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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9日至3月2日中国新年期间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将携手中
国艺术家及文化人 为中欧民众呈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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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
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文化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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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比使馆 驻欧盟使团 中国香港特区驻欧办事处和中
国澳门特区驻欧办事处联合举办2018年春节招待会

      2月12日晚 中国驻比利时
大使馆内灯火辉煌 欢声笑语
充满节日欢乐与祥和的气氛
首次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中国驻欧盟使团 中国香港特
区政府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
事处 中国澳门特区政府驻欧
盟经济贸易办事处四家机构联
合举办的2018年农历戊戌狗年
春节招待会隆重举行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驻布鲁塞尔
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林雪丽 中
国澳门特区政府驻欧盟经济贸
易办事处代表柯天莲 比利时
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蓬 前联
邦众议长 法语区预算大臣弗拉
奥 国务大臣加布里埃尔 安特
卫普省长贝嘉蒂 联邦众议院内
政 总务和公职委员会主席维尔
莫伦 国王办公室副主任兼外事
顾问卡图维尔 外交部秘书长
阿顿 经济部秘书长德尔波特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德尔斯办
公室主任比尔德琳等比欧政要
议员 军队 工商界 文化教育

界等重要人士 在比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代表 中外
媒体等300余人出席

曲星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2017年对中国而言是重要的一
年 政治层面看 党的十九大在
北京胜利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明
确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
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目标 描绘了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经
济层面看 2017年中国经济增
长率为6.9% GDP总量达13万
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
形势和展望报告 2017年全球
经济增长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
中国 曲大使 指出 2017年是
香港回国祖国20周年 香港和
大陆省市资本市场联系更加紧
密 提升了香港作为中国以及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为亚投
行成员之一 香港将继续在离岸
人民币交易 基础设施建设筹
款和投资上扮演重要角色 “一
带一路”倡议将为澳门发展带

来历史性机遇 作为中国历史上
最早向国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
一 澳门有望成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中心城市 2019年将
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全世
界将共同见证澳门特区在过去
20年里取得的发展成就

曲大使强调 中国历来高
度重视中欧关系 将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视为外交工作一
大重点 2017年 中欧经贸投
资额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双边
贸易总额达6169亿美元 即平
均每分钟贸易额就超过100万
美元 欧盟继续保持中国最大
贸易伙伴地位 中国是欧盟第
二大贸易伙伴 中欧应抓住历
史机遇 通过加强创新合作和
人文交流 携手迈入中欧关系
新 时代 曲大使表 示 2017年
中比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延续高速发展势头 一是双边
高层交往频繁 习近平主席1月
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期间会见菲利普国王 李克
强总理6月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
问 比利时联邦参议长德弗莱

涅 副首相兼经济大臣皮特斯
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蓬去年相
继访华 联邦农业大臣杜卡姆
上周刚刚结束对中国访问 副
首相兼外交大臣雷德尔斯也将
于今年访华 二是双边务实合
作不断加深 2017年3月 比利
时正式成为亚投行成员 为中比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开启新的篇章 去年6月底至今
中比班列将7000辆沃尔沃S90
轿车从大庆运抵泽布吕赫港
同时 根特汽车厂生产的V40
XC60轿车及零部件也通 过海
运和回程班列源源不断运往中
国 去年10月 海南航空开通上
海至布鲁塞尔直航 很快中比
之间将开通深圳至布鲁塞尔
香港至沙勒罗瓦两条新直航航
线 同时 列日包机项目继续为
欧洲带来大量中国游客 2017
年中比贸易总额达233亿美元
同比增长7.8% 三是人文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 2017年
布鲁塞尔和迪南春节巡游活动
让比利时人零距离体验中国传
统节日氛围 中国海军护航编

队首次对比进行正式访问并停
靠安特卫普港以及一系列纪念
一战华工活动将中比关系带入
新高度 相信在中比双方共同努
力下 中比合作未来将有更大发
展 两国人民将更加受益

致辞结束后 曲大使 张大
使 林代表 柯代表和让蓬分别
用普通话 粤语和英语向来宾致
以新春问候 招待会现场气氛
热烈 来宾们互致新春祝福 分
享节日喜悦 由四名中比音乐爱
好者组成的“女子四重奏”乐
队为来宾奉上 春节序曲 和 可
爱的蓝精灵 两首曲目 展示中
比厚重的历史文化渊源 博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比欧来宾纷纷祝贺中国共
产党十九大胜利召开 赞赏中国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为
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展现出
负责任 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祝
愿比中 欧中各领域合作再上
新台阶 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和
留学生代表表示新的一年将继
续为祖国昌盛 民族复兴和中比
友好贡献力量

