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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社会保
险，特别是在危机期间落实的紧缩
措 施 而 遭 受 的 很 大 的 影 响 。 2015
年，国家最低工资得到大幅度增
长、医生和教师们的工资要增加、
退休金增加 5%，为了生活在严重贫
国投资提供便利、使工业园和科技
同时，由于拥有 92，5 亿欧元 困线之下或残疾人员将落实支持措
园发展并支持科技教学。同时，预 的储备资金，预算确保罗马尼亚金 施。预算特别向劳动部、财政部、
算 依 靠 结 构 资 金 和 融 合 基 金 增 减 融安全，该资金能够覆盖政府向人 农业部、欧盟资金部、交通部和经
80%。
民 6-7 个月内提供的工资和退休金。 济部分配最大的资金。相反，卫生
在制定 2015 年的预算草案时，
这样，欧元区可能重新发生的 部、文化部、管理部和内务部得到
罗负责人完全遵守对欧盟委员会和 衰退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动乱所引 的资金低。反对派主要政党自由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承诺，所 起的差不多所有的危险都会消除。 已经宣布将反对该预算草案，因为
以考虑赤字为 1，83%和通货膨胀率 为了加强公共金融可持续性并增加 预算制定人没有明确指出向投资资
为 2，2%。
改革可信度必须继续实行财政坚固 源的情况。
（编辑 李锐）

罗马尼亚的预算

>>简明新闻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政府星期五举行特
别会议，以通过 2015 年的国家预
算。明年的预算以 2.5%的经济增
长、2.2%的通货膨胀率和 1.8%的
预算赤字为基础。按照预算草
案，对劳动部、财政部、农业
部、欧盟资金部、交通部和经济
部拨出的款项最高，卫生部、文
化部和内务与行政管理部的款项
最低。新预算草案星期五递交给
议会，最后投票将于 12 月 21 日进
行。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的欧洲学院向罗马
尼亚广播公司授予了 2014 年广播
电台促进欧洲精神和价值观优秀
奖。罗广公司在欧盟委员会的资
助下有关欧洲主题制作并播送的
节 目 EuranetPlus 被 授 予 奖 项 。
EuranetPlus 的成员包括来自几个
欧盟成员国 15 家国营和私营广播
电台。每天的收听率大约两千万
听众。

利马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利马
举行谈到气候变化的峰会上宣布，
人类仍然处在错的方向，可能达到
灾难。代表各国谈判员为了准备明
年在巴黎签署条约的基础而进行
了会晤。各国必须做出的最重要决
定有关于每个国家在遭受气候变
化影响时所要采取措施的种类和
幅度。贫穷国家和富有国家间仍然
将全球减低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纷歧。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
始减低污染气体排放量。不过，发
展中国家主张造成问题的那些国
家要承担责任大部分。
布加勒斯特
外交部长奥雷斯库星期四同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霍玉珍举行
告别会。借此机会，奥雷斯库对
中国大使的活动表示赞赏，并对
她对促进罗中两国的友谊关系做
出的贡献深表感谢。霍玉珍对罗
官员在她在布加勒斯特开展使命
期间不断对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两位高级官员分析了
双边关系的状况，并强调说贸易
往来的上升局势证明两国在经济

基辅
乌克兰总统博罗申科星期
五，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
分离主义分子 24 小时期间没有发
生冲突的背景下，对他所谓的国
家东部真正的停火协议表示欢
迎。这是最近七个月在该地区首
次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自从 4 月
发生战争以来在该地区有 4300 多
人死亡。另一方面，总理亚采纽
克声称，乌克兰濒临破产。
布鲁塞尔
欧盟下令禁止所有利比亚航
空公司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领空
飞行，理由是利比亚正在遭受的
战乱会影响飞行安全。欧盟委员
会指出，这项措施针对所有 7 家
利比亚航空公司，欧盟委员会交
通事务专员维莱塔·布吕克解释
说，在利比亚最近发生的事件导
致的局面致使其民航局不能再使
利比亚航空业履行安全义务。利
比亚及其它 20 个国家的约 310 家
航空公司被欧盟列入禁飞欧盟领
空的黑名单中。
（稿件由罗国际台提供）

罗政府同国际债权机构达成原则协议
罗马尼亚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谈判
代表就 2015 年国家预算的主要规定
达成协议。罗总理彭塔指出，明年的
预算以 2.5%的经济增长和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 1.83%的预算赤字为
基础。他还确保说，2015 年将不增加
税收，也不将放弃现行的和 2015 年
承诺开始施行的经济和社会措施。
他说：
“首先，2015 年的预算不是
在增长税率的基础上拟定的。16%的
单一税制继续生效。在拟定明年的预
算时还考虑了另一个将要降低的税
率，这就是建筑税，该税将从 1.5%下
降到 1%。这是一个基本目标。所有现

