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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马其顿总理接受

《中东欧视界》的专访，就马其顿

经济表现、加入欧盟、基础设施建

设等话题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中东欧视界：“请您简单介绍一下，2017 年马其顿经济的表现
如何，以及您对 2018 年全年的预测如何？”

扎埃夫总理 : 去年，马其顿经

济显著改善。人均收入增长率首次达

到5.6％，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纺织、服装和皮革生产行业的薪酬

都有所增加。出现这些积极趋势的

原因是马其顿出台了设立最低月薪

的规定，目前为 12,000 马其顿代纳

尔，约合 240 美元。这证明马其顿

正在实现经济增长计划，这也是政府

《2017-2020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

马其顿的通货膨胀率低，财政稳定。

前几年，马其顿的商业环境有

所恶化，但目前政府致力于改善经济，

加强国内外企业的合作，特别是加

强自由技术 - 产业区的合作。这些自

法兰克福 天际线

2中东欧视界：“ 与其他 15 个中东欧国家相比，您认为马其顿具有怎样的优势？”

扎埃夫总理:马其顿的地理位置、

政府的经济增长计划以及对资本投

资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持续需求，使

得马其顿成为外国投资者与东南欧

乃至整个欧盟合作的门户。

马其顿是一个与欧盟市场完全

相连的国家，与欧盟有自由贸易协

议。我国毗邻欧盟国家，距离希腊

萨罗尼加港 (Thessaloniki) 较近，拥

有良好的气候，这都是国内外投资

者经常提到的优势。马其顿还拥有

高素质的劳动力，加之生活成本较低，

因此对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他们在

欧洲的中心 ( 此处指马其顿 ) 可以找

到高素质的员工，因此可以降低生

产成本。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吸引更

多的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马其顿人的英语水平很高，外

国投资者可以轻松地与当地同行沟

通，建立企业和组织文化。这在 IT

行业尤为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美

国以及亚洲的公司都对马其顿的 IT

行业越来越感兴趣。

此外，政府已经制定了 2018 年

经济增长的详细计划，这为马其顿

超越其他中东欧国家创造了新的条

件。政府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的支持，

可以达到投资额的 46％。

首先，我们匹配投资者的需求。

如果他们增加产量，并使用马其顿

的原材料、副产品和大宗商品，那

么马其顿政府将为该公司的雇员薪

酬提供补贴。除了政府对公司提供

财务支持外，我们还积极支持企业

建立研发中心，增加公司人员的专

业知识。

今年，我们还对企业在购买新

机器、设备、土地或建筑方面的资

本投资提供 10％的支持。由于马其

顿与欧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

此来马其顿的投资者实际上可以进

入欧盟 5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马其顿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

机会。政府重点关注资本投资，特

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建设 800 公里的沥青公路，连

接国内的城市，并改善马其顿与周

边国家的交通联系。

考虑到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

快速发展和技术实力，我们认为中

国投资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大的潜力。

基础设施建设是马其顿

政府工作的重点 1

—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专访

由技术 - 产业区是特殊的地区，适

用专门的技术 - 产业区法律，免征

一般税收，不受一般海关规定的约

束。我们设立这些区域旨在创造条

件，鼓励企业采用现代技术、参照

最高环境标准，利用资源，并获得

经济利益。这些区域内的投资者免

交 10 年的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免

除设备和机器的海关通关费用。此外，

还可以免费接入燃气、排水和供水

网络。

马其顿政府积极鼓励就业，为

私营部门创造条件，新雇用大约

16,000 人。月薪的上涨会鼓励企业

提高生产力、覆盖基本开支。

由于马其顿自 2015 年初以来

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危机，因此 2017

年的 GDP 增长率仅为 1.2％。然而，

马其顿经济和政治体系一样，都在恢

复中。惠誉国际评级将马其顿的信

用评级提高至 BB 级，前景乐观。我

们将目前的复苏过程看作是吸引新

投资、与新合作伙伴建立信任的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重要

的合作伙伴。

2018 年的指标已经表明，马其

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 月份

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7.9％，

其中德国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此外，

商业环境也比去年进一步改善，工

业生产 ( 如矿产、机器设备以及电子

设备 ) 增长了 8.4％。我国财政部估

计 2018 年 GDP 增长率为 3.2％，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

测一致。

今年欧洲经济将增长约 2.1％，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马其顿所

有的主要出口伙伴都将实现增长，包

括德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科

索沃和希腊，这将为马其顿经济增

长带来更大的动力。最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新政府执政

给马其顿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我

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努力改善国

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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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视界：“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 合作”机制发展顺利。您如何看待未来中
东欧 16 国在这一机制下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哪些挑战、机遇和威胁？”

中东欧视界：“近几个月来，欧盟官员越来越多地提到包括马其顿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
的问题。您预计马其顿何时能加入欧盟？在您看来，阻碍马其顿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扎埃夫总理:去年，我参加了在

布达佩斯举行的“16+1”领导人峰

会，并有幸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

我们已经开始在“16+1 合作”的框

架内就三个最优先的基础设施项目

开始融资谈判。我们已经提供了投

资于道路基础设施的计划，还希望

解决道路维护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

马其顿政府有意支持建设 600 公里

高速公路、550 公里区域性道路和

1000 公里的地方道路。

扎埃夫总理 :	2018 年是马其顿

的关键一年。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与

欧盟正式开始入盟谈判。主要的障碍

是我们与邻国希腊的双边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希望达成妥协，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最近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16+1

合作”机制为马其顿探讨如何与中

国合作提供了机会。马其顿是一个

小国，但通过“16+1 合作”机制下

的“互联互通”项目，我们可以在

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有

一句谚语与“16+1 合作”机制有相

通之处：“如果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

如果想走得远，就一起走。”“16+1

合作”机制为马其顿进一步加强其

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发展基础

的信号是积极的，希腊也愿意看到

马其顿向前迈进，成为本地区更可

靠的经济伙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

者。马其顿政府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

需要得到所有朋友的支持。

6中东欧视界 :“您对中国 - 中东欧基金有怎样的期望？”