2018年2月12日晚 新春招待会现场曲星
大使 张明大使 林雪丽代表 柯天莲代表 让
蓬副首相向来宾致以新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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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犬 报 新 春
“ 艺 ”盎 然 2018
年2月9日 至3月2日
中国新年期间 布
鲁塞尔中国文化中
心将携手中国艺术
家及文化人 为中
欧民众呈上一场精
彩纷呈的“欢乐春
节”系列活动 活
动包括“走进中心
过 大年” 布 鲁 塞
尔英国学校“庆贺
中国 新 年 ”活 动
比利时德比市“中
国文化周”及法语
布 鲁 塞 尔 自 由 大
学 ULB 孔 子 学
院“中国剪纸精品
展” 中国艺术家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
承人亲赴欧洲 与
比利时民众 国际
友人 青少年学生
旅比华人华侨欢度
新年 把浓浓的中
国年味带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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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
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文化新年

一 中国年画精品展暨
民俗文化体验日活动
时 间 2018年2月9日 至3月2日
举行
主办单位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
承办单位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协办单位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

中国年画精品展

展览从全国工艺美术大师
作品中遴选28件精品 包含了
天津杨柳青 苏州桃花坞 陕西
凤翔 山东潍坊 河北武强等各

个流派的年画 既有传承经典
向传统致敬的精品之作 又有与
时俱进 融会古今的创意之作

雕刻艺术精品展

本次展出的水晶雕刻 核
桃雕刻作品 传神地反映了海
派工艺美术以“精作”表达“唯
美”的审美意趣 这些作品选材

“精巧”创作设计讲究“精美”
制作讲究“精准”“细致” 总
体讲求“精而不匠”

璀璨薪火 AR数字艺术展

观众根据提示 用手机或
平板电脑下载一款“璀璨薪火
AR”的APP 打开APP扫描每一
件展品上的图像 静止的图像
就会在屏幕上“跃动”起来 每

一件展品就是一分钟的电影作
品 讲述了十五项 位 国家级
非遗技艺和传人们的绝艺绝活

非遗文化体验活动

除了好看的 还有好玩儿
的 来到现场的观众可在手工

艺人的指导下 制作各种民俗手
工艺品 体验木板水印 剪纸
罗店彩灯和中国结香囊的魅力
并将作品带回家 欢欢喜喜过
新年 工作坊体验活动 朵云轩
木版水印 海派剪纸 罗店彩灯
中国结及香囊制作

二 文艺演出
上海市宝山阿卡贝拉人声

乐团 将为观众带来脍炙人口的
中外经典歌曲 他们曾获得全国

阿卡贝拉音乐大赛第一名
上 海 杂 技 团 的青年魔 术

师 全国杂技比赛魔术金奖及
美国 国际魔术比赛金奖获
得者刘明亚也会登台为观众献

上精彩魔术表演
另外 笛子 二胡 鼓与京

胡等表演将带领现场观众走进
喜气洋洋闹新春的浓郁中国年
味中

三 比利时德比市“中
国文化周”
时间 2018年2月11-17日
地点 比利时德比市 Durbuy
主办单位 比利时德比市政府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承办单位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
中心

城市介绍

德比 Durbuy 位于比利
时瓦隆区的阿登高原地区 距布
鲁塞尔只有2小时的车程 德比
曾在197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定义为世界上最小的城市 这
座袖珍小城建于1331年 地处
山坳 四面环山 它至今完整地

保留着14世纪时的格局 小巷幽
深 房屋古朴 一条条鹅卵石小
道蜿蜒曲折

 活动内容

中国文化周开幕文艺演出
京剧艺术展 剪纸 编织 水印
木刻等中国手工艺展示体验

四 法语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 ULB 孔子学 院
中国剪纸精品展
时间 2018年2月15-16日
地点 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孔子学院

主办单位 法语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 ULB 孔子学院 布鲁塞
尔中国文化中心

