了建设许可证处理流程，取消了

公用设施技术条件方面的要求、公

共道路管理机构的审查和批准。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 IMD) 报告，

波兰的竞争力在全球 61 个国家中

名列第 33 位 ( 领先于西班牙和意

大利，次于法国 )。在经营业绩 ( 企

业范畴 ) 方面，波兰位居首位。

波兰欢迎外资为我们带来资本、

增长和就业，将外资作为技术转让、

研发 (R&D) 和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载

体。波兰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截

止 2015 年底，波兰在吸引外资方

面处于中东欧国家的领先地位，吸

引了大约 1825 亿美元的外商直接

投资 (FDI，存量数据 )，主要来自西

欧和美国。波兰政府继续实施改革，

旨在改善投资环境，放宽创业政策。

据《安永 2016 年度欧洲投资吸引

力调查报告》称，在中东欧国家里，

波兰是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

目的地 ( 在欧洲排名第五，仅次于

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 )。

人们仍然担心欧元区会出现新

的危机。原因是对希腊的救援计划

仍然存在争议。欧元区国家和 IMF

在对希腊提出紧缩要求方面也没有

达成一致。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是人

们担忧的来源。政治上有很多不确

定性，可能会影响经济，例如，美

国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将与本届政

府明显不同。在欧洲，荷兰、德国

和法国将举行大选，这可能影响欧

盟内部各种谈判的进程，将欧盟各

国关系放入全新的框架。欧盟经济

方面的积极迹象是避免了通货紧缩、

商品价格出现上涨，这有助于实现

更高的增长和投资。

专访

中东欧视界 :" 您如何看待中东欧地区未来的经济
和政治走势？有哪些挑战、机遇和风险？"

中东欧视界 :" 请您谈一谈，
在中东欧 16 国中，波兰具有
怎样特别的优势？"

波兰 华沙 波兰 波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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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 按照今天

世界变化的速度，五年这个期限是

相当长的，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欧盟计划推动就业、增长和

投资。此外，欧盟还将实施数字单

一市场战略和单一市场战略。

欧盟希望实施能源联盟战略，

特别是低排放出行和人员流动。欧

盟将加强经济和货币联盟。在外交

政策方面，主要内容是继续与美国

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与非洲保持良

好关系。

另 外， 由 让 - 克 劳 德 · 容 克

(Jean-Claude Junker) 组 织 编 写 的

《欧洲投资计划》具有巨大的意义。

该计划将延长到 2020 年年底，在

欧盟产生的投资价值达到 5000 亿

欧元。

欧盟还需要实施“欧洲 2020

战略”。主要目标是帮助欧盟从危

机中走出来，使之成为一个智能、

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提供高

水平的就业、生产力和社会凝聚

力。“欧洲 2020 战略”阐述了 21

世纪欧洲社会市场经济的愿景。该

战略提出了三个相辅相成的工作重

点。首先，智能增长，即基于知识

和创新的经济增长。第二，可持续

增长——促进更加资源高效、更绿

色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第三，

包容性增长 : 培育高就业经济，提

高社会和各国的凝聚力。

鉴于当前和未来的许多国际

性挑战，去年我们详细阐述了一个

新的发展模式 : 波兰主权战略愿景，

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 我们认为，

2014 年提出的“新常态”理念表

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个

理念的关键要素是创新、新技术、

提升国内市场和内部需求。另一方

面，波兰政府也制定了类似的目标，

实施新的“负责任的发展战略”。

波兰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推动经济

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让波兰居民

直接地感受到生活质量提升和财富

增加。在这些方面，我注意到我们

两国的战略有相似之处。

“新常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提出的一个倡议，就是“一带一路”

项目。鉴于波兰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以及我国在中欧的地理位置，我们

中东欧视界 :" 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法公投，以及法国和德
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让欧洲以外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于欧盟
未来的走向产生疑虑。您如何看待欧盟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

中东欧视界 :" 中国的经济已
经进入“新常态”。波兰作
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前景及
其对波兰的影响？ "

非常热衷于这一倡议。不仅波兰将

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匪浅，而且整个

欧盟也会受益，在欧亚大陆建立起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国政府支持

这一倡议，并期待与中国企业一起，

在基础设施、科研、清洁煤炭技术

和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共同开展有意

义和有价值的项目。

并展示了如何管理发展进程，实现

设定的目标。未来几年，波兰将遵

循“负责任的发展战略”所阐述的

原则发展经济。

“负责任的发展战略”的主要

目标是创造条件，提高波兰公民的

收入，同时确保社会、经济和领土

的凝聚力。

“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展现了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要求实现负

