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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2021 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展示希腊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 1

2021
01/17

图 1：冰雕版希腊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 (1)

图 1：冰雕版希腊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 (2)

在 2021 年第 37 届哈尔滨国际冰雪雕塑节上，展出了按照真实尺寸制作的冰雕版希腊希罗德·阿

提库斯 (Herodes Atticus) 剧场。

这是该活动多年来首次出现希腊的建筑，是由希腊国家旅游组织 (GNTO) 发起的。哈尔滨国际

冰雪雕塑节是同类节日中规模最大的节日之一，活动包括冰雪雕塑博览会、滑雪、冰球、雪橇、冬

季游泳、速滑以及许多其他活动。

希腊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建于公元 160 年至 174 年之间，位于雅典，是由当时极其富有的哲

学家希罗德·阿提库斯兴建的。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雅典家庭，用这座剧场来纪念他的妻子。这座

剧场是典型的罗马式音乐厅。

该剧场于 1952-1953 年间用大理石进行了修复。自 1957 年以来，其主要在雅典艺术节框架内

举办艺术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等。

波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欧元兑兹罗提汇率应稳定在 1：4.50 以上 2

2020
12/31

波 兰 货 币 政 策 委 员 会 成 员 格

拉 齐 娜· 安 塞 帕 罗 维 奇 (Grazyna 

Ancyparowicz) 在 接 受 波 兰 通 讯 社

(PAP) 采访时表示，波兰央行必须确

保欧元兑兹罗提的汇率在 1 欧元兑

4.50 兹罗提或更高的水平，并抵御

一切使兹罗提升值的迹象，否则货

币政策委员会将不得不采取降息措

施，以实现兹罗提贬值。

“要么我们采取足够多的措施，

将 汇 率 控 制 在 理 想 的 水 平 上， 要

么——如果事实证明这样做不够有

效——我们将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降

息措施，甚至同时采取降息和干预

措施，”安塞帕罗维奇说，“我看

没有其他办法。”

她认为“最佳”的欧元兑兹罗提

汇率将是“4.50 左右或更高”。“我

一直说，欧元兑兹罗提汇率应该在4.50

附近震荡，并向弱势兹罗提倾斜。”

安塞帕罗维奇表示，在汇率和

外汇市场上同时采取行动是合理的，

目的是抵御“兹罗提持续升值的趋

势”，因为这类工具在外汇市场上

是“互补的”和“可互换的”。

她认为，波兰兹罗提“应该更

弱一些”。波兰央行的分析显示，根

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和到目前为止央

行采取的政策，兹罗提汇率应该更

低才对。

而对于兹罗提这样一个来自大

型开放经济体、在新兴市场货币篮

子中拥有良好权重和声誉的货币来

说，持续走强的趋势是自然存在的。

她在谈到调整利率的理由时补

充说，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发出言论

信号，但不是由该委员会来执行弱

化兹罗提的政策，这可能会更好地

支持出口，同时较低的利率也可以

给借款人提供更大的支持。

她指出“我们把干预和降息看

作是提高波兰出口竞争力的工具，并

尽可能地降低借款人的利率和偿债

成本。”

数据

波兰 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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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股市蓝筹股指数自疫情爆发以来已回升 36% 3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BET指数跟踪该交易所17家蓝筹股和整个市场的发展，其在2020年出现了一波“过

山车式”的行情。2020 年伊始，BET 指数创出新高，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首次突破 10000 点大关。但随后新冠疫情

