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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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欧经济研究所是由中国—中东欧基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发起成立的研究

机构，内设于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研究所定位为专业、开放的现代化智库，旨在通过对中东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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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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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笙酒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旗下拥有 7 个酒店品牌，运营及开发

1400 多家酒店，是中东欧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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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斯洛伐克无人机摄影家拍摄云南落霞沟获奖 1 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海底隧道工程开工 2

丽笙酒店波兰员工自制口罩抗击新冠疫情 3

2020
04/09

2020
04/07

2020
04/21

斯洛伐克摄影师菲利普·库里塞夫 (Filip Kulisev) 获得欧洲职业摄影师联合会 (FEP) 所颁发的 2020

年度无人机金相机奖。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二次获得金相机奖。2012 年，他曾在自然类摄影中首

获这一殊荣。

库里塞夫表示：“2013 年以来我一直未参赛，因此很高兴能在这次众多知名摄影师参加的比赛

中脱颖而出，更值得欣慰的是，这项比赛采用了匿名投票方式，评委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票投给了谁。”

库里塞夫使用无人机拍摄照片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很享受无人机摄影，因为它能呈现出地

球绚烂多彩的迷人景象。”他同时认为无人机摄影将是摄影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欧洲职业摄影师联合会的评委们选出了库里塞夫的三幅作品。其所拍摄的分别是南极洲的三头

座头鲸、新西兰的奥拉基考拉考 (Orakei Korako) 温泉以及中国色彩斑澜的落霞沟。

译者注：

· 落霞沟也叫陷塘地，是崇山环抱中突然下陷的一块洼地，据说是红土地最美的地方之一。

· 太阳从落霞沟东面的山上升起，多云天有可能出现电筒光，16:30-17:30 之间的光线最好，适合拍日落。

· 不同的季节，落霞沟会呈现出不同的美景，红绿相间的色块和线条，恍如人间仙境。

波兰克拉科夫丽笙酒店以及旗

下 Park Inn 酒店的工作人员正在手

工制作口罩，分发给同事，以在保

障酒店运营的同时确保客户和工作

人员的安全。

克 罗 地 亚 公 路 公 司 (HC) 周

二 表 示， 奥 地 利 一 家 公 司 已 开 始

对 2467 米 长 的 德 贝 丽· 布 里 耶 格

(Debeli Brijeg) 隧道主体部分进行

施工，该隧道属于佩列沙茨大桥相

关连接道路二期工程项目的一部分。

二期工程总长 12.1 公里，其中

奥地利公司承建 10.46 公里，其余

部分由中国路桥公司负责建造。

德贝丽·布里耶格 (Debeli Brijeg)

隧道由主体隧道和隧道维护两部分

组成。佩列沙茨大桥二期连接线项目

还包括卡梅尼采 (Kamenice) 隧道 ( 长

499 米 )、多里 (Doli)高架桥 (长156米 )

以及两座小型桥梁，长度分别为 488

米和 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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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希腊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4%4 保加利亚人口下降至 695 万人 52020

03/29
2020

04/13

2019 年，希腊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14％，连续四年创新高，凸显了外国投资者对希腊房地产、

基础设施等各类资产的持续青睐。

根据希腊中央银行的年度报告，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8 年的 36 亿欧元增至 2019 年的 41 亿欧元，

约占 GDP 的 2.2％。投资主要流向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其次为物流和医疗保健行业。

2019 年，领先的国际基金投资了希腊多个项目，包括购买希腊国家银行和比雷埃夫斯银行的多

个房地产业，以及雅典北部的 Iaso 医院集团。强劲的希腊旅游业也吸引了投资者。过去四年，希腊

新增了 55,000 多张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床位，2019 年上半年，仅雅典就有 40 多家酒店开业。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市场消息人士表示，外国基金仍对希腊的投资前

景持乐观态度。

希腊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资产私有化领域广受关注。主要有：筹划中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