责任的发展，即为所有社会群体提

供发展的好处，同时确保在满足当

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

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新的发展模

式不仅关注 GDP 的规模，更关注

其质量。新的发展模式必须比旧的

模式更加平衡，其利益应该最广泛

地惠及社会所有群体，让 GDP 增

长抹平波兰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

专访

4
5 波兰 老镇中心

中东欧视界 :" 请您谈一谈波兰希望与中国在哪些
产业开展合作？ "

波兰 圣玛丽的大教堂

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在 推 动

“16+1”合作方面，波兰在中东欧

国家中占据领先地位。根据我国“负

责任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向中

国资本和技术开放波兰市场将有利

于加速波兰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

中国占据世界最高标准的技术领域，

比如 : 交通基础设施、海港和内陆

航道、机场、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

建设 ( 特别是波美拉尼亚经济特区

和罗兹经济特区 )。

我们希望，波兰作为创始成员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于

中国 - 中东欧基金将帮助波兰企业进

入国际供应链，并参与关键的欧亚基

础设施项目，例如公路和铁路建设。

许多波兰企业常常提到我国加

入了亚投行。我国企业对于在独联

体国家——特别是阿塞拜疆、格鲁

吉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进行投资特别有兴趣。值得强调的是，

我们与这些国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

经济合作和良好的关系。

我还希望指出，波兰公司在进

入中国市场方面与中国公司进入波

兰市场方面持续保持着不对称的态

势，这限制了我们创造良好业务的

机会。我们希望，中国的“新常态”

战略将使中国市场对我们的公司更

加开放，这将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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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维茨基副总理 : 中国经济快速地从以出口低成本产品为导向转变

为生产最高水平的创新型产品，这让我们印象深刻。波兰人对“中国制造”

的印象，反映在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上。从 2015 年开始，波兰对外贸

易终于首次实现了总体顺差，但是，从双边贸易看，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

差仍然是最大的。波兰对中国货物出口与中国对波兰货物出口之间的比率

为 1:10，作为政府来说，我们对此是不满意的。在我国政府“负责任的

发展战略”中，我们非常重视促进波兰经济的国际化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我们认为，支持波兰的出口和投资将提高波兰品牌和服务在国外的知名度，

从而强化波兰作为理想经济合作伙伴的形象。

 

7

专访

波兰 皇家城堡

中东欧视界 :" 波兰企业界和民众对于“中国制造”
有怎样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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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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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 1:2016 年 12 月 29 日，塞尔维亚总理阿莱克桑达尔 · 武契

奇（Aleksandar Vucic）在政府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塞尔维亚

2016 年 GDP 增长率为 2.75%，2017 年在消费增长的带动下，预计可达

到 3%。他还表示，预计在 2017 年 3 月末，塞尔维亚的人均月薪可以达

到 400 欧元。在产业方面，2016 年塞尔维亚的交通行业增长 8.1%，零售

业增长 7.9%，餐饮业增长 7.4% ，到塞尔维亚旅游的人数增长 13.5%。

塞尔维亚 2016 年 GDP

增长率为 2.75%

图片说明 2:2016 年 12 月 23 日，斯洛文尼亚举行仪式，庆祝第 25 个

独立和团结日。1990 年 12 月 23 日，斯洛文尼亚发起从前南斯拉夫独立

的全民公投。12 月 26 日，公投结果宣布，有 93.2% 的人支持斯洛文尼亚

独立。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正式从南斯拉夫联邦独立，成立了

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将每年 12 月 26 日定为独立和团结日。

斯洛文尼亚庆祝

第 25 个独立和团结日

图片说明 3:2016 年 12 月 20 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尔特 · 菲佐 (Robert 

Fico) 向媒体表示，该国失业率在 11 月底已经下降到 8.78%，接近该国失

业率的历史最低点。斯洛伐克 2007年-2008 年的失业率在 7%-8% 之间，

是历史最低点。另外，他表示，每年斯洛伐克大学毕业生中约有 7% 能够

在国外找到工作，但斯洛伐克希望改善国内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吸引这些年轻人回国工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斯洛伐克失业率