孔子学院介绍

法 语 布 鲁 塞 尔自由 大 学

孔子 学 院 以下 简 称“ULB孔
院” 于2015年6月29日签约建
立 并于2016年开始正式运营
ULB孔院是由法语布鲁塞尔自
由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建
立 其行政办公室设置在欧洲
研 究 所(l’Institut d’études 
européens) 教室及文化展示
厅则设置在Hazard校区 ULB
孔子学院的建成 使布鲁塞尔自
由大学成为比利时法语区中国
研究方面的中心

活动内容

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
中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一种工艺
美术品种 它的艺术形式具有很
强的装饰性和趣味性 在本次
展览中 观众将看到极具代表性
的海派优秀剪纸艺术作品

本文活动来源为布鲁塞尔中国文化
中心 活动详情见中心官网 www.
cccbrussel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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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持续低迷中，2月3日，

非学院派出身的鲍威尔正式成

为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并于2月5

日完成宣誓就职。

此前的1月23日，参议院以

85票赞成、12票反对的结果通

过了对鲍威尔的任命。这是

近几次对美联储主席人选的投

票结果中，支持票优势 明显

的一次，既表明了鲍威尔对两党

的吸引力，也说明了美联储针对

2007-200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

衰退而采取的激进对策所引发

的紧张关系正逐步缓和。然而，

与参议院的热情反应相比，鲍威

尔提名通过的次日，美元指数却

创了三年来的新低。鲍威尔料

将在“低迷”中上任。

特朗普在去年11月选中了

这位前凯雷集团高管来接替美

联储首位女性掌门人耶伦，同

时 也 打 破 了30年 来 的两 党 惯

例—新任总统在首年不改变

美联储人事。

鲍威尔的提名通过，无异

于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根据过去几年其在美联储的投

票记录和会议内容，市场普遍

预计，鲍威尔执掌美联储后很可

能会坚持耶伦谨慎、渐进式的

加息政策。

对特朗普而言，鲍威尔既

是一位耶伦循序渐进加息道路

的坚定支持者，同时还支持白宫

呼吁放松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实

施的银行业规定。这意味着，任

命鲍威尔既是一个安全选择，

又能令美联储在今后四年更配

合白宫。

特朗普选择支持放松监管

的鲍威尔，意味着接下来美国金

融业的监管规则很可能改变。在

特朗普任期的头两年，他有很大

机会去重塑美联储的人事格局。

除了用鲍威尔顶替耶伦之外，特

朗普将有机会再提名4人进入

美联储理事会。耶伦辞职后，美

联储共7名理事中，除布雷纳德

外，6人或将由特朗普任命。

走马上任之后，眼下鲍威

尔正面临几大挑战。 

鲍威尔即将接手的是在劳

动力市场繁荣和全球经济强劲

增长推动下处于上升阶段的美

国经济。在特朗普政府今年减税

的提振下，经济是否会接近过

热，从而需要加快升息的速度？

鲍威尔的任务是维持美国经济

增长，但速度又不至于快到美

联储不得不大幅加息的地步，因

为大幅加息可能会引发衰退风

险。美联储自2015年末开始逐

步上调短期利率，去年开始，更

逐渐收缩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及

之后购买的旨在提振美国经济

的资产组合。

尽管白宫、国会和华尔街

三方普遍接受鲍威尔，但即便

如此，在鲍威尔提名通过后，美

元依旧没能走出低迷。在美国

参议院通过鲍威尔提名的后一

天，美元指数下跌至三年来的

低。而之后几天，仍不断创下

新低。

美 元持 续低 迷有多重 原

因。欧洲、亚洲市场的强劲表现，

让很多投资者避开美元，转向

前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继退

出几个贸易协定，也给美元带来

了麻烦，尽管其本意是想加强美

国国内经济。

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国

内坚固的经济、低通胀、上升的

股市都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或

几年反转。对鲍威尔而言， 大

的威胁来自于通胀。过快的紧

缩是否会压制通胀的增速，令

美联储难以达成2%的目标？对

经济的判断和政策紧缩节奏的

把握，将成为新主席的头号任

务。在过去6年，美国的通胀极

低。尽管如此，一些分析还担心，

温和的通货膨胀将要结束，尤其

当劳动力市场紧俏导致工资上

涨之后。

耶伦与其他的美联储理事

一再强调他们希望保持渐进加

息，但也警告，如果通胀开始加

速，他们可能会通过加快加息

来抑制通胀。而根据美国历史，

这一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经济复

苏结束的信号。

鲍威尔拥有普林斯顿大学

政治学学士学位和乔治敦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但却是近40年

来首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

美联储主席。这令人担心他会重

蹈威廉·米勒的覆辙。米勒曾在

1978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

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但应对国

内通胀反应迟钝。

尽管如此，鲍威尔相关工

作履历非常丰富，包括老布什政

府的财政部副部长、私募投资基

金凯雷集团合伙人、华盛顿智库

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以

及美联储理事等。此外，尽管鲍

威尔在华尔街打滚时间不少，在

政府部门也工作过，但他从没

独立主持过一个部门工作，所以

外界尚不清楚鲍威尔处理金融

危机与经济衰退的能力，只能依

靠投票记录及言论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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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作家李佩甫一直在写“土壤与

植物的关系”，他把人当植物

写。

《平原客》是李佩甫继“平