扎埃夫总理:马其顿正在寻找机

会，大幅度改善投资环境并解决发展

中最紧迫的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希

望中国 - 中东欧基金能为马其顿的项

目提供资金。我们已经就一些投资

项目进行了交流，我希望能取得丰

硕的成果。中东欧基金确实可以为

马其顿改善经济前景做出贡献。基

金的优势还体现在它能把中东欧地

区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我希望

基金可以成为交流信息的中介，激

励中马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找到

并落实互惠互利的项目。

与此同时，马其顿正在开展一项

名为“3-6-9”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在民主和法治领域实行改革，强化政

治制度并建立稳定的体制框架。

5中东欧视界：“请问马其顿希望与中国在哪些产业开展合作？”

扎埃夫总理:中国是马其顿的朋

友，两国的双边关系格外好，这使我

对我们今后的合作充满信心。我们

与李克强总理一起，研究了 10 号走

廊的区域项目——将雅典港和布达

佩斯通过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讨论

了如何尽快推进该项目。此外，我

们还讨论了潜在的 8 号走廊铁路项

目，它将连接保加利亚、马其顿和

阿尔巴尼亚，提供从黑海和伊斯坦

布尔到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的基础

设施走廊。李克强总理表示，这个

项目将使马其顿成为本地区的交通

枢纽。我们一致认为，促进基础设

施投资是马其顿发展的重点。8 号走

廊与 10 号走廊项目一起，将使马其

顿成为巴尔干地区与欧洲其他国家

连接起来的重要中转站。

我们希望在“16+1合作”框架下，

马其顿的贸易能得到促进。我希望

中国公司根据自由贸易原则，提高

马其顿对中国的出口。马其顿政府

将启动三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融

资工作，总价值 100 亿美元。

此外，马其顿还将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主要 IT 公司的合作。我曾与

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会面，分享了

关于创新智能解决方案的想法，可

以在关于智能国家的新概念中实施。

我们还致力于促进国内各地区

的平衡发展。我们将把污水处理系

统的覆盖面从 18％提高到 40％。这

将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另一个投资

领域。

最后，马其顿政府正在制定一

项长期的空中交通战略，鼓励投资

项目，如在斯科普里和奥赫里德机

场之间建立快速交通通道，设立马

其顿国家航空公司，为医疗、警察

和医疗机构建设或改装七个直升机

停机坪，以及四个在特定情况下停

靠水上飞机的区域。

设施并最终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提

供了一个平台。在 16 个国家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可以为来自中国的投

资者提供平台，改善人员、商品和

服务的流动性，交流经验，并利用

中国伙伴的专业能力。同时，我们

希望使中东欧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

目的地，让中国游客在轻松旅行的

同时更好地了解欧洲的这一区域。

奥赫里德 Jovan Kaneo 教堂 马其顿

马夫罗沃国家公园 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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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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4 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三国总理及塞尔维亚总统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峰会，

讨论在交通和电信行业加强合作。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我

们希望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给予塞尔维亚更大的支持，我们希望成为下一个加入欧盟的

国家。”在此次峰会期间，四国着重讨论了在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4月13日，波兰国家统计局(GUS)宣布，波兰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1.3％，

比上月的年增长率放缓 0.1 个百分点。

通胀放缓将坚定波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鸽派立场。尽管有人预测经济中的需求压力和劳动

力成本上升将推动通货膨胀率接近 2.5％这一利率设定者的红线，但目前波兰通货膨胀率的实

际增幅在降低。自 2018 年 1 月以来，通货膨胀率增幅已经连续三个月放缓。

波兰的利率在过去三年内已经下降到历史新低 1.5％。波兰央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

席亚当·格拉品斯基 (Adam Glapinski) 本周早些时候说，如果波兰和欧盟目前的宏观经济状

况仍然维持不变，那么利率将维持两年不变。

3 月份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同比增长 3.7％；2 月份，同类产品的价格同比上涨 3.4％，

是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住房成本同比增长 2％，比 2 月份下降 0.1 个百分点。

相反，3 月份交通运输类服务价格下跌 1.9％，而 2 月份同比下跌 2％。3 月份服装和鞋

类产品价格同比下跌 3.7％，而 2 月份同比下降 4.2％。这是压低波兰 CPI 的主要商品和服务

门类。

塞尔维亚希望得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
腊的支持成为下一个加入欧盟的国家 2 2018 年年初波兰通货膨胀率下降 3

2018
04/25

2018
04/15

圣萨瓦大教堂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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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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或学界的角度，近距离了解中东欧

及其相关国家对本国、中国或本地区情

况有代表性的评论和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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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过去的记忆也足够

让她相信，无论爱沙尼亚和其他西

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在

某种程度上都不及 20 世纪 90 年

代初爱沙尼亚所面临的困境。

在金融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

回忆起，那时爱沙尼亚还没有被确

认是否可以加入北约和欧盟——两

大代表西方安全与繁荣的支柱；俄

罗斯军队仍然驻扎在爱沙尼亚的国

土上，直到 1994 年才撤离。

爱沙尼亚的国民收入和生活水

准不温不火，经济还难以从半个世

自 1991 年爱沙尼亚这个波罗的海小国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后，48 岁的柯斯迪·卡留莱德 (Kersti Kaljulaid) 系

该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

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
“当基于自由民主的世界团结在一起时，我们就可以面对未来”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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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苏联不当的管理中恢复过来。

距离如今的爱沙尼亚——赢得全世

界赞誉的数字经济先驱者——还有

相当远的路要走。

如果将所有这些当代的发展趋

势结合在一个实用的历史视角中的

话，卡留莱德总统表示：“不是所

有的一切都那么糟糕……不管你怎

么看，我们认为当基于自由民主的

世界团结在一起时，我们就可以面

对未来，我们也坚信一定会成功。” 

日前，爱沙尼亚总统在伦敦发

表讲话，表示将会驱逐俄罗斯在塔

林的安全官员，原因是在英国城市

索尔兹伯里的一名前俄罗斯双重间

谍遭到神经毒气袭击。在俄罗斯双

面间谍被毒害的问题上，爱沙尼亚

表现出与英国及其盟友的团结一致。

谈到西方国家与莫斯科的紧

张关系时，卡留莱德表示：如果你

观察一下欧盟的四周，特别是东部，

那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并且也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将恢复到以规则为导

向的世界秩序里。我们需要保持警

惕，防范风险。

“可靠的是，北约在过去 70

年里有良好的记录，能确保它的人

民和国家安全。”