接近历史最低点

读图

图片说明 4:2016 年 12 月 11 日，马其顿企业 Tehnoplast 在首都斯科普

里的技术工业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将在开发区建立一家新的工厂，投资

1000 万欧元，预计将创造 200 个就业岗位。马其顿过渡政府总理埃米尔 · 迪

米特里埃夫 (Emil Dimitriev) 祝贺 Tehnoplast 在该开发区落户。Tehnoplast

是一家马其顿本土的汽车配件企业，预计新工厂的产品将供应给德国宝马

公司、奥迪公司和法国雷诺公司。

马其顿总理出席

Tehnoplast 新工厂

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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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图片说明 5:2016 年 12 月 9 日，波罗的海三国总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

加举行了波罗的海三国总理理事会。会后，三国总理接受记者提问，回答

了关于国家安全、能源合作等问题。关于国家安全，三国总理强调，北约

盟友的承诺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关于能源合作，三国政府在这次

会议上签署了一份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Gas Market)，希望推进三国天然气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波罗的海三国推进

天然气市场的一体化

读图

马 尔 科 维 奇 表 示， 黑 山 在

2016 年初得到北约的正式邀请，5

月签署了《加入议定书》，目前

该议定书已经得到北约 28 个成员

国中 17 个国家的批准，包括斯洛

文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尔

巴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波

兰、克罗地亚、冰岛、土耳其、英

国、比利时、卢森堡和丹麦。他强

调，目前黑山已经可以参加北约的

会议并发表看法，只是没有投票权。

在加入欧盟方面，马尔科维奇

表示，黑山是西巴尔干地区的领先

者。2016 年，黑山政府通过了 69

项新的法律和 76 项法规，配合加

入欧盟的工作，得到了欧盟的肯定。

黑山加入欧盟的谈判共分 33 个章

节。另外，黑山的一些项目已经开

始使用欧盟的资金，截至目前已

经使用欧盟资金开展了 68 个项目。

而且，由于黑山在政府透明度方面

改善明显、宏观经济指标较好，因

此欧洲委员会在 2016 年首次同意，

向黑山提供直接财政援助，用于

边境管理项目。首批援助资金 800

万欧元已经到位。

黑山总理年终新闻发布会三大主题

加入北约、加入欧盟、经济增长

图片说明 6:2016 年 12 月 30

日，黑山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奇

(Duško Markovć) 在首都波德戈里

察举行了年终新闻发布会，突出

强调了黑山在 2016 年推进的三大

工作 :

马尔科维奇说 :“我认为这些

事实证明，2016 年黑山在加入北

约和欧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是

区域中在这些方面最为成功的国

家。”

关于经济增长，马尔科维奇

表示，2016 年黑山经济增长率为

2.4%，达到政府年初设定的目标。

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投资增

加，旅游收入增长显著。2016 年

前 9 个月，黑山的旅游收入同比增

长 8.5 亿欧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0%。在大型基建项

目方面，黑山正在推进的大型项目

有 : 黑山港项目 (Porto Montenegro)、

Portonovi 项目 和 Luštica Bay 项目。

在能源项目方面，2016 年黑山签

订了两个能源项目开发合约 : 一个

是 Montenegrin 海 床 油 气 资 源 开

发项目，一个是 TE Pljevlja 二期项

目。下一步计划推进的基建项目

有 : 黑山 - 意大利海底输电线项目、

Krnovo 风 电 项 目、Možura 项 目。

他还强调，2017 年，黑山政府工

作的重点是推进经济增长，要高效

地推进已有项目并开工新建项目。

加入北约、加入欧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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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7:2016 年 12 月 8 日，

保加利亚央行行长迪米塔尔 · 拉

德 夫 (Dimitar Radev) 表 示， 保 加

利 亚 应 该 尽 早 进 入 ERM II 机 制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II)，也

就是他所说的“进入欧元区的等候

室”，加快与欧元区的一体化进程。

图片说明 8:2016 年 12 月 30 日，

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

维察 · 达契奇 (Ivica Dacic) 在贝尔格

莱德的一场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于克罗地亚此前多次阻碍塞尔维

亚开启入盟谈判新的章节，塞尔维

亚不满意。他表示，为了加入欧盟，

塞尔维亚希望在 2017 年开启 10 个

章节的谈判，包括从第 20 章节到

29 章节。其中，预计在 2017 年 1

月或 2 月可以开始第 26 章的谈判。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塞尔维亚

的入盟谈判共分 35 个章节。塞尔维

亚已经开启了 6 个章节的谈判，完

成了 1 个章节。至于第 31 章节的

谈判，也就是关于共同外交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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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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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加利亚应该尽早加入欧元区 "
—保加利亚央行行长