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

《生命册》）之后推出的新作品，

也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

李佩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通过这本小说，他想说的是：植

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

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

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

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

子？

十多年前，李佩甫偶然路

过一个村庄，听说村里出了位

副省级干部，但因杀妻案被判

处死刑。村里人说，这人是个好

人，就是家里的风水不好。李佩

甫感到疑惑：这样一个本质上

不坏的人，为什么要雇凶杀人？

中国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时期，

人们的精神生态会发生什么变

化？

这件事在李佩甫的脑海中

慢慢发酵，为此，他积累了方方

面面的素材。三年前，李佩甫终

于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开

始了《平原客》的写作。表面上

看，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

但李佩甫认为自己写的是一个

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

时代周报：书中的人物在

现实中是否有对应的原型？他

们身上有什么共性？

李佩甫：改革开放40年

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资本的力量。过去，我们只是

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可是

谁也没有经历到资本在现实生

活中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全民式的、是无声

无息的。这不是好与坏的问

题，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只

是说，资本时期来到了。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

代，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现在

所有的生物都在发生变化：老

鼠正在一天天袖珍化；蚊子也

加快了飞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

不到了；嫁接出来的果子味道

越来越怪，花期是可以在冷冻室

里更改的……我下去采访的时

候，饭桌上酒桌上，或是一些会

议上，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官员或

精英……我写的这些人物，应该

说在生活中都有一定的人物原

型做基础。这是一个快速发展

的多元化时期，是大变革时期，

泥沙俱下，物欲横流，各种人物

都涌现出来了，都在人生的舞台

上表演。

时代周报：从《羊的门》、

《城的灯》、《生命册》到《平原

客》，你为什么会持续关注一个

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

李佩甫：从历史上说，平原

是一块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

气温十六、七摄氏度，土壤肥沃，

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同

时，这里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

的一块土地，是“羊气”最重的

一块土地。正因为一马平川，这

里无险可守，凡有“金戈铁马”

打进来，于是就“得中原者得天

下”了……这里的人生存能力极

强，无论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

都能想方设法地去适应。因此

像野草一样柔韧、顽强、生生不

息；同时为了生存也犬儒、苟且、

没有原则。我给在这里生活的

人们总结了16个字：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

这些认知和感觉，我都用在作品

里了。

这块土壤是精华和糟粕共

存的，是含有毒素的。这是一种

慢毒，让人浑然不觉。在这块土

地上，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极为密

切。我一直在呼唤一个民族的神

性，期望能把这种“羊气”换成

“骨气”。点一盏灯，照亮他人，

也照亮自己。同时，在某种意义

上说，平原是中国腹地，历史上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当代

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块土地。所

以，它的典型性是不言而谕的。

时代周报：你自己是怎么

从一个“平原客”成长为作家

的？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

庭，往上数三代赤贫，没有识字

的。自我记事起，家里唯一有文

字的东西，就是半本皇历了。由

此，当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

《平原客》：把人当成植物写 

《 》 
李佩甫 著
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版
360页，45元

候，我已是家里最有“文化”的

人了。所以，从童年始，凡是印有

文字的东西，能找来的，我都会

找来看一看。也正因为家里没

有识字人，他们不知道我在看什

么，也就没人干涉我，给了我阅

读的自由。

我姥姥不识字，眼已半瞎，

每天两手摸着做饭，还要挪动

着一双小脚上地里干活。可姥

姥的“瞎话儿”每晚像月亮一

样准时出现在我的耳畔，直至

我入睡。姥姥虽然不识字，却知

道很多“古今儿”，还会背很多

戏文。姥姥所说的“古今儿”里

既有很多民间的神话故事，也

有家长里短。那就像一条河流，

童年里，我就躺在这样的一条

河流里慢慢长大。这样的时光，

是很难忘的。成年后，当一部作

品杀青时，有那么一刻，我是快

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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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方 明的 ，