在全球蔓延，短短两个月内 ( 即 2020 年 2-3 月 )，BET 指数一度下跌近 30%。2020 年 3月底以后，罗马尼亚股市缓慢

复苏，有起有落，目前与一年前水平基本相当。这种行情也为投资者带来了大幅获利的机会。从3月底的低点到目前为止，

BET 指数上涨幅度达 36%以上。

市场波动也导致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交易量大幅上

升。去年该交易所股票成交量达到 122 亿列伊 (25.3 亿欧

元 )，是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 以当地货币计算 )，平

均日成交量达 1000 万欧元。

 年度赢家 

2020 年，在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约 20

家公司股票总回报率超过 10%，包括股票价格的变化以

及各公司所支付的股息。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工业

集团 Teraplast (TRP) 和医疗服务供应商 MedLife (M)。这

两家公司分别是各自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且均由罗马尼亚

本国企业家把持。同时，这两家公司近年来非常活跃，通

过并购投资迅速扩张。

2020 年，Teraplast 以 110% 的回报率领跑股市。该

集团主要生产用于水、污水和燃气管网的 PVC 管道系统。

近年来，该公司实现了生产多元化，并拥有价值 3200

万欧元的持续投资项目，最近该项目还获得了国家援助。

Teraplast 集团去年将其钢铁业务 ( 金属屋顶和夹层板 ) 出

售给爱尔兰集团 Kingspan，此举进一步增强了其流动性。

MedLife 是罗马尼亚最大的私人医疗服务供应商，受

益于本次新冠疫情危机，该企业的扩张战略得以继续实施。

这使其市场份额在 2020 年增长了 98%。去年底，该集团

进行了新的收购，试图在医药零售这一新的细分领域建立

起优势地位。

除 了 Teraplast 和 MedLife， 另 有 三 家 公 司 股 票 在

2020 年的回报率超过 80%。其中两家为建筑材料公司

Prefab (PREH) 和 Prebet (PREB)， 另 一 家 为 药 品 分 销

零 售 商 Farmaceutica Remedia Deva (RMAH)。Prebet

去年通过变更其公司股权结构获得了 94% 的增长，而

Remedia 则通过出售其网络药店业务获得了足够的现金流。

不过，对于 Prefab 而言，虽然股价上涨了 107%，但成

交量却始终低迷，这意味着该公司股票的投机资金可能介

入较深。

2021
01/05

图3：2020年 1月至今罗马尼亚股市蓝筹股指数

2020 年，另有其他几支蓝筹股的表现也较为强劲，

电力行业企业尤其如此。核能生产商 Nuclearelectrica 

(SNN) 为 投 资 者 带 来 了 37% 的 回 报， 电 网 运 营 商

Transelectrica (TEL) 股价增长了 32%，电力分销商和供

应商 Electrica (EL) 股价增长了近 25%。这些上涨与企业

良好的财务业绩以及从 2021 年 1 月开始为家庭客户开放

电力市场的政策有关。

此外，投资基金 Fondul Proprietatea (FP) 和药品生

产商 Biofarm (BIO) 在 2020 年同样提供了超过 25% 的回

报。罗马尼亚住宅开发商 Impact (IMP) 则为投资者带来

了 29% 的收益。

 年度失意者

尽管不少公司在 2020 年表现喜人，但由于受到疫情

冲击，更多的上市公司出现了负面变化。例如，布加勒斯

特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当地企业、石油和天然气集团

OMV Petrom (SNP) 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萎缩，原因在于

疫情期间采取的封锁措施使得燃油消耗下降，最终导致其

股价于 2020 年下跌了 19%，扣除股息带来的正向收益，

最终股票收益跌幅约为 11.7%。尽管与疫情关系不大，但

由国家控制的天然气运输公司 Transgaz (TGN) 和天然气

生产商 Romgaz (SNG) 的股价在疫情期间仍出现了大幅

下降。

此 外， 罗 马 尼 亚 最 大 的 餐 厅 运 营 商 之 一 Sphera 

Franchise Group (SFG) 则直接受到了疫情冲击，餐厅在

紧急状态期间 (3 月至 5 月 ) 停业，其中一些甚至在紧急

状态之后仍处于关闭状态，这导致其股价下跌了 20%。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Compa Sibiu (CMP) 也受到了汽

车行业整体受挫的影响，销量大幅下降。最终，其股价下

跌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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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世界银行：西巴尔干国家 GDP 
最晚于 2025 年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 4 保加利亚财政部长：保加利亚将在 2024 年加入欧元区 52020

01/11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即便旅

游业出现显著复苏，西巴尔干各国经济要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亦仍需时日。其中，黑山所需时间最长，塞尔维亚所需

时间最短。

据世界银行估计，2020 年黑山经济增速下滑 14.9%，

但有望在 2021 和 2022 年分别获得 6.1% 和 3.9% 的正

增长。由于 2020 年黑山 GDP 增速骤降，致使 2021 年

基数偏低，理论上今年必须同比增长 20% 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增长预测，这一情况或许