" 克罗地亚阻碍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 
—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

自 2012 年 9 月起，保加利亚已暂

停了加入欧元区的努力。不过，该

国不同的部长级人士对媒体发表过

不同的观点，有人建议仍然暂缓加

入欧元区的计划。这显示出保加利

亚政府内部对于此问题尚未形成一

致意见。

政策的章节，将在入盟前的最后谈

判环节进行。对于塞尔维亚而言，

这个章节主要涉及到科索沃问题。

另外，他还表示，科索沃方面

一直拒绝成立塞尔维亚城市共同体

(Community of Serbian municipalities)，

阻碍《布鲁塞尔协议》的落实，因

此责任在科索沃一方，不在塞尔维

亚。

塞 尔 维 亚 于 2009 年 12 月 向

欧盟理事会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

2014 年 1 月 21 日双方正式开始加

入欧盟的谈判，塞方希望于 2020

年前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图片说明 9: 2016 年 12 月 24 日，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 奥班 (Viktor 

Orban) 在 一 场 记 者 招 待 会 上 表

示 :“匈牙利是一座稳定的岛，因

为我们询问过人民的意见，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将非法移民挡在了国

境之外。”

" 匈牙利是一座稳定的岛 " 
—匈牙利总理

( 英语原文 : Hungary can be 

an island of stability because we 

have asked for people’s opinion 

and protected the country from 

illegal migration in 2015 and 2016.)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市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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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 Honzejk 表示，民粹主义在