(Alexandroupolis)、沃洛斯港 (Volos) 和卡瓦拉港 (Kavala) 的私有化；领先的希腊石油公司 (Hellenic 

Petroleum) 和天然气贸易公司 Depa 的私有化；Egnatia 高速公路和雅典国际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希腊央行的数据，2019 年 20％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希腊的私有化项目有关。在希腊进一步

提升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度的背景下，希腊央行预计，私有化将继续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保加利亚国家统计局表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国总人口为 6,951,482 人，占欧盟总人口的 1.4％，较

2018 年减少了 48,557 人，降幅为 0.7％。

男性人口为 3,369,646( 占总人口的 48.5％ )，女性为

3,581,836( 占总人口的 51.5％ )，相当于 1000 名男性对

应 1063 名女性。53 岁以下组别中，男性占多数。女性在

老年人组别中所占的人数和比重均有所增加。

人口老龄化进程仍在继续。截止 2019 年底，65 岁

及以上人口为 1,504,088 人，占全国人口的 21.6％，比

2018 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

女性人口老龄化比男性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女性人

口中，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 25.1％，而对应的 65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占比仅为 17.9％。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

原因是男性死亡率较高，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65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最 高 的 地 区 是 维 丁 (Vidin)

(29.9 ％ )、 加 布 罗 沃 (Gabrovo)(29.1 ％ ) 和 久 斯 坦 地 尔

(Kyustendil)(27.7％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地区有 20 个。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为

索非亚 (17.7％ ) 和瓦尔纳 (19.2％ )。

欧盟 28 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 20.0％。其中，

意大利的比例最高 (22.8％ )，其次是希腊 (22.0％ )、葡萄

牙 (21.8%) 和芬兰 (21.8％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超

过 20.0％的欧盟成员国共有 9 个，其中包括保加利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保加利亚 15 岁以下儿

童人数为 1,002,258，占总人口的 14.4％，这一比例与

2018 年持平。

保加利亚 15 岁以下人口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斯利文

(18.5％ ) 和布尔加斯 (15.6％ )。15 岁以下儿童所占比例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 17 个，占比最低的是斯莫梁

(11.5％ ) 和加布罗沃 (11.7％ )。

据悉，2019 年初，欧盟 28 国 15 岁以下人口占比为

15.5％，占比最低的是意大利 (13.2％ ) 和德国 (13.6％ )，

最高的是爱尔兰 (20.5％ ) 和法国 (18.0％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保加利亚的年龄抚养比为

56.4％，即每个“受抚养”年龄段 (15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 )

的人口对应的“独立”年龄人口不到 2 个。2018 年这一

比例为 55.5％。城区比例为 52.8％，比农村的 67.5％稍好。

总体来看，除索非亚 (48.1%) 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年龄抚养

比率均超过 50.0％。最不利的是维丁 (72.4％ )、加布罗沃

(68.8％ ) 和洛维奇 (68.1％ )。

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平均年龄的上升，目前，保加利

亚的人口平均年龄已从 2001 年的 40.4 岁上升到了 2019

年底的 43.9 岁。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

城区平均人口年龄为 43.0 岁，而农村地区为 46.5 岁。

娤鞄 䊖樞嘝狚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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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好消息：欧盟同意启动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
顿的入盟谈判 6

2020
04/06

最近，欧盟理事会成员国就欧盟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开启入盟谈判达成一致。为重启谈判，

欧盟用了近一年半时间了解两国是否已满足启动谈判的要求，此举似乎违背了其最初的承诺。期间，

欧盟几次错过了启动这一进程的绝佳机会，包括 2018 年 5 月在索非亚举行的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

会议、2019 年 6 月欧盟总务委员会以及 2019 年 10 月最受瞩目的欧盟峰会。

此前，在上述第三个活动期间，法国抱着改革入盟程序的雄心否决了欧盟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

