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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欧尔班总理演讲综述
刘作奎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ꎬ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维克托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３ 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ꎮ １３ 日上午ꎬ欧尔班总

理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并围绕匈牙利在欧

洲的定位、匈牙利与欧盟关系、中匈双边关系

等议题发表演讲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

光出席并致辞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主持演讲会ꎮ 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新闻媒体以及外国驻华使团的代表约

二百人出席演讲会ꎮ 随欧尔班访华的匈方代

表团主要成员匈牙利外交部长、国民经济部

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交

的国务秘书、国家银行行长、匈牙利科学院院

长等陪同与会ꎮ

王伟光院长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ꎬ

对欧尔班总理在中匈建交 ６５ 周年即将到来

之际ꎬ来华访问并莅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

演讲ꎬ表示热烈欢迎ꎮ

王院长在致辞中对匈牙利人民为人类文

明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赞赏ꎮ 他说ꎬ匈牙利

是在科学文化领域有着杰出成就的国度ꎮ 匈

牙利被称为发明家之国ꎬ产生过十几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ꎬ培养出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社会

科学家ꎮ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音乐家李斯特

世界闻名ꎬ其作品也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ꎮ

伟光院长指出ꎬ中匈两国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ꎮ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之一ꎮ 自 １９４９ 年两国建交以来ꎬ中匈两

国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的考验ꎬ始终

保持友好往来ꎬ是真诚合作的好朋友、好伙

伴ꎮ ２００４ 年ꎬ两国关系提升到友好合作伙伴

的新高度ꎬ进入到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ꎮ

近年来ꎬ中匈领导人多次互访ꎬ体现了对发展

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ꎮ

最后ꎬ王院长表示ꎬ社科院要进一步加强

与匈牙利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ꎮ 他说ꎬ中匈

两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ꎬ是两国人文交往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ꎬ也是国家的主要智

库之一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有 ３８ 个研究

院所ꎬ４０００ 多名专业研究人员ꎬ研究领域广

泛ꎬ涵盖经济、社会、国际、政治、法律、哲学、

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考古等几乎所有的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ꎮ 多年来ꎬ中国社会科学院