到 2025 年才能实现。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塞尔维亚经济将最快复苏，去

年其下滑 2%，预计今年GDP增速将达 3.1%，即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与黑山类似，克罗地亚经济同样严重依赖旅游业，去

年其GDP 下降了 8.6%，今年预计将增长 5.4%，明年将

增长 4.2%。以此速度，克罗地亚将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保加利亚财政部长基里尔·阿纳涅夫 (Kiril Ananiev)

出 席《 欧 洲 货 币 机 构 投 资 者 (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组织的第 26 届中东欧论坛时指出：“保

加利亚预计于 2024 年加入欧元区。保加利亚将积极履行

2020 年 7 月 10 日加入 ERM II 时提出的有关承诺。”该

论坛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举行。

26 年来，该论坛首次在线上举行。此次论坛的重点

议题是中东欧国家金融和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来自欧盟委

员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投资公司、银

行等机构的代表以及波兰和北马其顿财长共同出席了此次

论坛。

保加利亚财长称，为顺利成为欧元区成员，我们需要

所有商业实体和公众做好充分准备，以实现从列弗支付到

欧 元支付的无缝快速过渡。

保政府目前正在制定国家规划以指导政府机构和企业

成功引入欧元。

此外，他还谈到：“保加利亚需履行欧盟的名义趋同

标准 ( 马斯特里赫特标准 )，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欧洲央

行和欧盟委员会在 2020 年趋同报告中所提及的不足之处。

这也是此次筹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正在加紧努力，

以遵守 ERM II 要求的至少两年的‘等候’期限。目前看，

保加利亚不存在任何严重的违约风险。当然，马斯特里赫

特标准的实现与欧元区成员国形成的动态参数有关，而在

当前不确定的环境下，这些动态参数很难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和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欧洲

经济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冲击，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

响，但我相信，这不会成为延长保加利亚在‘等候区’停

留的因素。保加利亚一直遵守公共财政秩序和合理管理原

则，政府将在中长期内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将继续成

为良好的国际合作伙伴。这也是保加利亚政府在 2021 年

预算案中所追求的目标。该预算案将把我国的部分债务和

赤字降至欧盟的最低水平，并加大对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

部门和公民的支持。”

2020 年，波黑 GDP 下降了 4%，世界银行预计今明

两年其经济实际增速将分别达到 2.8% 和 3.5%。阿尔巴

尼亚经济去年下滑了 6.7%，预计该国将在两年内逐渐复苏，

今年将增长 5.1%，明年将增长 4.4%。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预测北马其顿 GDP 将在 2023

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虽然该国经济在去年下降了 5.1%，

但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 3.6% 和 3.5%。

与其他几国相比，科索沃地区预计需要三年时间才能

实现经济复苏，去年其经济下滑了 8.8%，今年预计将增

长 3.7%，明年将增长 4.9%。

世界银行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西巴尔干地

区经济体，其经济都严重依赖服务业和旅游业。与此同时，

他们与欧元区在贸易、金融等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之

相比，以制造业和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则相对

较少，且恢复得也将更快。

言论

保加利亚  索佐波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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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

2021 年捷克实体经济趋势展望 6 2020
01/12

2020 年底，捷克在第二波新冠疫情冲击时所采取的抗疫措施给本国贸易和服务业带来了沉重

打击，而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要小于 2020 年春季。第二波疫情的不利影响预计将在 2021 年年中消散，

届时，受影响的相关行业也将恢复到 2020 年 8 月的水平。

根据 IHS Markit 发布的 PMI 指数，由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 将对需求造成压力 )，捷克制造

业预计不会在 2021 年 1 季度之前恢复同比增长。根据 FocusEconomics 预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预计将在 2021 年增长 3.6%，在 2022 年将增长 6.1%。

2021 年，捷克建筑业预计将同比萎缩 1.8%。建筑产出也将下降，当然这取决于捷克公共部门

进一步投资的意愿和能力。由于捷克各地区和市政当局将不得不解决比投资建设更为紧迫的其他优

先事项，各地政府很可能面临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从而导致政府投资相应减少。2021 年第一季度，