其顿的谈判。不久之后，巴黎便提出一份非正式文件，欧盟委员会迅速采纳了该文件并视其为扩大

欧盟的新方案。尽管如此，法国的否决还是向西巴尔干地区的所有非欧盟国家发出了一个令人沮丧

的信号：即便北马其顿同意了关于改国名的历史性协议 ( 在希腊的坚持下 )，似乎也不足以打动欧

盟同意启动入盟谈判。法国的否决也导致了佐兰·扎耶夫 (Zoran Zaev) 于 1 月份辞去北马其顿总理一

职。该国原定于本月提前举行大选 ( 译者注：但大选工作因疫情而被推迟，且无确切日期；如不提前，

北马其顿大选应于 2020 年 11 月举行 )。

如果更早达成协议，期待已久的入盟谈判通行证可能会为北马其顿的自由派政党带来实质性的

选举胜利，理想情况下，还能带来一场采用欧盟治理标准的政治运动。对于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来说，

这本该是值得骄傲的一天，但最后却只有寥寥几句入盟的相关声明和对财政援助的感谢。在两国官

方媒体上很难找到有关庆祝谈判开始的文章或新闻报道。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记者 ( 像其他国

家的记者一样 ) 正忙于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遏制病毒传播的政府措施以及受到影响的个人

事迹。唯有一家北马其顿电视台邀请了欧盟一体化国家协调员就上述决定和欧盟扩大新方案进行评论。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

证明了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与欧

盟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除入盟

谈判外，这两个国家还将分别获得

7000 万欧元和 5000 万欧元的欧盟

危机援助。对于仍在建立和加强其

机构建设的国家而言，这种援助不

仅深受欢迎，而且是欧洲团结与支

持的象征。与谈判相比，欧盟财政

援助赢得了两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

领导人 ( 包括政府和反对派人士 ) 的

广泛赞誉。部分领导人强调，欧盟

的援助使他们感到并不孤单，并拥

有了保护其人民的宝贵手段。

然而，欧盟与北马其顿和阿尔

巴尼亚的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

在欧盟理事会已批准的欧盟扩大新

方案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将就西

巴尔干地区投资、社会经济一体化和

法治等方面提出具体计划。理事会

批准该计划后，委员会将向两国提

出谈判框架草案，进一步提供各项

详细建议。目前，人们普遍预计上

述事宜将于下个月在萨格勒布举行

的欧盟 - 西巴尔干峰会期间继续推进，

但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峰会

能否如期举行尚不确定。若峰会如

期进行，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机

构将不得不展现出强大的多项任务

处理能力。同时，欧盟委员会还需

要阐明如何将候选国纳入其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整体框架中。

对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来说，

挑战具有双重性。在任何情况下，以

新框架重新安排优先事项的初期谈

判均将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同时还

需努力从全球疫情中摆脱出来，重

振经济，抚慰失去至亲的民众。新

冠肺炎疫情暴露了 ( 即便是最强大的 )