与匈牙利科学院等相关学术机构和高校ꎬ保

持着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ꎬ不仅增进了中

匈学者之间的理解与友谊ꎬ也促进了两国在

各个领域的合作ꎮ 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ꎬ中

国社会科学院和匈牙利科学院刚刚签署了新

的合作框架协定ꎬ两院将以更加密切、深入的



合作ꎬ为中匈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ꎮ

随后ꎬ欧尔班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

讲ꎬ在半个多小时的发言中阐述了匈牙利在

欧洲的独特性以及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努

力、匈牙利与欧盟关系、中匈所面临的合作机

遇等ꎮ

欧尔班首先强调了这次访华的重要意

义ꎬ他说ꎬ这次访华带来了庞大的代表团ꎮ 匈

牙利政府部门很少ꎬ只有 ８ 个部ꎮ 其中 ４ 个

部的部长随行来到中国ꎬ还有许多企业家ꎬ以

及匈牙利科学院院长、匈牙利央行行长等ꎮ

这表明匈方对此次访问高度重视ꎬ希望将中

匈交往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ꎮ

演讲中ꎬ欧尔班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匈牙

利在欧洲的位置以及危机前后欧洲的发展形

势ꎮ

他说ꎬ在中东欧地区ꎬ匈牙利左侧是日耳

曼人ꎬ右侧是斯拉夫人ꎮ 匈牙利人不是他们

的亲戚ꎮ １１００ 年前ꎬ匈牙利人就来到中欧并

一直生存下来ꎬ还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ꎬ

这是个奇迹ꎮ 匈牙利人为自己在历史上取得

的诸多成就感到自豪ꎮ 创新是匈牙利保持生

命力的源泉ꎮ 世界很多发明与匈牙利有关ꎬ

如魔方、计算机(编程)、圆珠笔、浓缩咖啡机

等ꎮ 这表明ꎬ匈牙利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具有

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ꎮ

欧尔班总理将话题又转向欧盟ꎮ 他强

调ꎬ欧盟对匈牙利非常重要ꎮ 匈牙利是欧盟

的成员国ꎬ匈牙利是通过欧洲的立场来看待

世界变化的ꎮ 如果一件事务对欧盟不好ꎬ那

么ꎬ也无益于匈牙利ꎮ 如果它能加强欧盟的

力量ꎬ势必也会壮大匈牙利的力量ꎮ 匈牙利

虽未加入欧元区ꎬ但 ７０％的出口是面向欧元

区ꎬ欧元区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到匈牙利的发

展ꎮ

但欧尔班总理对欧盟近些年来发生的情

况表示担忧ꎮ １９９８ 年他首次当选总理时ꎬ匈

牙利还未加入欧盟ꎬ但在参加欧盟国家首脑

的会晤时ꎬ他感觉那时的欧洲领导人比较自

信ꎬ对欧盟的扩大雄心勃勃ꎮ 各国首脑均有

宏伟目标ꎬ希望欧盟发挥重要作用ꎬ并讨论使

用欧元ꎬ甚至想要改变世界通用货币美元的

地位ꎬ赶超美国ꎮ ２０１０ 年ꎬ欧尔班再度当选总

理的时候ꎬ却发现欧盟大规模的、雄心勃勃的

计划没有了ꎬ信心也没有了ꎬ欧盟出现实质性

变化的可能性变小了ꎮ

匈牙利于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ꎬ这意味着进

入了一个和平区域ꎬ彻底告别战争ꎮ 但欧盟

现在面临困境ꎬ欧盟人口约是世界的 ８％ꎬ

ＧＤＰ 总量大致为世界的 ２５％ꎬ社会福利支出

占世界的 ５５％ꎬ这造成很多问题ꎬ尤其是社会

福利制度将不可持续ꎮ ２８ 个成员国外债达

１１ 万亿欧元ꎬ光外债偿还利息就需要 ２ 万亿

欧元ꎮ 欧元区所走的路同样不可持续ꎬ欧洲

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ꎮ 欧元区危机是经济

竞争力的危机ꎬ这意味着欧洲人的生活不可

能像以前那样持续下去ꎮ

欧洲人认为ꎬ欧洲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

机ꎬ而事实并非如此ꎬ因为亚洲没有危机ꎮ 如

果欧盟不采取改革举措ꎬ而是固步自封ꎬ就不

能融入世界大趋势ꎬ更不能起到引领世界的

作用ꎮ 大家面对的将是一个不乐观的未来ꎬ

匈牙利不希望欧盟停滞而不发展ꎮ 那么ꎬ解

决方案是什么? 这需要坦率准确地提出问

题ꎬ并且给予准确的回答ꎮ 至少大家已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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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是欧洲缺乏全面的改革计划ꎻ二是欧洲