建筑企业的平均开工率预计将为 81%。建筑业投资下降这一问题可能会因行业现有合同以及对当地

供应链的依赖而得到缓解。

疫情对捷克旅游业的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预计旅游业在近期复苏无望。因此，捷克旅游局、

捷克区域发展部和捷克外交部于 2020 年底推出了旅游业相关的发展战略，以此来拯救该行业。

捷克旅游局局长扬·赫尔盖特 (Jan Herget) 表示，疫情带来的影响是残酷的。2020 年，旅游

业总收入的下降程度超过了 50%，布拉格地区的降幅更是远超 80%，20 万工作岗位岌岌可危，不

仅旅游业本身，还涉及面包房、清洁等相关行业。

保加利亚投资基金 LAUNCHub Ventures 
成功募资 4400 万欧元 7

2020
01/15

总 部 位 于 索 菲 亚 (Sofia) 的 早 期 风 险 投 资 公 司

LAUNCHub Ventures 计划设立一个针对中欧和东南欧的

投资基金，筹资规模为 7000 万欧元。目前已完成首期

4400 万欧元的募资。

LAUNCHub 的投资目标为处于种子期和 A 轮融资阶

段的科技初创公司。除了中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公司外，该

公司还投资于其他创业活跃地区的创始人所创办的公司。

LAUNCHub 称，新基金的投资者包括欧洲投资基金、

科技公司和来自保加利亚的投资者。预计基金募资最终将

在 2021 年第二季度结束。

募资完成后，该公司计划在未来 4 年内为 25 家初创

企业提供融资，初始投资规模在 50 万欧元至 200 万欧元

不等。剩余超过一半的资金将保留给成功企业的后续融资。

在科技领域，LAUNCHub 关注的具体行业包括金融

科技、软件服务 (SaaS)、人工智能、数字健康、区块链等。

据《Ziarul 财经日报》报道，LAUNCHub 计划将四

分之一资金投资于罗马尼亚的初创企业。LAUNCHub 合

伙人鲁门·伊列夫 (Rumen Iliev) 向《罗马尼亚日报》

表示，罗马尼亚是中欧和东南欧地区最大的市场，也是

LAUNCHub 重要的战略市场。

“我们已通过新基金在罗马尼亚进行投资。大约两年

前，我们与 GapMinder 一起投资了尚处于种子期的金融

科技类企业 FintechOS，之后我们又对其进行了 A 轮投资，

希望很快能开展 B 轮投资。因为 FintechOS 是整个地区

最有前途的公司之一。”

LAUNCHub 投资的其他公司还包括美国—保加利亚

初创企业 Gtmhub。本月早些时候，Gtmhub 获得了来自

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Insight 在内的 3000 万美元的 B

轮融资。

最 近，LAUNCHub 还 与 Hoxton Ventures 共 同 向

房 地 产 科 技 初 创 公 司 Giraffe360 投 资 了 450 万 美 元。

Giraffe360( 成立于里加，现总部位于伦敦 ) 主要为房产卖

家提供机器人摄像头。

2021 年，捷克旅游局的首要目标是吸引来自奥地利、

德国、匈牙利、荷兰、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游客；然后捷克

航空公司将向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游客进

行宣介；最后，捷克将努力吸引美国人、亚洲人和俄罗斯

人前往该国旅游。

2020 年底，欧洲投资银行 (EIB) 与国有的捷克输电

系统运营商 (CEPS) 签署了一份 50 亿捷克克朗 (1.9 亿欧

元 ) 的贷款，旨在加强捷克的输电基础设施建设。该项目

将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促进从德国经波兰和捷克到奥

地利的电力交换和过境运输。

欧洲投资银行表示，鉴于捷克毗邻德国，它是中东

欧地区电力交易和运输的关键国家。这项投资预计将在

2021—2024 年进行。

在能源领域，捷克将为杜科瓦尼新核电站建设重启此

前推迟的招标。2020 年底，捷克核能委员会讨论了四种

可能的方案，其中一项所谓的“3+2 模式”，允许俄罗斯

和中国加入供应商联盟。

2021 年， 捷 克 议 会 将 继 续 讨 论 适 用 于 谷 歌、 脸

书、苹果和亚马逊等跨国公司的数字服务税。2020 年 6

月，捷克执政联盟以 5% 的税率批准了该项征税。如果征

收该数字服务税，将可能会影响捷克同美国的关系。早在

2020 年 6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表示，美方正在调

查包括捷克在内的多个国家采用或考虑的数字服务税征收

问题。

捷克  梅图耶河畔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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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将在 2021 年继续建设太阳能电站 9 2021
01/14