自 2016 年 10 月卡留莱德当

选以来，相较其前任托马斯·亨德

里克·伊尔韦斯 (Toomas Hendrik 

Ilves) 总统对俄罗斯的直言不讳，

她较少公开批评俄罗斯。

但两年前，卡留莱德也坚定地

支持北约加强其在东侧驻军的决定，

包括在爱沙尼亚驻扎由英国领导的

一支多国战斗群。

她强调，爱沙尼亚不像一些北

约国家，它完全履行了国防费用占

GDP 比重达到 2% 的承诺。

同时，她还指出，爱沙尼亚

已经派遣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

役，爱沙尼亚不是北约防务的消耗

者，而是贡献者。

爱沙尼亚，这个只有 130 万

人口的小国，于 1918 年第一次宣

布独立，今年庆祝了其 100 周年

的国庆。然而这个新生的独立政权

在 1940 年被苏联合并，这段丧失

自由的经历可以解释北约的防务保

障对于爱沙尼亚的重要性，以及为

什么在谈到有争议的美国政策如特

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时，爱沙尼亚

总统卡留莱德非常谨慎。

卡留莱德指出，“从全球来看，

我们需要确保市场对外开放……如

果在自由贸易上加以限制，即使最

简单的经济学逻辑也表明这对经济

发展是不利的。”

然而，她补充道，一个国际化

的自由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用于提升国内社会服务的水

平，如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和教育

体系。“我们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

我们公平的教育体系。“

卡留莱德承认，鉴于爱沙尼

亚及意识形态类似的波罗的海国家

和北欧国家在欧盟中站在英国一边，

并且倾向于自由经济政策，因此英

国将于 2019 年 3 月份脱离欧盟的

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说英国脱欧只是一个挫折，

那么欧盟其他事态的发展仍然是积

极的。卡留莱德认为“法国就有很

大的希望，它通过放开劳动力市

场和其他改革来尝试实现目标。在

失去一些东西时，总会得到一些别

的。”

爱沙尼亚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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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将激励匈牙利政府

进一步推行现有政策，布达佩斯仍

将对欧洲一体化持批评、反对态度，

并寻求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它成员

国（包括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

伐克）对反欧盟行动的支持。匈牙

利和波兰将继续在与欧盟委员会的

争端中相互支持，两国都威胁称将

否决欧盟针对对方国提出的任何制

裁措施。此外，匈牙利将避免采取

任何加入欧元区的举措，并将继续

努力改善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

强劲势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这表

明欧洲怀疑论者和反移民政党在欧

盟成员国仍然可以赢得选举并加剧

欧盟内部的分歧。持有相同政治观

点的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政党

和德国另类选择政党，都对大选结

果表示了祝贺。但是，匈牙利并非

大国，其对欧盟其他国家的政治影

响非常有限，在其他一些较大的欧

盟成员国中，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

者联盟的胜利对这些国家选民情绪

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随着匈牙利进一步推行现行政

策，其与西欧的合作伙伴以及欧盟

的主要决策机构的割裂将日益加深。

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进程可能会使欧

盟不再愿意继续向匈牙利提供必需

的欧盟基金。欧盟的下一个多年预

算将于 2021 年生效，欧盟委员会

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成员国已提出建

议，欧盟未来的资金流出须基于对

欧盟规则和原则的遵守。过去十五

3 月 7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打

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宣布将对从

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作为回应，北京方面于 4

月 1 日表示，将对从美国进口的价

值 30 亿美元的食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冷冻猪肉，葡萄

酒和部分水果。

除中美两国之外，新关税的实

施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有人

担心特朗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

税只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的序幕，后续还可能对其他国家产

品、包括对从欧盟在内的主要贸易

伙伴的进口产品采取同样措施。

4 月 8 日，在匈牙利举行的议

会选举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青

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获

胜，而欧洲怀疑主义思想也正以相

同态势在匈牙利国内继续蔓延。目

前绝大部分选票都已统计完毕，青

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极有可能锁定匈

牙利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自

2010 年上任以来，青年民主主义

者联盟主席、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维

克托 (Orban Viktor) 一直秉持着明

确的执政方针：他的党派对欧盟一

体化进程表示不满，坚决捍卫反移

民立场，并在银行业、媒体和司法

部门等领域引入了一系列有争议的

措施。在周日的多党选举中，青年

民主主义者联盟获得超过 48％的

选票，这一压倒性的胜利也从侧面

证实了选民对于这些举措的赞成。

有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目前正在酝酿中的全球贸易战扩展到欧洲，欧盟东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将会遭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智库：民族主义者在匈牙利
选举中大获全胜 5

贸易战将影响中东欧国家出口 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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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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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来自欧盟的资金支持对匈牙

利经济的强劲增长可以说至关重要。

如果欧盟决定以合作不足为由，切

断欧盟结构基金和农业基金对匈牙

利的资助，将很有可能对匈牙利经

济产生影响。

匈牙利国内市场已经适应了青

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挑衅式的执政风

格，但当政府管控方面扩大至政治

和经济时，则极有可能影响匈牙利

获得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而这恰好

是匈牙利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支柱。

此外，匈牙利人口老龄化、低出生

率和高移民出境率都会导致劳动力

规模缩小，继而给本国的养老和医

疗保险体系带来额外的压力。

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可能会加

剧匈牙利境内的社会紧张局势，特

别是对于罗姆人等少数民族，这些

人口约占匈牙利总人口的 3％。对

于拥有少数匈牙利裔居民的邻国，

如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

情绪的增长也会增加匈牙利与这些

国家的摩擦。最后还要指出，尽管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有诸多理由来

庆祝其政策和方针得到广泛认可，

但他们也必须意识到，他们同时也

正在为自己的成功设置潜在的障碍。

编者注：本文来自于美国一家

智库：战略预测公司 (Stratfor)，其

创立者是乔治·弗里德曼 (George 

Friedman)。 

据咨询公司 Wood Mackenzie

估计，如果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进一

步升级，未来四年全球经济增速可

能会从 2.9％放缓至 2.2％。

Wood Mackenzie 首席经济学

家乔纳森·布彻 (Jonathan Butcher)

在 3 月 28 日表示，“目前主要担

心的是贸易战双方的报复和升级，”

并详细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可能征收

新关税的其他领域，“这种风险本

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我们目

前正处于全球经济强劲增长时期，

各国市场情绪在保持经济增长势头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贸易战的威胁

可能会打击市场人气，减缓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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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和商业投资。”