需要更深入的改革ꎮ 银行业联盟、预算联盟

等等还不够ꎬ还需要明确欧洲的文化、欧洲的

属性ꎮ

欧尔班总理紧接着谈到了中东欧国家ꎮ

他说ꎬ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取得

了一定的经济成就ꎬ在接下来的 ８－１０ 年时间

里ꎬ欧洲经济发展的基础就在中东欧ꎮ 中东

欧可以实现较快速度的发展ꎮ 他说ꎬ解决欧

元区危机ꎬ需要寻找新的更好的办法ꎮ

欧尔班在演讲中还谈到匈牙利目前的发

展道路问题ꎮ 他说ꎬ匈牙利有着独立的传统ꎬ

在这个地区也感到孤独ꎮ 有人说ꎬ匈牙利是

最靠近西方的亚洲人ꎮ 匈牙利人要有创新精

神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ꎮ ２０１０ 年是匈牙利

转轨 ２０ 周年ꎮ 青民盟上台后ꎬ开始探索新的

发展道路ꎮ ２０１０ 年ꎬ青民盟在议会拥有 ２ / ３

多的席位ꎬ可以通过宪法框架调整来实现改

革ꎮ 不过ꎬ欧尔班说ꎬ他们没有修改宪法ꎬ而

是扩展了宪法的内容ꎮ 这种做法扩大了他们

的发展空间ꎬ使其在各个领域开始了新的尝

试ꎮ 他说ꎬ通过新政府的努力ꎬ目前国家的外

债从 ８５％减到 ７５％ꎬ赤字控制在 ３％以下ꎬ拥

有欧洲最低的企业税(１０％)ꎮ 他说ꎬ２０１３ 年

匈牙利的经济发展高于欧洲平均水平ꎬ当然

还达不到中国的水平ꎮ 就业率也从未这么高

过ꎮ 匈牙利妇女就业率 １０ 年来第一次出现

增长ꎮ 匈牙利经济发展与过去相比进步很

大ꎬ最低工资正在增加ꎬ对外贸易也不断增

长ꎮ

欧盟对匈牙利正在进行的探索和改革持

有不同的看法ꎮ 欧尔班认为ꎬ只有成员国成

功ꎬ欧盟才能成功ꎮ 欧盟决策者应该欢迎匈

牙利的成功尝试ꎮ

欧尔班表示ꎬ匈牙利的经济现代化要与

德国衔接ꎮ 德国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动力ꎮ 德

国经济好ꎬ匈牙利经济也会好ꎮ 事实上ꎬ波

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发展都和德国经济密

切相关ꎮ

最后ꎬ欧尔班对中匈合作做了回顾与评

论ꎮ 他说ꎬ德国在匈牙利的投资重点是机械

制造、美国侧重高科技和信息技术ꎬ而中国的

投资跟他们不同ꎮ 中东欧地区的基础设施薄

弱ꎬ欧盟预算无法满足该地区未来 ７ 年的基

础设施、铁路公路的建设需求ꎬ需要融资ꎮ 因

此ꎬ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会更

加凸显ꎮ

匈牙利实行“向东开放”政策ꎬ努力获得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失去的东方市场ꎮ 过去

５ 个月ꎬ欧尔班总理访问了印度、日本、土耳

其、俄罗斯ꎬ现在来到了中国ꎮ 他还与日本、

越南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ꎮ 匈牙利出口到欧

洲之外的产品只占整个出口的 １１％ꎬ希望到

２０１８ 年能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３３％ꎮ 他强调

了在匈牙利投资的优势:地理位置重要ꎬ位于

欧洲的中心ꎻ匈牙利人愿意工作ꎬ有工作能

力ꎻ政府有很多支持投资的政策ꎮ 总之ꎬ匈牙

利有希望成为欧洲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ꎮ

中匈经贸和投资合作会有很好的前景ꎮ

在交流互动环节ꎬ欧尔班总理回答了与

会学者的提问ꎮ 在回答匈牙利如何看待中

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三方达成修建布达佩斯

至贝尔格莱德铁路的协议ꎬ以及对中国企业

进入中东欧市场有怎样的期待的提问时ꎬ欧

尔班说ꎬ华为、中兴、中国银行是中国在匈牙

利的标志性企业ꎬ它们在匈牙利的业务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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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ꎬ给中国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动力ꎮ 中国

已经租赁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ꎬ开辟了中

国货物运往欧洲的新通道ꎮ 中国通过这条线

路把货物运到欧洲ꎬ需要经过布达佩斯和贝

尔格莱德ꎬ因此ꎬ必须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基

础设施现代化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塞尔维亚

将进行选举ꎬ如果进展顺利ꎬ选举后中匈塞三

方工作小组将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技术

条件进行谈判ꎮ 如果项目建设成功ꎬ将会产

生示范效应ꎮ 匈牙利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

在欧洲的经济计划ꎮ

有学者提到匈牙利和中国签署的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ꎬ欧尔班表示欢迎ꎬ认为这可以帮

助中国在中东欧进行很好的投资ꎮ

与会者问到ꎬ匈牙利和东方具有深厚的

历史渊源ꎬ这对于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会

发挥何种独特作用ꎮ 欧尔班说ꎬ匈牙利和东

方可以进行很好的认知和理解ꎮ 中国有 １３

亿人口ꎬ匈牙利只有近 １ 千万人口ꎬ但中国从

未告诉匈牙利应该怎么做ꎮ 开放和相互理解

是中方的思路ꎬ匈牙利对此深表赞同ꎮ 他说ꎬ

亚洲很多国家有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历

史ꎬ它们对欧洲和西方很敏感ꎬ匈牙利也经常

被资本主义国家占领ꎮ 匈牙利赞赏中国目前

打造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方法ꎬ它不是通过战

争去获得发展ꎮ 亚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相互

理解ꎮ 匈牙利能够理解东方的发展思路ꎬ和

谐与平衡是最有价值的ꎮ

有学者问到欧尔班此次访华的经贸成

果ꎮ 欧尔班说ꎬ中国和匈牙利共签署了 １８ 项

协议ꎬ它们都是商业类协议ꎮ 他说ꎬ中国需要

发达的技术ꎬ匈牙利有世界顶级技术ꎬ可以和

中国进行合作ꎮ 匈牙利的水处理和废物处

理、环保技术、医学技术、深加工食品、商业工

程服务、核能技术、计算机产业(编程)具有特

色和优势ꎮ

还有学者问到匈牙利计划何时加入欧元

区ꎮ 欧尔班说ꎬ匈牙利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时

间表ꎮ 他说ꎬ我一贯认为政治不是计划出来

的ꎬ而是根据经验形成的ꎮ 匈牙利经济还达

不到欧元区最强国家的标准ꎬ即使加入欧元

区ꎬ只会使匈牙利与欧元区国家的差距更明

显ꎮ 匈牙利需要一段时间更快更好地发展本

国的经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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