民主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结

构性缺陷。对于正在稳定其机构的

国家而言，这可能更具破坏性。入

盟需要奉献、坚持和专注。希望北

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能顶住疫情的

巨大压力，保持雄心壮志，成功完

成入盟谈判这一进程，并在民主改

革方面付出实际努力。而北马其顿

能否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选出一个

强有力的政府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

对西巴尔干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

情况下，欧盟需进一步兑现对该地区

的承诺，这符合其长远利益。塞尔

维亚便是一个典型实例。为了应对疫

情，虽然欧盟已向塞尔维亚提供了

约 9000 万欧元的援助，但总统亚历

山大·武契奇仍持续公开表达他对中

国的热爱，亲吻中国国旗并声称“欧

洲不存在团结”。

诚然，欧盟应对危机的处理方

式有待批评，但武契奇的行为又何尝

不是塞尔维亚在地缘政治方面摇摆

不定的最好阐释。其他迹象还包括

贝尔格莱德不断向俄罗斯采购军事

装备 ( 直到去年年底才停止 )，此举

无益于解决其与科索沃的争端；对

媒体自由和公正选举程序的逐渐侵

蚀。武契奇一直未能明白入盟的好处，

这使塞尔维亚的入盟谈判陷入僵局。

上述事项也表明了北马其顿和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未来数月或数

年内所做决定的重要性。目前，他

们正坚持在入盟道路上积极推进各

项改革，甚至做出重大牺牲。但两

国也承认尚未开始入盟的实质性工

作，但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加入

欧盟仍是必行之事。

关于作者：

本 文 作 者 为 塔 尼 亚· 勒 森 思 卡 (Tania 

Lessenska)，其系德国智库欧盟对外关

系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 研究员。她专注于研

究西巴尔干和土耳其地区。她拥有新保

加利亚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学位。在正式

加入 ECFR 之前，勒森思卡在 ECFR 的

索非亚办事处完成了实习 7 工作。

煖訊柣 娖䡝侼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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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新能源企业进入波兰太阳能发电市场 9 2020
04/09

箘牸圢殘霘疊蝕愷 Enefit Green

嚾堅㮨狵勢儅䈄霘徠脽娕▕菗徠坓䲗

帶漢狵勢濰囒嚪穈礮菗諱㤝┝㞫䑎

蒅岹訝貶灐玁僘視孼徠䃆㐍菗暐抐┝

欴捸灐玁僘視孼徠䃆㐍菗曨捸䲗

㞫㐍闐 Enefit搩燴 4000鞅輸鍣搩 (鉐

閾 900鞅灐潤 )菗㣽灴䲗麂壽╳狵勢

杝孲 19.2鰓肔菗囏⿱儅䈄霘䑎蒅搩

燴䅏榲ɡ㤊┝

灐玁僘視孼徠䃆㐍╳ 4榏 9柂

菗杝䇌覱髯㐩蠨䲗㞫㐍菗㣽灴嚾榐

齋濱憁僿狵勢菗儅䈄霘攙髂┝蒅遺䲗

㞫䑛亴鱕闃濱㞫↙菗䒣霘攙髂䲗撫

榐榩惵麂狵勢霘疊㐍髂擿靤穈礮菗

飾䃾禦輴┝䑙㝧㮦慚儅䈄霘徠脽蕒

煐媩憮帶濰囒鉐 15,000潷菗癟燌僉

蝖揁暤㶞䲗䈞該訠熲爚檰┝

╳㮔嚳菗諫媩髯䲗狵勢憮頌脠

霘疊㒈槙噀㶞姷僿僿倵擇䲗撫㞫↙㮞

80䲐菗徠脽㶞醜稅諱㤝穈礮┝慀榐

欧盟成员国都承诺，到 2030 年，至

少 32％的最终能源消耗应来自可再

生能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欧洲、中

东和非洲区能源行业总监哈里·博伊

德·卡彭特说：“世界理所当然地将

注意力集中在由新冠病毒大流行引

起的大规模健康和经济危机上。但

气候变化仍是一项根本性挑战，尤其

是在波兰，其历史上大部分电力都

依赖于煤炭。除了应对新冠病毒危

机的“一揽子计划”外，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还将继续努力维持长期绿

色转型的势头，为诸如 Enefit Green

这样的强大开发商提供支持。”

Enefit Green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

沃·卡尔马斯 (Aavo Kärmas) 称：“虽

然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理所

当然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但开发

可靠的电力依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要。Enefit Green 希望在我们

所有的本地市场中提高我们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能力，2019 年进入波兰

是我们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很荣幸

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署第一笔贷

款协议，并期待今后进一步合作。”