布彻也提到了积极的一面：将

贸易的发展视为“外部风险”。“但

即便如此，如果贸易战真的发生的

话 ...... 任何一方都不会是赢家。”

他补充道。

关注中东欧地区的分析人士警

告称，即使欧洲目前尚未卷入此次

贸易战，但风险仍然存在。

裕 信 银 行 (Unicredit Bank) 中

东欧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丹·布斯卡

(Dan Bucsa) 警告称，目前全球经

济增长周期已经过了顶峰期，未来

布加勒斯特市现代交通夜桥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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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经济增速预计会逐渐放缓，但

对中东欧国家而言最大的风险还是

来自贸易战。

布斯卡在 3 月 29 日罗马尼亚首

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东南欧房地产

论坛上表示：“在特朗普对进口关

税进行干预之前，全球贸易增长就

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但对

目前全球经济而言，新的关税政策

仍可能对其产生最具破坏性的影响。”

布斯卡强调：“当前最主要的

风险还是贸易战，特朗普正试图通

过此次冒险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减

少美国与各国的贸易逆差。目前针

对中国、韩国，接下来可能会是日本，

然后就可能轮到我们了。”

分析人士预计，在某个时刻欧

元区国家将与美国发生贸易战，因

为目前欧元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

大。布斯卡预计除德国外，受影响

最严重的将是中东欧国家。

“[ 该地区 ] 的某些国家是全

世界范围内最开放的国家，比如捷

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即便是

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塞尔维亚、罗马

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也比巴西、印

度或印度尼西亚等其他新兴市场更

为开放。所以贸易战一旦打响，我

们势必会受到影响。”布斯卡说。

此外，他还补充道，该问题

的严重程度很难衡量。“因为迄

今为止没有人能预测准特朗普的想

法，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就此进行

尝试。”

来自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

(wiiw) 的经济学家也就贸易战给中

东欧地区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

该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全

球贸易战的爆发与极度宽松货币政

策的终结、金融市场泡沫破裂的潜

在可能性并列成为该地区未来所面

临的三大全球性风险。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 (wiiw)

的 经 济 学 家 理 查 德· 格 里 文 森

(Richard Grieveson) 在 3 月 13 日

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潜在

的贸易战在过去几天已演变为确实

存在的威胁。如果关税的征收仅针

对金属和钢材，那么其所产生的影

响即使是负面的，也还不至于太过

严重。一旦扩大为全方位的贸易战，

那对于欧洲尤其是我们 ( 中东欧 )

地区而言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就土耳其的出口可

能成为美国当局的目标，安卡拉已

经暗示将采取反击措施。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的经济顾问 3 月 6

日表示，若美国对从土耳其进口的

钢铁征收关税，那土耳其也将提高

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关税。

国际贸易战争的威胁正出现在

中东欧国家蓬勃发展之际。得益于

全球经济增长，去年是该地区十年

来首次出现所有经济体全部正增长。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 (wiiw) 预计，

只要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继续保持扩

张，中东欧地区也将继续保持良好

的上升势头。

如果上市成功，OSHEE将成

为阿尔巴尼亚首家大型国有公司股

票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阿尔巴

尼亚证券交易所于 2月底成立并作

为该国第一家私营证券交易所开展

业务。当时，只有三家银行在交易

所挂牌，其中两家拥有阿尔巴尼亚

国有资本投资。

拉马在2030国家能源战略发布

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启动了 IPO，

希望能为阿尔巴尼亚公民提供投资

机会，让他们在今年年底之前有机会

成为国有输电公司的股东。”

	 拉马还表示：“我们的目

标是让公民作为股东大量参与，这

样公司和公民都会受益。”同时阿

尔巴尼亚总理还提到，有必要把

OSHEE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拉马声称，几年前，能源部

门一直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特别

是OSHEE 公司，几乎成了国家

经济的主要威胁。2013 年，由他

执政的第一届政府上台，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措施，使得OSHEE 发

生了巨大变化，并成了一家有盈利

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于 3 月 26 日发表政府声明 : 阿尔巴尼亚政府计划在 2018 年年底前将国有输电公

司 OSHEE 上市交易。

阿尔巴尼亚将在 2018 年内使国有输电公司上市交易 7

能力的公司，政府就此做出的贡献

应得到肯定。

	 拉马回忆道：“过去，为

了维持配电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向消

费者供应电力，国家需要每年拨付

1.5 亿欧元作为补贴，以弥补大量

的电力盗窃和电网损耗。”

	 目前阿尔巴尼亚国内供电

损耗率已经从 50％下降到 10％。	

2014 年，阿尔巴尼亚举行了一场

强硬的反窃电行动，对偷电的嫌疑

人判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根据进一步发展能源领域的

一系列计划，阿尔巴尼亚还将在

2025 年前全面放开其电力行业。

拉马表示，政府坚信自由化将“使

电力领域各行业都有出色的改进”。

拉马还指出，阿尔巴尼亚国内

能源市场与其所处地区和欧洲市场

的协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势

必会带来许多挑战，但这一切不可

或缺。”拉马说道。“为了加快全

面开放电力部门的进程，在我们的

战略文件中，充分考虑了我们的潜

力并就此规划了实施步骤，详细阐

述了如何通过确保充分竞争、高透

明度环境以及鼓励发展太阳能或风

能来推进国内市场的自由化。”	

阿尔巴尼亚的第一个交易所，

地拉那证券交易所 (TSE) 于 1996

年开业，但从未全面投入运营。最

初，它是作为阿尔巴尼亚中央银行

的一个部门来运营，后来成为一家

独立的股份公司。地拉那证券交易

所 (TSE) 并没有开展证券交易业

务。大家希望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

证券交易所最终能建立起一个运作

良好的市场。

2018
03/27

土耳其度假小镇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14

这些项目包括布德瓦 (Budva)