捷克国内外均空前高涨。鼓动民粹主

义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向民众

宣扬他们愿意听到的观点和主张，不

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主张是否合理，

以此煽动民众的情绪，从而获取权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当选总统特

拉普和英国脱欧事件。

当然，在捷克政治中，民粹主

义的主张时不时会出现，比如左翼

民粹主义曾经向民众许诺，向富人

多征税以补贴穷人，右翼民粹主义

曾许诺将极力减税、降低社会福利，

而极端民粹主义则把所有问题都归

咎于吉普赛人。

" 捷克国内出现新的、危险的民粹主义倾向 10 " 
—捷克《经济报》知名评论员

不过，以往的民粹主义往往

针对某一类人群，因此影响力有

限。而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则针对

和影响了全社会的所有人群，Petr 

Honzejk 称 之 为“ 全 方 位 民 粹 主

义”(catch-all populism)， 它 比 以

往的民粹主义更危险。

Petr Honzejk 认为，在当前西

方代议制政治体制下，政治代表越

来越难以回应普通民众的诉求，越

来越多的人感觉现有的政治体制无

法解决自身关切的问题，这给“全

方位民粹主义”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

另一方面，新的民粹主义思潮利用

模糊不明又难以反驳的口号进行

2016 年 12 月 30 日，捷克《经济报》知

名评论员 Petr Honzejk 表示，受国外新闻事件

的影响，捷克国内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民粹

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基于情绪，针对整个社会，

利用模糊不明又难以反驳的口号进行宣传。

宣传，加大了批判这种思想的难度。

例如，特拉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

再 次 伟 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它的含义其实非常模糊，

它背后的主张也不明确，因此让人

无法进行反驳。新民粹主义主要基

于感情，很难理性地批判。

这种新民粹主义的一般手法

是这样的 : 以社会福利为例，首先，

民粹主义把所有阻碍实现“普遍福

利”的人都定义为敌人；然后，列

举出这样的“敌人”，可能是难民、

移民、吉普赛人、残疾人、被怀疑

漏税的酒吧业主，以及被怀疑伤害

了老实人福利的任何人；而后，任

何帮助这些“敌人”的人也都是“敌

人”，比如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型

企业，甚至是国家机构、欧盟委员

会等等，这些都被笼统地称为“精

英”。因此，这些“精英”也成为

了“敌人”。至于这些“敌人”到

底做了什么错事、有没有事实根据，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种手

法可以煽动民众对于“敌人”的负

面情绪。举个例子，英国脱欧公投

之前，英国独立党 (UKIP) 的党魁

Nigel Farage就宣称，英国留在欧盟、

继续缴纳会费是“愚蠢的”，因为

退出欧盟后节省下来的会费可以用

于英国国内医疗体系。2016 年英

国媒体评选的年度词汇是“后事

实”(post-truth)，也许可以说明人

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Petr Honzejk 还注意到，从 2016

年开始，舆论对民粹主义的鼓吹者

没有采用贬义的词汇描述，反而开

始对抨击民粹主义的人使用贬义词

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客开

始利用民众的偏见和感情获取政治

资本。Petr Honzejk 强调，对于屈

从于民粹主义的人，他们应该是对

社会有所不满，出现这种情绪是可

以理解的；但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独

立后的首任总统托马斯 · 马萨里克

所说 :“我们可以借助于情绪，但

同时也需要理智像一盏明灯一样，

为我们的行动指明方向。”可惜的是，

民众思想的明灯好像被关掉了。

注 :捷克《经济报》(Hospodářské 

noviny) 是捷克的主流商业媒体，提

供经济相关的新闻以及国内、国际

时事，主要读者群为捷克政商界人

士，总部位于布拉格。2015 年 1

月 27 日，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

会见了该报主编 11 ，欢迎《经济报》

客观全面反映中国发展，为中捷关

系发展注入正能量。

捷克 布拉格 老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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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波黑将积极推进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 12 " 
—萨拉热窝时报

拉特科·姆拉迪奇 (Ratko Mladić) 开始接受海牙国际法庭审判

拉特科 · 姆拉迪奇是波黑内战时期的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1942 年 3

月 12 日生于波黑东部。2016 年，姆拉迪奇因 1995 年指挥了在斯雷布雷

尼察 (Srebrenica) 对波黑穆族的大规模处决而被前南战犯法庭指控。他已

经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塞尔维亚被逮捕。预计 2017 年 11 月海牙法庭

将做出判决，控方已要求判处他终身监禁。

波黑启动加入欧盟的进程

2016 年，波黑正式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并于 2016 年 12 月收到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问卷，需要在未来 6 个月内答复完成。波黑政府认为这

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不少政府官员都很乐观，预计在 2017 年年底能正式

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

持续推进加入北约的计划

2016 年底，波黑批准了新的国防计划，强调推进军队的现代化，这

是波黑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波黑政府曾预计 2016 年 7 月获得北约的《成

员行动计划》(Membership Action Plan)，但没有获得成功。波黑政府希望

在 2017 年获得这个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波黑政府非常重视基建项目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近

年来宣布将在波黑建设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水电站、

火电站等等。不过，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推进的速度一直很慢。

落实波黑宪法法院的决定

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 (Milorad Dodik) 宣布将在 2017 年举行全

民公投 13，这涉嫌违反了波黑的国家宪法。他最近在萨拉热窝受到国家检

察院的质询，被要求落实波黑宪法法院的决定，维护国家统一。

2017 年 1 月 3 日，波黑媒体《萨拉热窝时报》总结了波黑 2016 年的五大进程与事件，包括：

1

2

3

4

5
波黑 莫斯塔尔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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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

“财讯”板块介绍中东欧及其相关国

家经济情况，精选有关这些国家经济

最新近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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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韩国电视真人秀节目