Enefit Green 由爱沙尼亚能源公

司 (Eesti Energia) 全资拥有。该公司

于 2002 年开始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

并 于 2016 年 成 立 了 Enefit Green

作为其专门的可再生能源子公司。 

Enefit Green 一直在快速发展，现已

成为波罗的海国家领先的可再生能

源生产商，其装机容量为 447 兆瓦，

热容量为 83 兆瓦。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自 1991 年以

来一直在波兰和爱沙尼亚进行投资。

在波兰投资了 425 个项目，投资额

近 101 亿欧元，在爱沙尼亚投资了

89 个项目，投资额 7.1 亿欧元。

财讯
罗马尼亚远程医疗服务快速成长 8 2020

04/13

罗马尼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的限制令使广大民众无法随意外出，为此私人医疗运营商

以及公立医院均启动了远程医疗服务，使患者能够在遵循安全社交距离的建议下实现远程就医。

在私营医疗运营商中，Regina Maria 与微软罗马尼亚公司 (Microsoft Romania) 合作推出了在线

诊疗平台 Virtual Clinic，允许其用户进行在线医疗咨询。咨询后平台会提供一份完整的医疗报告，其

中包括视不同病情而定的可以在药房获得的治疗方案。该平台拥有 100 多名医生，囊括内科、消化

内科、耳鼻喉科、内分泌科、儿科、皮肤科、儿科心理学和营养学咨询等。订购了 Regina Maria 服

务的用户可以免费访问 Virtual Clinic。

紧随其后，MedLife 也推出了视频会议医疗服务，为诸如综合内科、内科、肺科、耳鼻喉科、心内科、

皮肤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妇科、神经内科、儿科等专业提供在线医疗帮助。目前，线上支持

80 多位医生远程坐诊，且该数字还在不断上升。MedLife 用户可以免费使用该服务。用户与医生的

单次平均会谈时间为 20 分钟，结束时医生会给出相关建议。

Medicover 则推出了与 Atlas 合作开发的在线视频服务 MediCall，向患者提供专业医生的咨询服

务。患者可以与医生实时沟通，并可在儿科、糖尿病和营养学、心理学、流行病学等 12 个科室就诊。

医疗服务提供商 Sanador 亦推出了在线医疗咨询平台 Dr. Sanador，使患者能够与来自各医学

领域的 150 多名医生进行实时互动。

活跃于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地区的私人医疗运营商 Arcadia 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 Arcadia Line。患

者可以通过视频或语音与在线医生联系，并即时得到他们的专业建议，同时还会收到相关医疗报告

和建议的电子邮件。

此外，还有 Intermedicas 在 Cosmopolis 支持下提供免费的远程医疗热线。足不出户，仅一个电话，

布加勒斯特包括 Comopolis 住宅区在内的所有居民均可直接联系到一位特约医生。该医生可能是医

院专科医生、家庭医生、儿科医生或传染科医生。Cosmopolis 居民和 Intermedicas 客户享有优先使

用该服务的权利。

远程医疗平台 Doclandia 则宣布将在整个抗疫期间免费向卫生部开放其平台，允许所有医生免

费使用。平台亦允许患者通过在线视频或安排上门服务与家庭医生进行交流咨询，并获得专业医疗

建议。

公立医院方面，布加勒斯特的 Colentina 医院与 Medicentrum 和 Lite Microsystems 合作，免费

对外提供在线医疗诊断服务。3 月 17 日，Colentina 医院停止接诊一般患者并变为新冠肺炎患者专

项救治中心，然后决定提供这项线上医疗服务。该服务主要针对已在 Colentina 医院接受过治疗的病

人，或由该院医生负责的病人，以及通常会在该院寻求治疗建议的周边区域病人。

箘牸圢殘 侱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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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九个中东欧国家进入“全球新冠
疫情最安全国家”排名 10