和蒂瓦特 (Tivat) 的绕行公路、维

瑞格 (Verige) 桥的修建、从巴尔

(Bar) 到塞尔维亚边境的铁路改造、

马特塞沃 (Matesevo) 和安德里耶

维察 (Andrijevica) 之间的巴尔 - 博

力亚尔 (Bar-Boljare) 高速公路部分，

以及蒂瓦特 (Tivat) 机场的扩建。

政府希望采用 PPP 模式进行

项目融资，以尽量减少其出资额。

出于战略考虑，最重要的项目

将是重新改造与塞尔维亚共享的巴

尔-弗洛博尼察(Bar-Vrbnica)铁路，

该项目预计投资 4000 万欧元。

黑山政府将 6 个交通工程列为重点工作 8

黑山国家投资委员会 (National Investment Commission) 于近日甄选出了 6 个总投资约为 7.9 亿欧元的项目，

作为他们在交通运输方面的首要任务，并表示其中一半项目将于明年启动。

2018
04/10

13

黑山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巴

尔 - 博力亚尔 (Bar-Boljare) 高速公

路将继续进行马特塞沃 (Matesevo)

和安德里耶维察 (Andrijevica) 之间

的工程，估计需投资 2.95 亿欧元。

亚得里亚 - 爱奥尼亚高速公路

即黑山沿亚得里亚海岸的高速公路

项目，将于明年和布德瓦 (Budva)

绕行公路同时启动。到目前为止，

已经提出了两个“一揽子项目”：

第一个是一条长达 7.7 公里的环形

交通枢纽和 5 公里长的通行道路，

总投资 1.4 亿欧元；第二个包括一

条 4.5 公里的环形公路和 1 公里的

通行道路，全长 5.5 公里，总投资

7620 万欧元，最早可能在三年内

启动。

与亚得里亚 - 爱奥尼亚高速公

路有关的另一个项目则直接关系到

科托尔湾交通问题的解决，这项工

程预计需要 1.24 亿欧元。

从普卢日内 (Pluzine) 到与波

黑接壤的过境点史切盘 . 波里耶

(Scepan Polje) 的主要道路的重建

项目预计需 7000 万欧元。

蒂瓦特机场的扩建项目预计需

要 5500 万欧元，项目完成后将显

著提高机场的运营能力。

2017 年，中东欧地区销售的

手机总数与 2016 年相比略有下

降，仅略高于 1 亿部，而智能手机

的出货量则小幅增长 2.3％，达到

7648 万部。

“价值增加的大部分——大约

10 亿美元——来自于复苏的俄罗

斯市场。”IDC 公司移动设备项目

总监西蒙·贝克 (Simon Baker) 说，

“近几个月来，由于有些中东欧国

家的货币与欧元挂钩，因此相对美

元有所升值，也贡献了其中一些增

长。”

根 据 经 济 学 人 智 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经

济数据，在俄罗斯，从以美元计价

来看，2017 年俄罗斯人购买手机

的支出与 2014 年基本持平，当年

年底卢布暴跌。目前，卢布兑美元

的汇率不到当时的三分之二。

IDC 公司的中东欧地区分析师

卢博米尔·迪米特洛夫 (Lubomir 

Dimitrov) 表示：“随着大多数消

费者转向使用第四代移动设备，他

们对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越

来越愿意支付更多。这有利于拥有

良好声誉的品牌，也有利于物有所

值的品牌，因此 120-150 美元价

格区间和 200-300 美元区间的产

中东欧国家智能手机市场增长迅速 9

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全球手机追踪季刊》数据显示，2017 年，中东欧、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智能手机

市场的价值同比增长 16.6％，达 175.1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以当地货币（欧元）计，同比增长 14.4％。

2018
04/09

品销量大幅增长。”这在整个中东

欧地区 2017 年的销售动态中表现

明显，入门级智能手机和非常高端

的安卓机型销量都表现不佳。

整个中东欧地区的 4G 智能手

机市场总体稳步增长，智能手机在

2017 年占手机市场的销量比例接

近 79％，而 2016 年还不到 60％。

消费者继续转向大屏幕手机，5.0-

5.5 英寸手机的销售额排名第一，

而 5.5-6.0 英寸手机排名第二。

三星广泛的产品组合帮助其

保持了在中东欧地区智能手机市场

的领先地位，但遭遇华为（包括其

荣誉品牌）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在

2013 年的高峰期，三星几乎占据

了中东欧智能手机市场一半的份额，

之后经历了一段下滑期，目前在缓

慢恢复中，其份额在 2017 年略微

上升至 35.5％。三星正在适应市

场，以折扣价销售去年的 Galaxy

产品。华为在 2017 年的表现优于

三星，其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上升近

6 个百分点，至 14.2％。华为正在

一些国家追赶三星；事实上，它已

经在捷克超过了三星，在塞尔维亚

也非常接近三星的地位。

另一个快速增长的品牌是小

米，尽管它只在少数几个关键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该品牌迅速上升，

在俄罗斯安卓手机市场上排名第三，

紧随华为之后，在波兰也表现出色。

由于收入水平较低，苹果公

司从未在中东欧市场拥有过像西欧

市场那样的地位。苹果智能手机在

西欧的的平均销售价格 (ASP) 几

乎是中东欧的两倍。即使推出了相

对较小屏幕的 iPhone SE 等便宜

机型，苹果在中东欧的市场份额目

前也仅仅刚超过 10％。尽管如此，

苹果在价值获取方面表现良好，在

2017 年获得了 27.7％的市场价值

（与 2016 年相比略有上升），尽

管市场份额只有 10.5％。

IDC 预计，2018 年中东欧智

能手机销售额将小幅增长，平均销

售价格也将上涨，但收入增幅将低

于 2017 年。

马穆拉岛 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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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捷克之后的国家依次是：