2021 年第一季度，北马其顿将

启动装机容量为 60 兆瓦的太阳能电

站建设拍卖，该项目将得到上网电

价的支持。

北 马 其 顿 总 理 佐 兰· 扎 埃 夫

(Zoran Zaev)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宣布，

在成功完成 2020 年 62 兆瓦太阳能

光伏装置建设权的拍卖后，该国将

组织另外 60 兆瓦的类似招标。

2019 年，北马其顿组织了以私

人和国有土地溢价为支撑的太阳能

光伏电站建设拍卖。2020 年，政府

与 9 家公司签署了在国有土地上投

资的协议，并与 23 家投资者签署了

在私人土地上投资的协议。

他说，目前已经有几家太阳能

发电厂投入运营。他预计新的拍卖

会将带来 3500 万欧元的投资。

扎埃夫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

将北马其顿视为本地区可再生能源

行业的领导者。北马正在能源综合

体 REK Oslomej，即一个前煤矿场

地上建设一个 1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

厂，同时还将建设另外两个装机容

量为 50 兆瓦的设施，投资总额估计

为 6000 万欧元。

能源综合体 REK Bitola 计划新

建三座光伏电站，总容量为 160 兆瓦。

扎埃夫还宣布，已经为上述能

源综合体的三个新光伏电站的可行

性研究获得了拨款。

TEC Negotino 电厂已经启动了

准备可行性评估的招标，在 2021 年

上半年，将评估决定是否以公私合

营的方式建设一个新的燃气发电厂，

或者是否将该电厂出售。他说，该

项目可以吸引 2 亿至 5 亿欧元的投资。

北马其顿政府早前表示，计划将 210

兆瓦的 TEC Negotino 电厂从燃油电

厂转为天然气电厂。

扎埃夫还表示，2021 年将开始

建设 Bogdanci 风电场二期项目。该

立陶宛为吸引大型投资，推出“绿色通道”政策 8 2021
01/15

2021 年 1 月 1 日，立陶宛一批

立法修正案正式生效，为制造业、数

据处理和数据托管服务等大型项目

的国内外资本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

条件。

这些被称为“绿色通道”的一

揽子措施，涵盖了对投资法的一系列

修改，包括外国人的合法地位、国

土规划、就业和企业所得税等。这

意味着，当项目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将被认定为大型投资项目，可享受

一系列保障措施：

 投资总额超过 2000 万欧元 ( 或

在维尔纽斯投资超过 3000 万欧元 )

 至少将创造 150 个新的工作岗

位 ( 或在维尔纽斯至少创造 200 个

新工作岗位 )，并维持至少 5 年。

投资者必须在与立陶宛政府签

订的项目投资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

内达到上述指标。

而“绿色通道”将为大型项目

投资者提供下列保障 :

 税收优惠：对大型项目的投资

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期限从达到

固定投资额和平均员工人数起，最

长可达 20 年；

 免除从第三国招募的劳动者必

须获得工作许可证才可上岗的要求。

工人也不受就业或工作经验的资格

要求，从申请临时居留许可的当天

即可开始工作；

 享有更高效便捷的土地规划、

环境影响评估和国有土地租赁流程：

简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程序，无

需通过拍卖，免除编制大型项目详

细计划的繁琐步骤。

与立陶宛政府签署大型投资项

目的投资协议后，投资项目还将被

赋予国家重大项目地位，被给予更

高效顺畅的审批流程：公共行政部

门 ( 除某些例外情况，如涉及国家安

全公开披露的 ) 须在 3个工作日内完

成相关行政服务，并根据优先级别

对项目做出审批。

“绿色通道”的一揽子措施预

计将刺激创新投资，并将成为立陶

宛实现快速工业化转型的催化剂。

项投资将使风场的装机容量增加

13.8 兆瓦。

他还回顾说，采布伦 (Cebren)