对 的 可 到达 ，最

型的 过于 些上

的系 作 。在 人的

教 中， 是人 更高 的

态，也同 具有各种情 和

。 以对 的 ， 变成为

对 的最高 。 和 ，

这两者在 化的 和 学层

上被 ， 方的先

一不是 有 的 。

为了探 就

的 ，

开 前往地

中海地区。 岛强 的

主义 和二 时的

事， 生了这本 天生是

。“ 统 着 的 力。”

作者在前 开 就 了海

德 的 。 的

家、年 的 人和风 的

人，看 不 的“ ”

却 入德 指挥部，并成

了德国的将 ， 生了

的 事 。

从 人到 可能只有一

步之 。在 岛的 山 岭

间 ， 人身上 着

修 的 。他们在

生， 身 的 ，

先 险的 ， 人

的 一 ，小 成员

着 中 的勇 ，完成

了这次 大的 首行动。

着 构 学的外 ，但是其

起 的 情却有小说的动人

力，在这种 明 的 本界

中，

将 情 和 实 起

来， 着 者进入

的年代。

其实回 统，中国对力

和 的原 也一

在。 山海经 等 和

说 记 了各种 强 的大

能。 在 论 中说过 “

， 也 ， 而升，

而 ，其 也 。”他

身和 也 在成就

的 之中。在 和 的

时期，人 以力为 ，与

的自 作 。 在 天 着

升的 ， 在日程表的时间

上， 一 间， 们也会产生

的 道 不是

式的

为 么天生是 因为

成就因 就 在 人的

内，是 主 们最 贵的

。作者从 本的细

步向 们 ， 能、 力

和勇 是 开 能 的 。

除 事的 ，

可以发 ，其实日 中的 和

，都在 们的 和

情。或

就 在书 一 后 ，

认 的 视 者，

们， 从来不是 他者

加，也不 是 化符 ，

而是 正可以在 的 上

实 的。

近代以来，中国 动

的风 起，也将曾经 的

国 态一 而 。 论

是 康、 还是

，不可 认的是， 着

代 会的经 化发展， 步

经 成为中国人日 生活

的重要部分。 中国 步 动行

业大会 出的 ，中国人均

月 从2015年的154公 ，到

2016年的133公 ， 到2017

年的127公 ， 出 步 好

者开 更为科学更为 康

的 方法。

在2010年，

就在 天生就

会 中向 们 示了 步的

。在 书中，他 了更多 幅

讲述科学的 步 方式。其

中 行的 动，如

利 大自 作为 的 ，最

大可能地激发内在 能，了

和 的关系等。值 一提的

是，作者对 进行了探索

和实 ， 了长时间和 的

力 动的能 方式。书

中的 力营 学，对 大 身

好者的 构调整也会是很

大的 发。 敏 者 作为

国内 的 力 动 好者，

完 天生是 后也 ，

完 工作后，对书中提到的

东这位曾 起 力

动界革 的教 更加好 ，对

上最 大的 人三 动员

的 方式也 了

。

们的 先曾经 山

，在 的自 法则中 在

的 。而 入 代 会，

很多人 法 到步行十公

。科学 的报 显示， 能

化的程 与 能的提高并

有 成正比。 的 在方式

是人 的 题，或

正要研

的，是如 过身 内部

的探索，进而让 更

的自由。

， 们身处各种后 代

主义的 化 之中，从 目

的 构 义 并 ，

么 到 中的 天生是

经 出 。

《天生是英雄》 
[美]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 著  
麦敏烽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331页，82.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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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预约取货?
如果您的包裹比较多，需要我们上门

取货，请您发邮件到info@stobelgium.

be预约,我们需要您的姓名、住址和联系

电话来安排取货. 为了您能成功预约上，

请您提前一天预约哦。如果您需要包装材

料，请您在预约邮件中备注，司机第二天

收货的时候会一起给您带过去。

取货时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如果您发好预约信息了，我们会给您

回复确认。取货当天，司机会提前1个小

时电话联系您，给您准备的时间。您要邮

寄的包裹，请您一定要打包好了给司机师

傅，我们不会开箱验货。如果您实在找不

到包装箱或者怕您包不牢固，您的包裹拿

回仓库后，我们也可以给您打包，包装费2

欧起，根据包装复杂程度费用有不同.