荷兰 (35％ )、斯洛伐克 (34％ )、英

国 (33％ )。欧盟的平均水平为 24％。

大部分在线销售的产品属于 IT

类别 (36.5％ )，其次是相机 (32.4％ )。

小家电类 (24.5％ ) 和消费类电子类

(21.6％ ) 是同比增幅最大的。捷克

技术产品的销售总额去年增长 5.8％

达 790 亿克朗。

与其他欧洲人不同，捷克人仍

然倾向于货到付款，而不喜欢银行

转账。根据这项研究，去年有三分

之一以上的捷克人选择了货到付款，

而 28% 的捷克人是在网上下单、在

实体店取货并付款。约 16％的顾客

用银行卡付款，只有 9％的顾客使

用银行转账。

捷克研究机构和商业联合会：
捷克网络销售额占比在欧洲排名第一 10

根据捷克研究机构 GfK 和捷

克商业与旅游联合会周二公布的数

据，捷克共和国在网络销售方面在

欧洲排名第一。研究表明，该国

43％以上的技术或非食品商品通

过在线方式销售。

2018
04/10

15

在欧洲，捷克的人均网络店铺

数量最多。2017 年，捷克网店的数

量比前一年增加了 3900 家，达到

40100 家。据专家介绍，这个数量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会进一步增长。

2017 年，捷克网店的零售额

首次超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10%。

根据电子商务协会和价格搜索引擎

Heuréka 网站提供的数据，捷克网

店的收入在 2017 年增长了 18％，

达到 1150 亿克朗。

另一方面，捷克人在过去两年

开始减少购买打折商品。经过长期

增长后，捷克人对打折食品和药物

的支出在消费总额中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6.9% 降至去年的 46％。

斯洛伐克私营通讯社 SITA 公

司表示，大多数公司离开了布拉迪

斯拉发地区，数据来源于 Bisnode

咨询公司关于斯洛伐克公司的报告。

这些公司离开斯洛伐克的原因

包括：其他国家提供更便捷的经商

条件、更可接受的立法、更低的税

收、更好的法院、更少的腐败、更

低的薪资成本和更高的产品需求。

关于期望的目的地

“从长远来看，匈牙利和捷克

共和国是斯洛伐克企业离开时最常

Mondi 是一家国际包装和造纸

集团，在四大洲的 31 个国家拥有

约 26,000 名员工。它服务于世界

各地的市场。Mondi 的主要生产厂

位于欧洲中部、俄罗斯和南非。

保加利亚最大的纸浆和造纸生

产商 Mondi Stamboliiski EAD 始建

于 60 多年前，当时工厂于 1952

年在斯坦博利斯基（Stamboliyski）

镇 的 玛 莉 查 (Maritsa) 河 畔 建 立。

2017 年，近 2500 家企业离开斯洛伐克 11

造纸企业 Mondi 将投资 6 亿欧元在保加利亚建立新厂 12

2017年，有2389家公司决定离开斯洛伐克，迁往国外。通常，这些公司会前往邻近的欧洲国家，包括：匈牙利(622

家公司 )、捷克 (514 家 ) 和保加利亚 (129 家公司 )。

国际包装和造纸集团 Mondi 集团计划投资 6 亿欧元在保加利亚新建一座工厂。保加利亚经济部副部长拉切扎尔·波

利索夫 (Lachezar Borisov) 和保加利亚投资局 (BIA) 执行董事斯塔门·亚内夫 (Stamen Yanev) 与 Mondi 集团的技术总监

克里斯蒂安·斯基里奇 (Christian Skilich) 会谈时确认了这一意向。

2018
04/18

“有些公司可能也会考虑这个因

素。”什捷潘诺娃说。离开布拉迪

斯拉发地区的企业数量最多 (1009

家 )，其次是尼特拉地区 (344 家 )。

最少的区域是普莱索夫 (Prešov)

和特兰钦 (Trenčín) 地区 ( 均为 94

家 )。据 Bisnode 公司所说，2017

年离开斯洛伐克的所有公司中有五

分之一活跃于批发和零售业 (506

家 )，专家、科学和技术活动 (435

家 ) 以及行政和支持活动 (412 家 )。

收入达 1.154 亿保加利亚列弗 ( 目

前约合 5800 万欧元 )，其中关联

方 收 入 为 6335 万 列 弗 (3235 万

欧元）。Mondi Stamboliyski EAD 

在 2015 年的利润为 3060 万列弗

(1562 万欧元 )。

迁往的目的地。”Bisnode 公司的

分析师佩特拉·什捷潘诺娃 (Petra 

Štěpánová) 说，“它们距离斯洛

伐克很近，而且匈牙利的税收特别

有利。那里的企业只支付 9％的所

得税，而在斯洛伐克，所得税率是

21％。在保加利亚，所得税率也

只有 10％，也是该国的优势。关

于捷克，最重要的是对于斯洛伐克

企业家不存在语言障碍。”

斯洛伐克企业迁出的前五个

主要国家，还包括罗马尼亚和波

兰——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

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制浆造纸业在

保加利亚成为独立的产业分支。

目前，该工厂是保加利亚技

术木材最大的用户，完全采用保加

利亚针叶木作为主要原材料。它自

2006 年以来由 Mondi 集团所有。

该公司最近一次公开发布财务

报表是在 2015 年。该公司在这一

年生产了 89,106 吨牛皮纸，销售

2018
04/16

布拉格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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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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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文尼亚商用车研发制造公司 TAM Europe 预计
2018 年实现收支平衡 13

捷克航空技术公司获中国民航批准可为中国的航空公司
提供航线维护服务 14

中资商用车研发制造公司 TAM Europe 继 2017 年大幅减少亏损后，有望在今年实现收支平衡，2016 年该公司

亏损近 400 万欧元。斯洛文尼亚汽车和卡车制造商 TAM 作为欧洲商用车行业中历史相当悠久的品牌于 2013 年被中

国恒天集团收购并更名为 TAM Europe，在新东家的管理下，该公司于去年实现营收 1500 万欧元，基本与前年持平。

捷克航空技术公司 Czech Airlines Technics 是捷克航空控股集团旗下提供飞机维修和保养服务的子公司，于

近日成为欧洲第一家成功通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CAAC) 认证并获批为中国航空公司提供航线维护服务的独立机构。

其公司员工可以在中国航空技术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对飞机后期维护后的适航性进行评估与核验。

公司董事长 Bryan Zhao( 编者

注：汉语姓名可能是“赵宇”) 向

斯洛文尼亚新闻社 (STA) 透露，公

司去年通过重组和削减成本，已大

幅减少亏损，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

态势，这家位于斯洛文尼亚马里博

尔市的公司有望在今年首次获得盈

利。

Bryan Zhao 表示，公司今年计

划出售 100 辆机场巴士，比去年增

加一倍，这将使 TAM Europe 成为

在这一细分领域内的世界领先企业。

如果该计划得以实现，预计年收入

捷克航空技术公司董事会主

席帕维尔·哈莱什 (Pavel Haleš)

表示：“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能

够获得整个航线维护服务的批准

证书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得益于

新证书，我们将在该细分市场中

拥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为员工

工作提供更多的保障性，最重要

的是，作为欧洲第一家获得该证

书的独立机构，公司的竞争力与

声望都将得到提升。”

将达到 2500 万欧元，年终利润将

达到 100 万欧元。

“目前已签订了 37 辆机场巴

士协议，是这几年来最好的开局。” 