水电项目吸引了投资者的强烈兴趣，

该国正在扩大与希腊等国的天然气

互联，并为家庭和企业开发零售网络。

北马其顿计划到 2024 年使可

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达到

50%，并逐步淘汰煤炭发电。

该国还在与通用电气公司商谈

建造一座燃气电厂，并将 REK Bitola

电厂改用燃气发电。

北马国有能源公司 (Elektrani na 

Severna Makedonija ESM) 最近暂停

了对保加利亚 Belene 核电站的投资，

并将重点转向在希腊建设一座天然

气发电厂。

1009

北马其顿  斯科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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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就《可再生能源法》征求意见 10 2021
01/04

2020
12/07

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公布了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法

律草案，并广泛征询公众意见。

据该部称，已经为能源部门的不同领域制定了准则，

这些准则只是起草过程中讨论的起点。

该部建议在《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NECP)》中确定

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消费总量和运输中的约束性份额。

  激励措施：溢价和上网电价

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将考虑以下激励措施。

1. 溢价，可以是固定的或浮动的；

2. 小型设施 (500 kW 以下的发电厂和 3 MW 以下

的风力发电厂 ) 采用固定激励，使用上网电价 (Feed-in 

Tariff)；小型设施可不必参与拍卖。

能源部已经针对不同发电领域分别制定了指南，提出

了对新建可再生资源电厂或改建电厂的激励措施，特别

是小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厂、沼气发电厂、风电场、太

阳能电站、地热发电和废物生物降解设施。根据目前的

信息，小型设施可免于拍卖。

溢价将通过溢价合同发放，可以是实物或金融合同

( 差价合同，CfD)，而上网电价则将通过签订购电协议

(PPA) 发放。

  使用可再生资源生产自用电力

据该部称，新的法案应使安装自用设施的消费者能

够获得在市场上出售剩余电力的权利。法律将规定确定

剩余能源价格的方法，还将讨论产销合一者 (prosumer)

的税务处理问题。

  可能引入为电动汽车安装充电器的义务

关于运输部门，该草案中的一项建议是由塞尔维亚

政府确定在加油站安装电动汽车充电器和政府部门采购

电动汽车的义务和激励措施；地方市政当局应在城市和

郊区交通中确立电动汽车的目标份额。

中东欧国家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数排名 11

气候变化绩效指数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由环境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家和国际气

候行动网络 (CAN) 以及智库“新气候研究所 (NewClimate Institute)”共同编制，它们评估了 57 个国

家及欧盟整体的气候表现，据此编制了该指数。

该指数是根据 14 个具体指标计算得出的。具体见后文。

根据该排名，中东欧 17 国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数排名如下：

( 注：暂无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黑山数据 )

二八纵览

在中东欧的排名 国 家 在全球的排名 指 数

1 拉脱维亚 13 61.88

2 立陶宛 15 58.03

3 克罗地亚 18 56.69

4 罗马尼亚 30 50.33

5 斯洛伐克 31 49.51

6 希腊 34 48.11

7 爱沙尼亚 38 46.01

8 保加利亚 44 42.64

9 捷克 47 38.98

10 波兰 48 38.94

11 匈牙利 50 38.22

12 斯洛文尼亚 51 37.02

北马其顿  斯科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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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阿尔巴尼亚公司从中国投资者手中 
收购地拉那国际机场特许经营权 12

复旦大学可能于 2024 年在匈牙利设立校区 13

12 月 28 日，阿尔巴尼亚多元化集团 Kastrati 宣布，其以 7100 万欧元 (8680 万美元 ) 的价格，

从中国公司 Real Fortress 手中收购了阿尔巴尼亚国际机场运营商 TIA 的股权，接管地拉那特蕾莎修

女国际机场的特许经营权。

Kastrati 市场公关部向媒体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上述交易协议已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签署，并

于 12 月 18 日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 (NBC) 予以备案登记。国家商业中心是阿尔巴尼亚政府负