“浪漫”决定在克罗地亚拍摄第一季

节目。这个决定让这个国家好像中

了头奖。此节目记录了 10 位二三十

岁的韩国男女在克罗地亚各地的旅

游历程，他们在旅伴中寻找人生伴侣。

由于此节目获得巨大成功，其

他的韩国电视台也纷纷将作品舞台

搬到了克罗地亚，有力地宣传了这

个风景秀丽的巴尔干半岛国家。这

相当于克罗地亚定期在 4 个韩国频

道做 45 分钟专门推广，每次的观众

多达 3 千万人。

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克罗地

亚因韩国真人秀获益匪浅，游客数

量在七年间增长了 30 倍。 30
克罗地亚依靠电视节目吸引韩国旅游者 15

克 罗 地 亚 统 计 局 的 数 据 显 示，

前往克罗地亚的韩国游客数量激增，

从 2008 年的 1 万人飙升到了 2015

年的 30 多万人。这导致只有四位员

工的韩国驻萨格勒布大使馆成为欧

洲最繁忙的使馆。

今年，有三部韩国作品在克罗

地亚拍摄，包括一个旅游节目，其

中有两位“韩国小姐”获奖者在航

行中介绍克罗地亚的传统、美食和

高端酒店。

除了韩国电视剧之外，克罗地

亚也一直是奇幻大剧《权力的游戏》

和第八版《星球大战》电影的拍摄

场景之一，这两部作品均在风景如

画的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取景。然而，

游客群可能是导致城市毁灭的元凶，

据彭博资讯报道，“由于拍电影需

要住宿和场地，导致游客们大肆侵

袭基础设施和当地的酒店业。”尽

管对住房的需求极大，然而鉴于杜

布罗夫尼克旧城位列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之中，因此新

建建筑需要符合严格的标准。

2016 年，克罗地亚在 11 个月

内接待了 1660 万名游客，其中大部

分来自于德国、斯洛文尼亚、英国、

波兰和奥地利。

88%
在 房 地 产 各 类 细 分 市 场 中，

2016 年新建面积的增幅均颇为显

著，只有布加勒斯特郊区的办公物

业面积除外，主要是因为此细分市

场在 2015 年经历了创纪录的增长。

就工业和物流业而言，2016

年 是 当 地 房 地 产 市 场 有 史 以 来

最 繁 荣 的 一 年， 交 付 面 积 约 达

380,000 平方米，主要是消费增加、

市场对工业部门提出了更高的需

求，一个新的“交钥匙”的投资

浪潮应运而生，标志着投资者对

市场前景的信心重燃。

2016 年罗马尼亚房地产行业新建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 14 

2016 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零售、办公和物流的新建面积达到

956,000 平方米，较 2015 年上涨 88%，是 2008 年以来当地房地产市场

最繁荣的一年。

根据对各类房地产行业的分析，

首都布加勒斯特及周边的新建面积

约占全部新建面积的 6%。

在布加勒斯特的办公物业方面，

与 2015 年相比，新建面积迎来了

最大增幅，即 240%，目前累计面

积约达 290,000 平方米。

物流和工业部门今年交付的面

积为 370,000 平方米，是过去五年

(2011 年 -2015 年 ) 交付面积的总和，

此增长态势将延续到 2017 年。

2008 年 至 2015 年， 布 加 勒

斯特的累计开发面积仅为 90,000

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一个欧洲的首

都城市来说简直微不足道。然而，

2016 年布加勒斯特的开发面积近

190,000 平方米，占物流业和工业

面积的一半。2017 年，物流市场

仍将保持 2016 年的发展态势，预

计交付面积与 2016 年持平，投资

者主要聚焦布加勒斯特、克卢日纳

波卡和蒂米什瓦拉这几个城市，其

次是锡比乌市和布拉索夫市。

虽然 2016 年零售业的增幅与

鼎盛时期相比差距巨大，但仍取得

了重要进展，交付面积为 237,000

平方米，较 2015 年上涨 40%。

斯洛文尼亚  在卢布尔雅那鸟瞰图上的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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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9 日，欧洲议会保加利

亚议员蒙奇尔 · 涅科夫 (Momchil Nekov) 在

英国旅游管理局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声明，30

种保加利亚产品将申请欧盟计划下的地理标

志保护，这是倡导本土原汁原味活动项目之一。

活动发起人蒙奇尔 · 涅科夫表示，由于

正宗保加利亚产品的产量缩减，因此，欧盟

将授予此类产品原产地保护 (PDO) 标识和

地理标志保护 (PGI )标识，保护它们免遭竞争，

从而维护它们的声誉。

根据欧盟的促销计划，此类产品将在

保加利亚 30 种保加利亚产品

将申请欧盟质量标识 16

欧盟等地销售。蒙奇尔 · 涅科夫介绍，2017

年经济补助资金将增加至 13,300 万欧元，

其 中 1200 万 欧 元 将 用 于 PGI/PDO 产 品。

到 2020 年，经济补助资金的总额将达到 2

亿欧元。

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保加利亚产品包括

斯米良豆 (Smilyan beans) 和埃琳娜干腌火腿

(Elena dry-cured ham)，等等。 

30
保加利亚 瓦尔纳 圣母升天大教堂

总统府国会大厦 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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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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中国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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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国工商银行 ( 欧洲 )

