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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2014年的挑战---大选/申根
今年在罗马尼亚在举行
欧洲议员和总统选举，在外
交政策范围我国保持加入申
根地区的目标。本月，罗官
员等待欧盟委员会发表有关
合作与核查机制的报告。
2014年是罗马尼亚的大
选年；罗马尼亚人将在今年
5月前往投票所选出32名欧
洲议员，并在年底选出国家
总统，然而近几年来一般人
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选举
的兴趣，而目前看起来情况
毫无改进。最近有关欧洲议
会的一次民调显示，近90%
的罗马尼亚人连选举日期也
不清楚，三分之一不知道
任何罗马尼亚欧洲议员的姓
名。此外，78%的罗马尼亚
人不晓得欧盟委员会主席是
谁，而只有7%的被调查者对
罗马尼亚欧洲议员开展的活
动感到满意，四分之一对此
表示不满，其中近一半人提
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保护
罗马尼亚人的利益。尽管参
加此次欧洲议员选举的选民
估计会少，分析家认为，这
选举会揭露各政党在年底总
统选举中的动员方式。在接

受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的
采访时，安德列•泽拉努教
授说：“一般情况下，欧洲
政治现实并不引起欧盟公民
的关注，罗马尼亚大概也不
例外。依他之见，各政党大
概会开展思想上的争斗，但
也将使用在国内竞选活动中
常用的手段，如制造丑闻和
人身攻击。
安德列•泽拉努教授说：
“在罗马尼亚及其他各国，
欧盟政治问题一向被忽视而
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欧盟
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很多决
定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各个政党不知道如何向公众
谈及欧盟的主题，于是宁可
谈及国内问题，其中大多是
基于仇恨、或扮成受害者或
在敌手身上抹黑等等，而并
不提出重要的倡议。”
今年年底的总统选举已经
提名了三位候选人：社会自
由联盟支持的克林•安东内
斯库、民主自由党支持的克
德林•普雷多尤和公民实力
党的代表米哈伊•勒兹万•翁
古良努。安德列•泽拉努并

不排除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
选举的可能。他说：“2014
年当选的新总统也许会沿袭
旧例，也可能会放弃现任总
统博塞斯库的政治路线。但
接管下任总统职务的人应该
与前任有完全不同的特色，
因此我认为，所有公民都
很想知道他是谁，有什么
特色。”安德列•泽拉努认
为，总统的形象会引起公民
的关注，因此比欧洲议会选
举将有更多的公民参加。
在外交政策方面，罗马
尼亚本月等待欧盟委员会发
表有关合作与核查机制的报
告。这项报告是在众议院于
12月10日通过了刑法法典的
几个修正案之后发表的，其
中一个就是解除总统和议员
的公务员身份。按照这规
定，不能再对总统和议员因
腐败行为-如： 滥用职权、
受贿、或利用职权达到个人
目的，或利益冲突问题而进
行调查或惩治。在通过这些
修正案不久之后，罗总统提
醒人们要注意在合作与核查
机制上引起的后 果。博塞
斯库说：“在刑法上作出有

利于政治家的修改是不可原
谅的行为，而我现在就可以
告诉你们这将会如何反应在
合作与核查机制的报告里。
未免会出现：“缺 乏反腐败
所需的政治意愿”的类似评
论。”在从西方国家驻布加
勒斯特大使馆得到不赞同的
情况下，再谈取消合作与核
查机制被认为不合时宜的。
另外，罗马尼亚原定于
2011年加入申根地区的日期
仍然是个难以达成的目标。
布鲁塞尔在12 月举行的司法
与内务理事会会议上，罗马
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重申，
已经满足了申根法律的所有
标准，并已获得所有欧盟成
员国的承认。罗保两国发出
表示失望的政治声明：认为
没有任何具体的司法理由再
来推迟它们加入申根地区的
日期。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必
须在2014年巩固2013年的经
济增长。今年的国家是以预
计的国内生产总值2,2%的经
济增长、2,4%的通货膨胀率
和4,45的欧元-列伊兑换率作
为预算基础。