嶖㲶縛濱䕯瓫菗䒣䈺懃㤊蝕愷 Deep Knowledge Ventures(DKV)徠娖貶┤獅

纄杝態舖広楿嗗獅↙嘼┥楿杝揁閼䲗興銜貶蒅遺╳獅纄杝態籞艌煔阨﨏菗広鐵鞯䲗

獅纄楿嗗獅菗 40髟↙嘼┝壽髯䲗髯髌灐↙嘼菗揁閼広鐵冨鞯䲪

憮㖄㮦慚髯髌灐↙嘼╳懅閑杝態艌煔杴䌳㶖獫菗揧杺獫岹貶馜冟菗暲橦┝

2020
04/14

↙ 嘼 ╳髯髌灐█諑揁閼 ╳獅纄揁閼

匈牙利 1 14

捷克 2 25

希腊 3 30

爱沙尼亚 4 31

波兰 5 33

克罗地亚 6 35

斯洛伐克 7 38

拉脱维亚 8 39

斯洛文尼亚 9 40

丝绸之路

斯洛文尼亚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开始向中国出口冰淇淋 11

紫金矿业将于 2020 年至 2021 年向塞尔维亚投资
7.31 亿欧元 12

2020
04/10

2020
04/10

杛獙朓圢殘楿僿菗謗艷櫧電髂

巰娖囖䊖㱱謗髂蝕愷 (Ljubljanske 

Mlekarne)姷闐髯↙銜餛貶譊鳘憙

櫲崒嵾菗梬勢圢勱 (Planica)銻瑖瑡┝

躊媩䲗㞫蝕愷㝧寫闐髯↙銜餛 43潷

銻瑖瑡┝

4榏 9柂鋤褘剮囖瓫徠銜貶㮞

35,000貍鳘諳㒈梬勢圢勱禔婈餛緄

縹姫掃臟餛緄銻瑖瑡䲗䑙㝧嚾╳鉑

紿説訝㮋蒅菗█┝

㞫銻瑖瑡帶杛獙朓圢殘㦻慪瘓

䊻髯峵慀╳█├縛濱䈐囖謭杛垊菗

侼囖鋋殘霘疊㲶䅏䈐興掃歗

㮋囖 ·嗗鳭儯 (Aleksandar Antic) 㐩

蠨䲗髯↙轇㶠蘪髂䊗髒菗侼囖鋋殘

啣蝕愷㝧寫╳躊栍魑媩懃㤊 8懲鎶

潤 (7.31懲灐潤 )樑憁僿壽攙霘┝

4榏 9柂䲗侼囖鋋殘霘疊㲶╳鳘

締杝䇌覱髯懥䌃䲗㞫蝕愷慜豨嚾㮦

謮㤊㶠脩濱㶜孲縁榐蘪垊䲗媬㝧寫

杝孼蘪垊䲗帶搩䚰鄔囖䂬廳祅蕒菗

攙霘嶧縀漿玏詐┝

梬勢圢勱垊㟽緲閼䲗巰娖囖䊖㱱謗髂

蝕愷颕 1974媩帶樑鳘蒑脠攙㞫攙櫧┝

㞫櫧篅楿續熾帶嘼嫼㒈屘宩銜

縁䲗賾扱姫掃臟├䕯鬂縹鬂魮鞒褔餛

緄䲗炲闃壽攙櫧憁坓麂閭褔屘籞├僿

囏縹餛緄菗銻瑖瑡┝

巰娖囖䊖㱱謗髂蝕愷㐩蠨䲪エ╳

獅纄驨–説䲗脷濱杝態艌煔僿玗㐍嚭

颴髂則髯杙䲗惷憚嚪㞾冨炲踭菗測栘

楪擇禔崹┝ォ

㞫蝕愷㝪麂訩虵髯↙娕▕楪麂

嗗鳭儯╳㣣囖欸鮕峠鞲轇㶠狵

囖䂬髂嶖銋纇豋娤栍頓㖄柣㞺䲗圤豵

侼囖鋋殘銜縁貶杝態艌煔舖広䲗撫鄔

囖蘪垊縹廳祅蕒菗䂬脠攙醜抧㝧寫

㮨㐍┝

轇㶠鄔囖䂬髂蝕愷濱 1榏締㐩

蠨䲗壽躊媩菗蒅櫲訊琧麂 850鞅鎶潤┝

㞫蝕愷㝧寫╳ 2020媩僋纇 43.7鞅

潷䂬躤蘪䲗媬脠攙 12.2鞅潷䈄樿䲗9

鞅潷䈅樿䲗370鞅潷蛚㵇䲗1,833謁

掃㶠縹 11.9潷䃆┝

重要，因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整

个欧洲的牛奶供应过剩。

该公司表示，其在中国的乳制

品销售状况良好，那里的客户认为斯

洛文尼亚乳制品具有优良品质。现

公司每天从斯洛文尼亚各地的奶牛

场购买 500,000 升牛奶，占该国原

奶产量的三分之一。

斯洛文尼亚的牛奶产量超过其

消费量的 30％。

中国紫金矿业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向塞尔维亚铜矿开采和冶炼公

司 RTB Bor 公司注入了 3.5 亿美元

的资本，获得了多数股权，并将其

更名为紫金波尔铜业公司。