行的措施，无论是为了促进经济，还
是为确保社会正义都被纳入新预算
草案中。”
总理解释说，这指的是将雇主必
须付清的社会保障金减少 5%、再投
资收益免税、加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津贴以及将残疾人津贴增长 16%等
措施。总理蓬塔声称，明年的消费不
会受到太大的压力，并按照规定这些
计划将会收到欧盟联合融资。
反对派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降
低投资。国家自由党众议员亚罗米察
努说：
“负面影响是，我们的预算不将
用来促进发展，而仅仅能维持生活，
因为蓬塔政府在 2015 年预算中接纳

一周要闻回顾
1.罗官员同国际债权机构举行
的长达几天的马拉松谈判后制定
了 2015 年国家预算的重要指标。
预算特别向劳动部、财政部、农业
部、欧盟资金部、交通部和经济部
分配最大的资金。相反，卫生部、
文化部、管理部和内务部得到的资
金低。
罗总理彭塔指出，明年的预算
以 2.5%的经济增长和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 1.83%的预算赤字为基
础。他还确保说，2015 年将不增加
税收，也不将放弃现行为 2015 年承
诺开始施行的经济和社会措施。
他说：
“首先，2015 年的预算不是在
增长税率的基础上拟定的。16%
的单一税制继续生效。在拟定明
年的预算时还考虑了另一个将要
降低的税率，这就是建筑税，该税
将从 1.5%下降到 1%。这是一个基
本目标。所有现行的措施，无论是
为了促进经济，还是为确保社会正
义都被纳入新预算草案中。”
2015 年，国家最低工资得到大
幅度增长、医生和教师们的工资要
增加、退休金增加 5%，为了生活在
严重贫困线之下或残疾人员将落
实支持措施。
2.外交部长奥雷斯库星期四同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霍玉珍举行
告别会。借此机会，奥雷斯库对中
国大使的活动表示赞赏，并对她对
促进罗中两国的友谊关系做出的
贡献深表感谢。霍玉珍对罗官员
在她在布加勒斯特开展使命期间
不断对她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两位高级官员分析了双边
关系的状况，并强调说贸易往来的
上升局势证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
良好合作。双方就推动并继续促
进经济合作，以及有关挖掘两国之
间存在的投资潜力达成共识。罗
外长和中国大使还提到了去年在
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峰

会的成果，并强调了尽快实现在该
峰会上商定的计划的重要性。罗
外长对中国外长王毅转达了 2015
年对布加勒斯特进行访问的邀请。
3.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希
腊 3 国的能源部长星期二在布鲁塞
尔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欧盟支援
在东南欧地区发展新的天然气运
输基础设施。一个星期前，俄罗斯
宣布将放弃“南溪”天然气管道的
修建。该管道的目的是从 2015 年
起绕过乌克兰向欧洲南部供应俄
罗斯天然气。在该声明中，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表示希望发展
新的垂直走廊，其目的是不断地供
应天然气，以黑海里的资源为基
础。负责能源一体化的欧盟委员
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宣称，欧盟委
员会已经做好准备考虑到欧盟资
金的使用，以便对这些国家的能源
系统更坚实的一体化做出贡献，即
在欧盟能源的框架内。
4.根据 Inscop Research 这家调
查统计公司为罗马尼亚《真理报》
完成的调查研究，在罗马尼亚政治
机构排行榜上总统府占第一位，而
在执行机构排行榜上军队就为第
一位。罗马尼亚社会或私有机构
排行榜上，教会占在第一位。谈到
国际机构，罗马尼亚人最相信的就
是欧盟，北约和联合国分别占在第
二位和第三位。

5.罗马尼亚的欧洲学院向罗马
尼亚广播公司授予了 2014 年广播
电台促进欧洲精神和价值观优秀
奖。罗广公司在欧盟委员会的资
助下有关欧洲主题制作并播送的
节 目 EuranetPlus 被 授 予 奖 项 。
EuranetPlus 的成员包括来自几个
欧盟成员国 15 家国营和私营广播
电台。每天的收听率大约两千万
听众。 （稿件由罗国际台提供）