责发放营业执照的国家机构。据《地拉那时报》上周报道，Real Fortress 在 2016 年以 8225 万欧

元的价格购买了 TIA 100% 的股权，相关特许经营权合同将于 2027 年到期。

Kastrati 是一家以烃类产品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为主，经营囊括保险、建筑、房地产、酒店、旅游、

汽车制造、零售、广告等行业的多元化集团。

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国际机场。

1 美元 = 0.8178 欧元

《匈牙利日报 (Magyar Nemzet)》1 月初报道，中国复旦大学将于 2024 年在匈牙利开设分校。

报道称，匈牙利政府将从 2021 年预算中拨出 8.21 亿福林用于校园相关建设投资。

匈牙利创新技术部表示：“复旦大学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此次在匈牙利开设分校将极

大地促进匈牙利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复旦大学匈牙利分校将“推进优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并助力匈牙利成为该地区的知识中心。

此外，复旦大学匈牙利分校的设立还可能激励中国企业在匈牙利设立研发中心。

2020
12/28

2021
01/11

1、国际气候政策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2、国家气候政策

(National Climate Policy)

3、TPES / 人均 2030 目标与低于 2° C

的兼容途径相比

(TPES/Capita 2030 Target compared 

to a well-below-2° Ccompatible 

pathway)

4、当前的TPES /人均水平与低于2°C

的兼容途径相比

(Current Level of TPES/Capita 

compa red  t o  a  we l l - be l ow-

2° Ccompatible pathway)

5、TPES / 人均过去趋势

(Past Trend of TPES/Capita)

6、当前能源使用水平 (TPES / 人均 )

(Current Level of Energy Use(TPES/

Capita))

图 4：气候变化绩效指数的构成指标

7、与低于 2° C 的兼容途径相比的《可

再生能源 2030 年目标》

(Renewable Energy 2030 Target 

compared to a well-below-2° C 

compatible pathway)

8、与低于 2° C 的兼容途径相比，每

个 TPES 可再生能源的当前份额

(Current Share of Renewables per 

TPES comparedto a well-below-2° C 

compatible pathway)

9、当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Current Level of GHG Emissions per 

Capita)

10、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过去趋势

(Past Trend of GHG Emissionsper 

Capita)

11、当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与低

于 2° C 的可比路径相比

(Current Level of GHG Emissions per 

Capita compared to a wellbelow-

2° C compatible pathway)

12、与低于 2° C 的兼容途径相比，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2030 

Target compared to a wellbelow-

2° C compatible pathway)

13、按 TPES 划分的可再生能源的当

前份额

(Current Share of Renewables per 

TPES)

14、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供应

(Development of Energy Supply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气候变化绩效指数 (CCPI)”的 14 个指标具体如下：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中东欧
视界

CEE HORIZON

15 16

“常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拉德茨基元帅

2021 年 1 月 1 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如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与

往年不同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次是该音乐会首次以无现场观众方式举行，奥地利广播公司

通过直播向全球乐迷呈献了这场文化盛宴。而与往年相同的一点是，这场音乐会结束之前，仍然

演奏了著名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作为返场曲目 14。自 1946 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该曲目以来，

几乎每一年都会演奏它，让人总能想起一位名叫拉德茨基的老人。

那么这首进行曲里的“拉德茨基”到底是谁？作曲家又为什么要以他的名字为这首曲子命名

呢？他和中东欧国家有什么关系？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于 1848 年写成，是为赞颂

奥地利一位伯爵、元帅约瑟夫·拉德茨基 (Joseph Radetzky) 对国家立下的战功而创作的。这位

拉德茨基伯爵的出生地位于今日的捷克境内，当时是波西米亚王国。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如今的

国界线来看，拉德茨基元帅应该算是捷克人。根据一家捷克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一点在捷克也是

鲜为人知 15。这位伟大的元帅曾服务于五位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在军中服役了 72 年，参加了至

少 17 次战役，直到 1857 年，当其已经是 90 岁高龄时，才获得皇帝的批准退休、得以安享晚年，

可见他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的重要性。

1766 年 11 月 2 日，他出生于波希米亚王国内、如今布拉格市以南的塞德尔恰尼 (Sedlcany)