匈牙利 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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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全世界最早倡导洗手的医生——匈牙利医生
塞麦尔维斯·伊格纳兹

╳杝態艌煔舖広獅纄鶠孨菗隵梮鞯䲗Google鍝諀濱 2020媩 3榏 20柂╳壽

麇䑊徠娖貶鳘締珶䨍䲪

珶䨍鞔鳘縛褘喕嘼溦欱菗徹宲㤾貶徹憚菗猄弇䲪闖桇㟇䲯闖縹獔慐榐誠黩

飾軶瀘䲯麂誠黩㯖扤 3榏 20柂徠娖㮦髟珶䨍紺䲯

闖饢侼殶囖鋋杛·東欸鉤輸 (Semmelweis Ignác)䲗桇鳘縛樑颕剴篛訊菗諉脠┝

1847媩 3榏 20柂䲗侼殶囖鋋杛㑭滌緲麂鋋©鉤嶖諉䈳 (Vienna General Hospital)

冴攙褘䕬婑諉娝┝圑桇╳㮦㶛䲗闖㝪㞌訝貶獔慐菗㶜㕄嵾䲗㝪麂嗼榲獔慐菗諉則

徹驤憮帶濰囒艌徹黪䇅弣檰 14┝

∕ 1䲪2020媩 3榏 20柂 Google鍝諀麇䑊飾濱侼殶囖鋋杛菗珶䨍閣櫧 13

∕ 2䲪侼殶囖鋋杛諉脠菗腄納 15

在那个时期，医院的卫生状况完全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人们还没有发明

消毒液或洗手液，甚至医生在诊治病人时都根本不洗手。在这种情况下，医务人

员很容易将从一名患者身上的细菌或病毒传染到另一名患者身上，从而导致越来

越多的人感染。

塞梅尔维斯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期间，妇产科的住院病人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完全由助产护士照看，另一部分则由医生照看。他发现，完全由助产护士照

看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 1000 胎 36.2 例，而由医生照看的孕妇，死亡率高达

每 1000 胎 98.4 例 16。而且，由医生照看的病房，当时被称为“儿童发烧”的病

症发生率更高，这种疾病现在被称为“产褥热”，由链球菌感染导致。当然，当

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病因。

于是，塞梅尔维斯医生开始寻找这两种病房之间的区别，探究解决产褥热

的方法。后来，在 1847 年，由于他的一名同事去世使他取得了突破。经过调查，

塞梅尔维斯发现，这名同事去世的原因是，他在一次尸检过程中被手术刀割伤了

手指，而后发展成感染，最终因严重感染而去世。

塞梅尔维斯医生意识到，与助产护士不同，医生有时会在进行尸检后，直

接进入产房检查孕产妇，而不会洗手。当时人们尚无关于细菌或病毒的知识，但

是塞梅尔维斯敏锐地意识到，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下，医生很容易把尸检时碰到的

脏东西传给孕产妇。

于是，他开始要求医生在尸检后用漂白粉 (chlorinated lime) 洗手 17，而且在

产科病房中引入了严格的洗手规则，以确保所有医护人员在检查患者之前都必须

洗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 1848 年至 1859 年期间，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