Bryan Zhao 表示，并同时补充道，

TAM Europe 即将开始生产电动巴

士，该款巴士的最初目标客户主要

在中东市场。

据他介绍，仅依靠生产机场巴

士已无法实现额外增长，公司将通

过向欧洲和俄罗斯销售新电动巴士

来谋求提振。公司管理层也希望斯

洛文尼亚政府能够为该项目提供支

持，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启动。

TAM Europe 目前已有约 150

名雇员，还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工

人来生产电动巴士。

英国和爱尔兰被认为是潜在

的市场，此外 Bryan Zhao 还表示，

母公司方面已就今年部分业绩予以

保证，预计将会在中国出售约 20

辆电动巴士。

2018
04/09

2018
04/10

目前而言，该证书涵盖了由

中 国 东 方 航 空 总 体 运 营 的 空 客

A330、 波 音 767 和 波 音 777 机

型的维护服务。此种机型的飞机

维护服务有两种形式：定期进行

维护 ( 例如每天或每周 ) 或临时进

行。它包括对飞机进行彻底检查、

补充所有液体、完成小修、检查

飞机的各个部件，并评估飞机是

否已完全运转正常并已准备好飞

行。

查尔斯桥 捷克

整 个 认 证 准 备 历 时 一 年 半，

在此期间，我们根据中国法律起

草所需的相关文件，然后提交给

中 方， 并 严 格 按 程 序 进 行 审 批。

布拉格的人员也审查了所有的飞

机维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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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汽车配件公司 Mei Ta 在塞尔维亚开始兴建第二家工厂 15

4 月 4 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市长西尼萨·马立 (Sinisa Mali) 表示，中资汽车配件公司 Mei Ta 已开

始在贝尔格莱德兴建第二家工厂。

马立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

示，该工厂占地面积为 5 万平米，

将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内完工，Mei 

Ta 公司计划投资 9000 万欧元 ( 约

合 1.108 亿美元 )。

马立还表示，新工厂位于距

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心西南 30 公里

处的奥布雷诺瓦茨小镇附近，预

计将带来 1100 个工作岗位。

Mei Ta 公司在塞尔维亚的财

务总监 Daniel Cheng 则表示，该

公司对塞尔维亚两家工厂的建设

总投资约为 2 亿欧元。

Mei Ta 公司主要生产汽车零

部件、发动机零部件和普通工业

零部件，目前在法国、斯洛伐克、

中国和印度设有多个生产基地。

( 文中汇率按 1 美元 =0.8126

欧元换算 )

2018
04/04

二八纵览

“二八纵览”展示中东欧地区基本知识，

为读者提供了解中东欧地区信息的基

础知识。

中东欧 16 国之“最”——月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的国家

中东欧 16 国中，哪个国家的月平均工资最高、哪个国家最低？这 16 国整体情况如何？

根据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 (wiiw) 于 2017 年底发布的《2017 年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数据手册》，2016 年，

中东欧 16 国中月平均工资最高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为 1585 欧元，遥遥领先于其他 15 个国家，属于“第一

梯队”；排在其后的是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和捷克，分别是 1146 欧元、1029 欧元和 1020 欧元，均在 1000

欧元以上，属于“第二梯队”；之后是波兰、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和黑山，均在 750 欧元以

上，属于“第三梯队”；之后是波黑、罗马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属于“第四梯队”，

其中，月平均工资最低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为 334 欧元。

布莱德湖 斯洛文尼亚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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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大鳄索罗斯早年在匈牙利的经历 16

简介 简介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是世界知名的货币投机者、股票投

资人，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董

事长、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他曾

因在 1992 年让英格兰银行被迫退

出欧洲外汇机制并且让英镑贬值而

被称为“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

也曾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

被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指责

故意制造了这场危机，因此称索罗

斯为“金融大鳄”并不为过。

不过，你是否知道，索罗斯是

匈牙利裔犹太人，小时候曾经在匈

牙利生活，有着特别的经历？

1930 年 8 月 12 日， 索 罗 斯

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真名为

乔治·施瓦茨（György Schwartz，

其中 György 是他的名，Schwartz

是他的姓，按照匈牙利人姓在名

前 的 习 惯， 他 的 真 名 应 该 写 为

Schwartz György。下文为了读者

理解方便，仍然将姓名顺序写为“名

在姓前”。）。他的父亲名叫提

瓦达·施瓦茨 (Tivadar Schwartz)，

是一名律师、世界语爱好者，母

亲叫伊丽莎白·苏克丝 (Erzsébet 

Szűcs)，是一名犹太丝绸商人的女

儿。乔治·施瓦茨在家中排行第二，

有一个比他大 4 岁的哥哥，名叫保

罗·施瓦茨 (Pal Schwartz)。

从他们的姓来看，他们肯定不

是马扎尔人；实际上，他们是德意

志化的犹太人。然而，在当时纳粹

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宣传攻势下，施

瓦茨一家人、特别是母亲伊丽莎白

对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非常忌讳，

他们也从不参加犹太人的宗教活动。

因此，乔治·施瓦茨 ( 也就是后来

的索罗斯 ) 成长在一个有名无实的

犹太人家庭。当反犹太浪潮在匈牙

利高涨的时候，1936 年，也就是

索罗斯六岁时，父亲提瓦达·施

瓦茨买通了匈牙利的政府官员，将

全家人的姓改为 “Soros”，名字

则改为基督教的写法，摆脱了自

己唯一的犹太人印记。“Soros”

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指定的继

承人”，在世界语中的意思是“将

要腾飞”20。于是，乔治·施瓦茨

(György Schwartz) 的名字变为了

George Soros（乔治·索罗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乔

治·索罗斯的父亲是一名世界语作

家，他自乔治出生后就与他讲世界

语，希望让他以世界语为母语。世

界语 (Esperanto，该名称的本意

是“希望着”) 是一种人造语言，

发明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怀有用它

促进世界和平、帮助世界各地的人

民了解他国文化的目的。这也是他

将全家人的姓改为世界语的一个原

因。可见，索罗斯的父亲赞成世界

大同与和平，这对索罗斯肯定有一

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实，索罗斯受父亲的影响不

仅仅局限于姓名，还有父亲一段独

特的人生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时 (1914 年 )，索罗斯的父亲

受到当时奥匈帝国政府的蛊惑，抱

着参战和冒险的幻想自愿加入了奥

匈帝国的军队。与其说他是因为强

( 图片说明：乔治·索罗斯的父亲

提瓦达·施瓦茨 17 )