如何利用来自欧盟的资金
吸收来自欧盟的资金对
罗马尼亚官员来说仍是头疼
的问题'同时欧盟委员会再
次对布加勒斯特政府的无能
提出批评。所有分析家一致
对继续使用欧盟资金，以复
苏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罗
马尼亚的经济表示支持。相
反，罗当局给人留下的印象
就是，没有把欧盟资金作
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工具，如
投资预算的减少、严格的紧
缩措施和私有领域局势的恶
化。这样，在2007年至2013
年期间欧盟向罗马尼亚提供
的190亿欧元资金只吸收了
33，47%。
欧盟委员会严厉批评罗
政府的方式，发布公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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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这方面罗马尼亚排在
欧盟国家的最后。尽管如
此，布加勒斯特负责人似乎
一如既往，无能力吸引来自
欧盟的资金，由此星期一欧
盟委员会批评罗政府，称
“罗马尼亚还是没有学习吸
收来自欧盟资金的课程。”
这样，布鲁塞尔专家们指
出，为使用2014年至2020年
的欧盟资金罗政府制定的首
次合作伙伴协议的内容并没
有战略性的眼光、内容模棱
两可，并没有吸取以往的教
训。
欧盟委员会把这些缺点
通过罗马尼亚驻布鲁塞尔使
馆转发到布加勒斯特，并对
在2013年10月份制定首次合

本报讯 罗马尼亚2013年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198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1，5%，低于罗马尼亚国家
银行以前制定的1%的目标。国家统计学院指出，这主
要归功于一些食品价格的降低，因为去年农业获得大
收获，一些食品价格降低2%。不过，非食物和服务价
格上涨了3，4%。廉价的食品中有鸡蛋、葵花子油、
水果、砂糖、面包等面粉加工业产品。不过，土豆、
大豆等豆科植物的价格增长，除此之外，水、污水处
理、排污、烟草和香烟、天然气及电能的价格都略有
增长。
据罗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罗经济分析家多基亚说，
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不会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立竿见
影的影响。他说："最近食品价格降低可能对大多数人
都很重要，因为罗马尼亚人每天消费篮子中的食品比
例很大，特别是对收入较低的那些人，食品消费占总
消费的一半以上。可是通货膨胀率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不会很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必再为涨价产生
这种永久性的惧怕心理，正如不同统计学院所进行的
舆论调查，因为这也是大多数人最主要后顾之忧。"
国家银行行长伊色类斯库指出，"2014年上半年通
货膨胀率继续降低，但是随着去年一年良好收成所带
来的积极影响逐渐暗淡的情况下， 通货膨胀率将恢复
上升趋向。"
多基亚分析家指出，由于膨胀率的降低，罗马尼亚
加入欧洲发展国家。他说，"对罗马尼亚来说这确实是
一种记录，因为这使我们处在欧洲标准之内。因为欧
洲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很低，有的国家出现通货紧
缩现象， 而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

作伙伴协议内容发表评论。
罗马尼亚政府在十月份制定
的文件中解释了使用欧盟新
预算资金的方式。欧盟委员
会发表评论文件后，负责欧
盟资金的罗马尼亚有关部门
称，对欧盟机构的不满意见
进行分析，
并对在制定
合作伙伴关
系协议最后
内容的过程
给予关注。
在这种
情况下，反
对党不会错
过批评政府
的机会。目
前，最重要

反对党，自由民主党 – 即
2008年至2012年的执政党，
要求负责欧盟资金部长辞职
并认为这个话题必须进行公
共讨论，进行文件修改，并
在议会专门委员会上进行协
商。来源：罗国际广播电台