的消费和增长不是为了投资。投资反
而被降低，而最大幅度的降低就在国
家投资。”
国际财政机构的代表团已经离
开了布加勒斯特，但他们发表了一份
媒体公报宣布，有关 2015 年预算大
纲已经达成了原则协议。他们指出，
所达成协议的预算赤字符合中期预
算目标，但同时提供为加快吸收欧盟
资金速度所需的框架。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欧委会和世行的代表团明年 1
月将再次来罗访问，对正在开展中的
协议进行评估。罗政府星期五将在议
会里介绍预算草案，12 月 21 日进行
投票表决。 （稿件由罗国际台提供）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发动了取得 2021 年
欧洲文化首都地位的比赛。据罗
文化部长最近宣布，希望参加此
次比赛的城市用 10 个月的期间来
准备并递交候选市文件。按照欧
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作出的决
定，罗马尼亚和希腊能为 2021 年
欧洲文化首都分别制定一个城
市。罗马尼亚至今有 8 个城市表
示打算参加比赛，这些城市有：
克鲁日、圣乔治、布拉索夫、蒂
米什瓦拉、阿拉德、雅西、布加
勒斯特和克拉约瓦。罗马尼亚中
心地区的锡比乌市 2007 年当欧洲
文化首都。

领域的良好合作。双方就推动并
继续促进经济合作，以及有关挖
掘两国之间存在的投资潜力达成
共识。罗外长和中国大使还提到
了去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中
国-中东欧峰会的成果，并强调
了尽快实现在该峰会上商定的计
划的重要性。罗外长对中国外长
王毅转达了 2015 年对布加勒斯特
进行访问的邀请。

时事
述评

年底的经济决定

布加勒斯特
执政联盟制定的未来纲领主
题中有宪法和选举法的修改。 罗
马尼亚总理蓬塔最近会见了将参
与未来政府的政党领导人并的确
指出星期一就要求议会向新的政
府结构投支持票。考虑到匈民联
曾宣布将离开政府联盟，蓬塔依
靠罗马尼亚进步联盟、保守党和
前总理特里恰努构成领导的新自
由党的支持。蓬塔还宣布，通过
宪法的修改希望地方领导人和议
员享受最多两个连续任期。 同
时，在议会方面上政府联盟希望
2015 年完成电子邮件投票系统。
总的来说，2015 年至 2016 年的政
府纲领包括 15 个重要趋向，特别
强调打击逃税以及欧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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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布加勒斯特政府的消
息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加 2， 5% 的
2015 年的预算反映出战略方面的结
构改革加速。不仅如此，但政府将
致力于使经济增长达到 3%以上，而
总理顾问索戈尔指出，达到上述目
标还依赖外交状况。据索戈尔指
出，2015 年的预算集中在投资和工
作岗位的建立上。用于投资的消费
比今年多 24%，而预算结构重视私
有领域，为此增加了欧盟资金吸收
的联合融资，建立了国有确保计划
和补贴。
与此同时，预算规定向农业生
产者提供更大的支持、向增值的外

星期六

在 11 月总统选举的激
情逐渐消散之后，经济问题
变成罗马尼亚政界的当务之
急。罗官员同国际债权机构
举行的长达几天的马拉松谈
判分析了拟定 2015 年国家
预算的重要指标。
其中，
预算
赤字预测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83% ，比 罗 政 府 预 期 的
1.4% 要 高 。罗 方 要 求 主 张
2015 年计算消费品税的兑
换率，
但未能得到同意。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坚决要求有预
算结余。
因此，
消费品税将像
今年一样按照一欧元兑换
4.73 列伊的汇率来计算。
负责预算事务部长级
代表沃尔科夫解释说，按照
政府对税收法进行的修改，
消费品税从明年开始将用列伊，而
从 2016 年每年按照通胀率更新。他
说：
“我们采用了很多欧盟国家利用
的方法，并认为我们的计算标准不
应是欧元而应是列伊和通胀率，像
往年一样在计算两者的平均数字。
于是，所改变的只不过是计算方法
而已，我们并不是按照欧元不同的
水平来计算。罗方同货币基金组织
和欧盟委员会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
了，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水平。罗方
原来提出的水平不同。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讨论的任何
建议都不涉及增税，而仅仅讨论了
减税的问题，但按照最后达成的协
议，只有在看明年具体收入之后才
能采取减税的措施，包括减少消费
品税，因为至今为止进行的讨论主
要集中在减少增值税上。”
沃尔科夫认为，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将于明年完成，
但不将延期。沃尔科夫补充说，罗马
尼亚拥有 92，5 亿欧元的平准基金，
允许政府在不要求贷款的条件下，
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 6 至 7
个月的期间内覆盖对公民的所有财
政义务，
如工资和退休金。

（稿件由罗国际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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