医生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了与助产护士病房相同的水平。

但遗憾的是，虽然他在维也纳总医院取得了成功，但这种做法却并未被其

同时代的其他医生所接受，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缺乏理论

依据，因为当时主流医疗理论遵循“体液说 (Humorism)”，人们认为患病的原因

是出现了体液不均衡，因此所有的疗法和诊疗程序必须围绕恢复体液平衡的目的，

不以此为据的做法都是“异端”；二是当时的医生都自认为是“绅士”，而绅士

的手怎么可能是脏的呢？18 这些想法在现代人看来显然很荒谬，可在当时的维也

纳甚至整个欧洲，都是被奉为圭臬的。因此，即使塞梅尔维斯的一些学生把他的

发现和做法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伦敦的《柳叶刀》杂志上，或翻译成法语发表到法

国的一些医学杂志上，也未能让他这些正确的做法在奥匈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推

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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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䲪闖菗倠█縛濱娖㮋剮杛 Kerepesi蝕倠 24

∕ 4䲪縛濱娖㮋剮杛菗侼殶囖鋋杛諉喕悵鄔篵䕜 22

直到大约三四十年后，当源自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西欧国家的“细菌学说”被更广泛接受时，

医生才开始认真地洗手。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细菌学说“大咖”，如法国的路易·巴斯德、德国的罗

伯特·科赫、英国的约瑟夫·李斯特发展的理论，均在塞梅尔维斯之后。说不定，这些“大咖”都是看

到了塞梅尔维斯发表的论文之后，才获得了某些启发吧！

1849 年 3 月，塞梅尔维斯在维也纳总医院妇产科首席医师的任期结束。由于 1848 年匈牙利爆发

了反对皇权的革命，致使身为匈牙利人的塞梅尔维斯受到牵连，因此该医院没有继续聘用他，甚至还

降了他的职。1850 年，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回到了故乡布达佩斯。在故乡，他进入圣罗科医院 (San 

Rocco) 工作，采用同样的方法，大大降低了新的产褥热病例。1861 年，他撰写了专著，分析产褥热

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不幸的是，当时的科学界极力反对他，使他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最终被送进

了精神病院治疗。1865 年，他不幸去世，死于手术中感染的败血病，年仅 47 岁 19。

如今，他的声誉得到了恢复，尤其他强调医生应保持卫生和洗手，为医疗卫生行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有人称他为“控制感染之父”。如今在布达佩斯，就在他父亲曾经经营的贸易公司所在地，有

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疗博物馆，名叫“塞梅尔维斯医学史博物馆”(Semmelweis Orvostörténeti 

Múzeum)21：

甚至远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还建有他的一座雕像：

他被安葬在布达佩斯科勒佩西 (Kerepesi) 公墓：

如果您下次去布达佩斯，那么希望您有空去那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医学史博物馆看看，再次认识洗

手对于预防和控制疾病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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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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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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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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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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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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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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关注“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并于每月 15 日前以留言方式提 出关于中东欧

国家经济的疑问，我们将从中选择一个问题，在当月末发布的《中东欧视界》中进行解答。

提问方式：

自 2017 年 1 月中东欧经济研究所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对中东欧国家及相关国家的经济研究，积累了

不少信息和经验，连续两年出版了《中东欧经济研究报告》，定期发布《中东欧视界》，为中国读者提

供关于这些国家最新的多样化资讯，成为读者了解中东欧地区经济的一个特色窗口。不过，对于不少中

国读者而言，相对于西欧地区，中东欧仍然比较陌生，尤其是经济领域。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希望利用自

身的资源和经验，回答读者有关中东欧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增进中国读者对中东欧的了解。

因此，我们推出了“有问有答”栏目，用以回应读者关于中东欧经济领域的疑问。欢迎读者围绕经济

话题踊跃提问，可涉及中东欧 17国宏观经济、产业、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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