有限公司华沙分行 (下称工行华沙

分行 ) 负责人带队，利用周末时间

走访当地知名的快乐儿童基金会，

真情慰问其开办的两家福利院，送

去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祝福，受到慈

善机构的高度表扬，社会反应良好。

快乐儿童基金会是一家完全由

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

有困难的儿童，努力使其像正常孩

子一样成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已创办 12 家福利社。在走访

慰问的过程中，工行华沙分行带来精心

准备的节日礼物，组织中波儿童开展装

扮圣诞树、绘制图画、品尝节日美食等

一系列欢乐融融、精彩纷呈的活动，受

到福利院孩子们的热烈欢迎，纷纷以自

己稚嫩、质朴的方式表达真诚谢意，活

动取得空前成功。基金会代表还专门发

来感谢信，并希望将来开展更多合作。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走访慰问

的过程中，工行华沙分行一行与慈善机

构深入交流，深情互动，在送温暖、献

爱心的同时，也被福利院儿童的坚强乐

观态度所感动，为基金会老师的无私奉

献精神所打动，深受鼓舞，大受启发，

更加坚定了投身慈善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工行华沙分行负责人在交流时由衷表示，

本次探访仅是一个开始，以后将继续身

体力行，密切关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

尽己所能，帮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真情探访慈善机构，积极促进文化融合
—中国工商银行 ( 欧洲 ) 有限公司华沙分行

工行华沙分行积极投身慈善事

业，坚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行

内外反响热烈，从三个方面极大地

促进了工行的文化融合进程。一方

面，强化分行内部中波员工的融合。

在本次活动中，中波员工齐心协力，

运筹策划，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了

解，尤其是波方员工更加深刻体会

到工行企业文化的精髓，提高对中

资企业的认知度和自豪感，有助于

打造 ONE ICBC 的企业文化。第

二方面，促进华沙分行和走出来中

资企业的融合，此次活动在波兰中

资企业也积极参与，贸促会驻波兰

代表也全程出席。工商银行作为联

结中国和波兰经贸往来的桥梁作用

在融合在波走出来企业过程中得到

完满展示。第三方面，增强工行和

波兰社会的外部融合。工行华沙分

行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得到各

界的广泛认可，树立起良好的企业

形象，促进了自身与当地社会的有

效融合。与此同时，本次活动也得

到贸促会驻波兰代表的大力支持和

共同参与，献计献策，尽心尽力，

进一步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也深化了与中资企业的融合。

工行华沙分行一直以来十分关

注波兰当地的慈善事业发展，以实

际行动回馈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展示了工行国际大行风范，同

时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扶弱助

贫的传统美德，增进了中波两国人

民的友谊，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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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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1886 年 1 月 18 日

出生地 :罗马尼亚湖西市 (Husi)

去世日期 :1933 年 5 月 22 日

去世地 :罗马尼亚雅西市 (Iasi)

国籍 :罗马尼亚

老师 :	Gheorghe Popovici 和 Emanoil Bardasare

擅长领域 :油画、素描

流派 :后印象派

施特凡 · 迪米特雷斯库是罗马尼亚后印象派画家和壁画绘图师。

如姜建清董事长在发刊词中所说，中东欧国家的艺术有较高造诣，但对于

很多中国人而言，中东欧的艺术家和作品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中东欧视界》

计划介绍一些中东欧艺术家，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中东欧国家的艺术水平。本

期介绍一位罗马尼亚的艺术家。

Ştefan Dimitrescu
施特凡 ·迪米特雷斯库 17

他出生在罗马尼亚湖西市 18 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家乡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

1902 年，他追随心中对音乐的热爱而前往雅西 19 市，在雅西音乐学院修习大提

琴课。

1903 夏天，迪米特雷斯库进入了位于雅西市的国立美术学院学习，与

Nicolae Tonitza 同班。毕业后，他在埃迦斯和阿萨奥 ( 在罗马尼亚西部的巴克乌

县 ) 的东正教教堂里画壁画。1912 和 1913 之间，他在巴黎的大茅舍艺术学院 ( 现

隶属于夏邦地尔艺术学院，Academy Charpentier ) 学习，被印象派所吸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迪米特雷斯库进入罗马尼亚军队。他受这段经历的