( 图片说明：索罗斯的父亲和母亲 18 )

( 图片说明：索罗斯一家在距离布达佩斯约 17 公里的北部多瑙河上的一个

小岛（Lupa Island）上曾经拥有度假别墅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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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视界每月一期，目前已出至第十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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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纵览

万花筒 

烈的爱国心参军，还不如说他是渴

望冒险。

后来，提瓦达所在的军队在俄

国遭受了阻击，他和战友被俄军俘

虏后，被送到了远在西伯利亚的战

俘营。为了离开战俘营、回到家乡，

提瓦达秘密联合了战俘中的几十个

人，偷偷了解周围的地理情况、守

卫的工作规律、暗中准备逃跑需要

的食物和工具。终于，在他的严密

组织和精心策划下，这些战俘在一

个深夜集体溜出了战俘营，跑到了

一条河边，就地取材造了一个大木

筏，而后顺流而下，漂流了好几百

公里而后上岸，在饥寒交迫的情况

下徒步行走了好几个月，终于回到

了家乡。然而，回到家乡后，提瓦

达惊讶地发现，那些没有逃跑的战

俘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比他们这

些逃跑的人先一步回到了家乡，原

因是就在他们逃亡的这段时间，俄

国沙皇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苏维

埃政府释放了一战的战俘。这让提

瓦达感觉自己被命运戏弄了 21。从

此，提瓦达感叹命运无常，开始变

得懒惰、得过且过，注重享受生

活。但是，他仍然非常重视对孩子

的教育，而且经常向乔治·索罗斯

讲述自己在俄国的经历，有些时候

是在自家的游泳池里。幼年的索罗

斯也许不会有太多感触，但是随着

后来人生阅历的增加，父亲的故事

很可能对塑造他的思想发挥了作用。

索罗斯曾经说：“我成长过程中曾

无数次听父亲讲他在俄罗斯的经历，

那种感觉很强烈。当我第一次抵达

俄罗斯进行投资和慈善活动时，我

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内心感觉

很平静。”22 

到了 1944 年，纳粹德国占领

了匈牙利，开始迫害犹太人，占领

的时间为 11 个月。正是因为他的

父亲提瓦达成功地掩盖了全家的犹

太人身份，索罗斯才躲过了这一劫。

从 1944 年 到 1945 年 大 约 11 个

月，索罗斯本人在当时纳粹政府的

压力下，做了一些强制没收犹太人

财产的辅助工作，比如给犹太人

发送通知单等 23。索罗斯曾经接受

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

钟》节目采访，记者专门询问他对

于这一段时间的记忆，他说：“我

那时 14 岁，我觉得自己的个性就

是在那时塑造的，我学会了预测事

件的结果……作为一个孩子，当时

我看不出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

后果……也许我会像其他犹太人一

样 ( 被没收财产、关押到集中营 )，

但是，就像我们在金融市场中看到

的情景一样，假如我不像其他犹太

人那样被关押起来、逃过了一劫，

也会有别人逃过这一劫……不是我

抢走了他们的财产，因此我没有负

罪感……”24 可见，索罗斯少年时

期在匈牙利的经历对他产生了不可

忽视的影响。

1947年，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

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而后

去了美国、加入了美国籍。之后就

只是偶尔回到匈牙利了。

简介

23



标题为《中东欧视界》编者所加。

https://www.b92.net/eng/news/politics.php?yyyy=2018&mm=04&dd=25&nav_id=104011

http://www.intellinews.com/polish-inflation-slowdown-confirmed-as-cpi-expands-just-1-3-y-y-in-march-139951/?source=poland

https://www.ft.com/content/81dad840-3336-11e8-ac48-10c6fdc22f03?desktop=true

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hungary-elections-big-win-nationalists-Orban-Fidesz-Euroskeptic

http://www.intellinews.com/global-trade-war-to-hammer-eastern-eu-members-139273/?source=baltic-states&inf_contact_key=b6b27ae7106

9cd2327db6d70c6d670ec1cf406935338916b3d0cc90a1a1901e2

http://www.intellinews.com/albania-plans-to-float-state-owned-power-distributor-by-end-year-138918/?source=albania

https://www.cdm.me/english/eur-790-mil-for-urgent-road-rail-construction/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EMA43726518

http://www.czech.cz/en/Business/Czech-Republic-takes-top-spot-in-Europe-in-interne

https://spectator.sme.sk/c/20806572/last-year-nearly-2500-companies-relocated-from-slovakia.html

http://www.novinite.com/articles/189491/Mondi+Invests+over+ € +600+Million+in+a+New+Plant+in+Bulgaria

http://www.sloveniatimes.com/tam-europe-reduces-loss-revenues-flat-in-2017

http://www.aviationpros.com/press_release/12407154/csat-receives-maintenance-certificate-for-aircraft-operated-by-chinese-airlines

https://seenews.com/news/chinas-mei-ta-starts-construction-of-second-car-parts-factory-in-serbia-607653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信息来源于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oros。经《中东欧视界》编者编译整理。

https://alchetron.com/Tivadar-Soros

http://wangfolyo.blogspot.de/2017/08/sorosek-luppan.html

http://wangfolyo.blogspot.de/2017/08/sorosek-luppan.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oros#Early_life_and_education

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Y0sPDgAAQBAJ&printsec=frontcover&dq= 世界金融大鳄索罗斯 &hl=zh-CN&sa=X&ved=0ahUKEwjE1bvZ9tP

aAhWICywKHcsbCPsQ6AEIMDAC#v=onepage&q=%E4%B8%96%E7%95%8C%E9%87%91%E8%9E%8D%E5%A4%A7%E9%B3%84%E7%B

4%A2%E7%BD%97%E6%96%AF&f=false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6910-2-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f-iMy9OcI&index=19&list=PL8iYKUZ1rX3I0IyFX4kfvWERuHTGnlrG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eI1f3u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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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 +86 21 6888 2460
Email: ericee@ceibs.edu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调查表请回寄至如下地址 :

上海市浦东陆家嘴滨江大道 2525 弄 15 号 ( B 栋别墅 )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  陈老师 (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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