附近，生在特舍布尼采城堡 (Chateau Trebnice)。

拉德茨基于 1784 年作为军校学员加入了奥地利的第 2 胸甲骑兵团 ( 就是配备了胸甲、马刀和火器的骑兵，属于重

装骑兵 )，并在 1788-1789 年参加了土耳其战争。从 1792 年到 1795 年，他在荷兰和莱茵河战斗，主要的对手是当

时已经发生了大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直到 1814 年拿破仑被彻底击败。

而后从 1814 年至 1848 年，拉德茨基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期间于 1836 年、他 70 岁生日那天被任命为

陆军元帅，并担任伦巴第 - 威尼斯人王国的奥地利军队总司令。

1848 年 3 月，意大利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拉德茨基元帅处于抵抗叛乱的前线。这也是第一次意大利独

立战争的开端。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不幸的是他们遇上了拉德茨基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元帅。1848 年 7 月，在意大利

维罗纳附近的库斯托扎 (Custoza) 发生了奥军与意大利军队的战役，奥军获胜。

为了歌颂拉德茨基元帅在这次战役取得的胜利，著名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创作《拉德茨基进行曲》献给他，

并于 1848 年 8 月 31 日在维也纳首演。这首曲子由对比鲜明的两部分构成。强劲有力的引子之后是第一部分主题，仿

佛让人们看到了一队步兵轻快地走过大街。反复一遍之后，音乐经过一个全乐队齐奏的过渡句，随后出现的是与前面

主题相对比的轻柔主题，优美动听。音乐最后在反复第一部分的主题后结束。

这首曲子第一次在奥地利军官们面前演奏时，他们跟着音乐的节拍鼓掌、跺脚、打节拍，这种欢快的气氛一下让

这首曲子广受欢迎，也让拉德茨基元帅的事迹随着这首曲子流传多年。

万花筒

图 5：拉德茨基伯爵的肖像画 16

图 6：拉德茨基元帅的出生地、特舍布尼采城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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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老约翰·施特劳斯创作出《拉

德茨基进行曲》的同一年，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影响下，

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了一批带有革命进步倾

向的曲子，比如“自由之歌圆舞曲”、“学生进行曲”、“街

垒之歌”等等。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歌曲都没

有像他父亲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样广为流传。这说

明大众的音乐审美并不会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进步”

还是“保守”、“革命”还是“保皇”，最能打动人的

音乐才能获得最广泛的传播。

1856 年 12 月 17 日，拉德茨基元帅在意大利维罗

纳向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递交了辞职信：“尊敬的陛下，老臣已服役 72 载，虚活

90 岁，现迫于天命，卑微请辞。臣常沐圣恩，今次也请

陛下恩准老臣的辞呈。臣年纪老迈，固然行动不便，但

只要臣一息尚存，都会全心全意祈祷天佑我朝社稷，祝

福陛下江山永固，直至臣卑微地归于尘土。”18

拉德茨基元帅于 1858 年 1 月 5 日在意大利米兰死

于肺炎。他死后长眠于奥地利北部黑尔登贝格的纪念地

(Heldenberg Memorial)19。当时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

瑟夫一世也出席了他的葬礼。1863 年 2 月 28 日，弗朗

茨·约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发布诏书，将拉德斯

基列入“最值得永恒效仿的奥地利最著名的元帅和将军”

名单。

根据捷克媒体报道 21，1858 年 11 月，布拉格曾为

拉德茨基元帅树立了纪念碑，位于今日小城广场上 ( 捷

克语：Malostranské námestí)。1918 年，捷克斯洛伐

克独立后，这座纪念碑被遮盖了几个月，而后于 1919

年被拆除并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捷克人并没有像对待

其他一些与哈布斯堡王朝有关的纪念碑那样，把拉德茨

基元帅的纪念碑毁坏。近年来，也有捷克人讨论，希望

将它重新安放在捷克的街道上。这可能是因为，捷克人

看在了这位元帅出生于捷克的情面上吧！

图 7：拉德茨基伯爵的安息之所 20

图 8：曾经位于布拉格的拉德茨基元帅雕像照片，1900 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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