影响颇深，开始绘画悲剧作品，记录战争带来的苦难。他和朋友 Tonitza 一样，

开始探索社会主题，比如排队购物和轰炸的影响。

1917， 他 与 画 家 Camil Ressu、Iosif Iser、Marius Bunescu 和 雕 塑 家

Dimitrie Paciurea、Cornel Medrea、Ion Jalea、Oscar Han 在雅西避难所共同创

办了罗马尼亚艺术协会。1926 年，他与 Oscar Han、Francisc Şirato 和 Nicolae 

Tonitza 一起，建立了“四人组合”( 罗马尼亚语 :Grupul celor patru)。

1927 年，他在雅西的国立美术学院担任教师，从 1928 年起，他被任命为

校长，直至去世。在生命的最后，迪米特雷斯库的调色板采用了更多阴郁的色彩，

同时探索尝试背景细节模糊的作品，通常背景主要为一片白色。

他死于雅西市，安葬在 Eternitatea 公墓。

迪米特雷斯库的大部分作品灵感源自简朴的民间生活，特别是源于罗马尼

亚农民和矿工；作品描绘的是罗马尼亚的传统和本土生活方式，充分借鉴了拜

占庭艺术和保罗 · 塞尚的作品。

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有一个时期 (1926 至 1933) 受到了在多布罗加 20(Dobruja)

游历的启发。他既有身为壁画师的手艺，又有身为画家的艺术才能，被认为是最

有成就的综合型人才。

他有许多作品都在以下城市和博物馆展出 : 伯尔拉德 (Vasile Pârvan 博物馆 )、

布加勒斯特 ( 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和 Zambaccian 博物馆 )、克卢日纳波卡

( 克卢日艺术博物馆 )，以及在罗马尼亚以外 (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 ) 被

私人收藏。

艺术
成就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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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迪米特雷斯库的一幅铅笔画作品，表现了罗马尼亚乡村农民劳作的场景，

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显示出画家不凡的素描功底。

代表
作品

万花筒

1 http://www.srbija.gov.rs/vesti/vest.php?id=120170

2 http://www.vlada.si/en/prime_minister/news/a/prime_minister_miro_cerar_we_have_proven_we_can_advance_together_663/

3 http://newsnow.tasr.sk/economy/fico-we-managed-to-cross-another-threshold-in-reducing-unemployment/

4 http://www.vlada.mk/?q=node/12565&language=en-gb

5 http://www.mk.gov.lv/en/aktualitates/baltic-council-ministers-discusses-issue-security-foreign-policy-and-energy-policy

6 http://www.gov.me/en/News/168229/End-of-year-media-conference-of-PM-Dusko-Markovic.html

7  http://www.novinite.com/articles/177846/Time+for+Bulgaria+to+Join+Euro+Waiting+Room+-+C-Bank+Governor

8 http://www.srbija.gov.rs/vesti/vest.php?id=120178

9 http://dailynewshungary.com/interview-orban-hungary-island-stability/

10 http://www.launch.praguemonitor.com/2017/01/02/hn-new-dangerous-kind-populism-prevails-%C4%8Dr

11 http://www.fmprc.gov.cn/ce/cecz/chn/zjgx/t1231715.htm

12 http://www.sarajevotimes.com/?p=113518

13 注 :2016 年，波黑塞族共和国议会经过投票，赞成于 2017 年在塞族共和国境内对于“波黑的司法体系是否公正？”等问题进行公投，

多迪克宣布了这个决定。由于波黑塞族在波黑战争期间受到过迫害，战后向司法机构提出控诉，但无法得到公正得到对待，因此，

预计公投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将投“否”。这将使塞族共和国向独立的方向更进一步。多迪克自担任塞族共和国总统以来一直谋

求效仿科索沃，希望单方面宣布从波黑独立，并提出将于 2018 年就独立进行全民公投。

14 http://www.agerpres.ro/english/2016/12/28/2016-best-year-of-local-real-estate-market-since-2008-with-rd-one-million-sqm-

delivered-16-34-12

15 http://www.tol.org/client/article/26581-croatia-south-korea-tv-shows-tourism.html

16 http://www.bta.bg/en/c/NW/id/1483163

17 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5%9Etefan_Dimitrescu

18 位于罗马尼亚东部，靠近与摩尔多瓦的边境，盛产葡萄酒。

19 在湖西市西北方向约 90 公里，靠近与摩尔多瓦的边境。

20 多布罗加（罗马尼亚语 :Dobrogea，保加利亚语 :Добруджа）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的一个地区。目前多布罗加北部由罗马尼

亚统治，南部由保加利亚统治。多瑙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位于该区域。该地区曾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在 1913 年的第二

次巴尔干战争后被完全纳入罗马尼亚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多布罗加被划属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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