德担忧罗马尼亚成入境欧盟后门
据德媒体报道 德国内政官员指出，罗马尼亚政府让紧邻
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人民大批入籍，由于包括德国有9个欧盟
国家今年起开放罗马尼亚人民自由迁徙，有可能因而涌入德
国的贫穷移民更多。
欧盟成员罗马尼亚如果入籍法规宽松，可能成为非欧盟
国家人民进入欧盟地区的后门。德国巴伐利亚邦和萨克森邦
的内政厅长最近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忧虑。
根据德国媒体报导，在2011年和2012年入籍罗马尼亚的
外国人大约有15万2000人，其中11万2000人是摩尔多瓦人。
在1991年到2012年之间，入籍罗马尼亚的外国人总计达33万
5000人，其中多半是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多数都是近年
来申请入籍。
由于罗马尼亚政府准许申请入籍者仍留在原居住地，所
以有不少人从邻近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提出申请。罗马尼亚
政府预期这两年申请人数会达到70万到80万之间。
摩尔多瓦人申请的条件最为宽松，只要上溯到祖父母
辈的3代人当中有人曾持有罗马尼亚身分证件，即可提出申
请。这类背景的摩尔多瓦人申请入籍，在罗马尼亚政府看来
犹如回归，因为今日的摩尔多瓦共和国部分地区在1918年到
1940年之间是属于当年的罗马尼亚王国。
自从2007年罗马尼亚成为欧盟的一员，许多摩尔多瓦人
都希望能入籍罗马尼亚。入籍目的不是到罗马尼亚生活和发
展，而是拿着罗马尼亚的护照就有机会到欧洲其他国家找工
作。摩尔多瓦经济发展落后，平均国民所得大约1个月只有
1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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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布加勒斯特２月１６日电（记者林惠芬）罗
马尼亚国家统计局１６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罗全国人口呈持续下降趋势。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罗全国人口为２１５０万，同比减少了
０．１４％。
根据罗国家统计局１６日发布的公报，２００８
年罗人口继续下降，不过下降幅度低于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罗人口自然负增长率为千分之１．４７，而
２００７年为千分之１．７。
２００８年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均高于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年罗死亡人数为２５．３２万人，死亡率
为千分之１１．８，而２００７年为千分之１１．７。
２００８年罗新生儿达到２２．２７万，比２００７
年 多 ８ ０ ０ ０ 人 ， 出 生 率 为 千 分 之 １ ０ ．４ ７ ， 而
２００７年则为千分之１０。新生儿死亡率为千分之
４．５，低于２００７年的千分之４．７。
据报道，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５年，罗总人口下
降了１００万。罗马尼亚专家认为，目前人口持续负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只有１．３
人，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更新所需的２．１人的水平；
此外，该国对外移民现象严重，目前在国外打工人数每
年维持在２００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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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星期
四在布鲁塞尔同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讨论罗马尼亚加
入申根地区的问题。这次会晤是在罗总统的要求下举行
的。
伯塞斯库星期三出席各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会晤时
宣布，对罗马尼亚来说，加入申根地区是欧盟一体化的
重要因素，除了技术条件之外罗马尼亚不会接受其他的
条件。罗马尼亚原定于2011年加入申根地区，但这个目
标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对多次被推迟，同时要求罗马尼亚
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加强反腐斗争。
伯塞斯库同范龙佩进行的会谈上还涉及到摩尔多瓦共
和国和欧盟协会以及为欧盟市场供应天然气的南部管道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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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星期四宣
布，罗政府下周开始拟定落实去年11月份借中国-中东欧
峰会之际同中国政府制定的项目日程表。罗中代表签署
了共同建立技术园区，并恢复向中国出口牛肉和猪肉，
同时还包括核电和热电等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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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法国汽车制造者雷诺集团所属的
罗马尼亚达契亚汽车公司2013年的销售量在欧洲汽车销
售排行榜上名列第一位。据欧洲汽车制造者协会报道，
2013年达契亚汽车销售增加23%，达到30万辆。
该协会发表的数据还显示，罗马尼亚达契亚牌在欧洲
市场的份额达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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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努兰女士上星期六
在布加勒斯特会见了罗外长克罗吉安。他们讨论有关两
国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双方经济关系以及在北约框架
内进行的合作。
努兰女士祝贺罗马尼亚今年庆祝加入北约10周年的
时刻，同时强调说罗马尼亚和美国间的“战略性盟友强
大”。努兰女士上星期五同罗伯塞斯库总统也进行了会
谈。
美国副国务卿对罗进行的访问属于对欧洲进行巡访的
一站。对欧洲进行访问的国家包括北约成员国荷兰、德
国、立陶宛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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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马尼亚宪法法院星期三决
定，上个月参议员对刑法典作出的修改是不符合宪法
的。宪法法院答复了主要反对政党：民主自由党向最高
上诉和司法法院提出的投诉。最高上诉法院认为这些修
改同法治国家的运行是不相容的。自由民主党否认的是
国家总统、议员们以及自由职业者不再被列入公务员的
行列，这意味着为进行的各种罪行，如：腐败、滥用职
权、受贿、施加影响、利益冲突等可以不被调查和处
罚。进行修改后，伯塞斯库总统、主要司法机构、反
腐败局、廉洁局以及西方驻罗的一些使馆作出了坚决反
应。执政联盟中的社会自由联盟宣称打算重新讨论有关
刑法典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