取货路线怎么安排的?

如果在其他中小城市的客
户您想要邮寄,又不方便送过
来,请不用着急

1.将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发到info@

stobelgium.be ,我们会给您制作邮局条

码并通过邮件传给您。

2.下载打印后您贴到箱子上

3.您包 裹 收件人的 姓 名. 地 址.电

话.邮编和包裹内物品内容请您用中文清

晰地写在一张白纸上,用透明胶带封到箱

子上，正确的粘贴方法如下所示

4.将包裹送到当地的邮局,只需要扫

描一下条码拿到收据您就可以走啦,一个

条码5欧元的费用我们会在收到包裹之后

给您发邮件和运费一起和您结算.邮寄包

裹的费用怎么支付?

司机去您那里取货的时候会带秤和

计算机,如果方便,司机会当场称重计算运

费,您可以缴纳现金,或之后转账给我们,

转账的时候请您在信息里注明发件人的名

字.转账成功后,请您将截图发到我们邮箱,

我们见到您的截图会马上发货,也提高了

您包裹的发货速度.不过现金支付发货速

度最快哦！

我的包裹已经交给司机，但是我为

什么迟迟收不到运单？

司机取货的包裹最晚第二天您会收

到运单，但是您迟迟收不到运单，可能有

如下原因：

1 您没有留邮箱或邮箱地址不正确，

运单无法成功传送。

2 收件人信息太潦草，或收件人电话

号码位数不对，但我们联系不上您确认信

息。

如果第三天您还没有收到运单，请

您及时打电话或发微信联系我们，避免耽

误您发货。

怎么自贴运单？
1  请 您 发 邮 件 到 i n f o @

stobelgium.be。 标题注明“索要运单

表格”

2 我们会传给您一个运单表格，请您

按照中文提示填写，填写好后传给我们。

3 您会收到我们传给您的PDF运

单，一式三联。请您贴在包裹上，不要忘

了再贴一份中文地址哦。范例请见下图:

我可以邮寄文件吗?

我们还承接DHL文件邮寄业务

 个工作日内到达,一般2-3天就可以

到收件人手里啦.

怎么寄DHL包裹？

DHL的包裹速度比较快，但是费用

也相对高一些，一般是BPOST邮寄费用

的4-5倍，如果您确定邮寄DHL包裹，请

将以下信息发到stobelgium@yahoo.

com

1、 包裹收件人的中文或英文 姓名、

地址、电话、邮编。

2、 包裹的长宽高尺寸。

3、 包裹的重量。

4、 包裹内物品信息。

5、 DHL上门取货地址

工作人 员收 到您 的订单会回复 给

您报价，请您回复转账截图，我们马上

给您预约DHL上门取货。此邮件不接收

咨询邮件哦。如果您咨询请联系info@

stobelgium.be         

 什么物品不可以邮寄？
易燃易爆品千万不要邮寄哦.化妆品

中,喷雾类请您不要邮寄,雅漾的大喷寄回

去也会被退回来的.奶粉和红酒一箱最多

不要超过6瓶啦,寄多了会有被退运的风

险.总之,烟,酒,奢侈品是海关检查的重点,

建议您尽量避免邮寄这些物品啦.

包裹发出后,我怎么跟踪?

当您的包裹发出之后,您可以用单号

跟踪啦.

单号在运单上，条形码下面EA开头

BE结尾的号码，位置如图所示

 用这个号码百度一下，您
就可以看到包裹动态了。

我平时很忙，你们那边可
以帮着买奶粉代发出去吗？

现在公司有奶粉代发的业务，您只需

要在家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发奶粉哦

请您将以下信息发到邮箱info@

stobelgium.be 

发件人姓名

收件人姓名、地址、电话和邮编

代发奶粉品牌和段数

转账截图

目前公司代发的奶粉种类及价格如

下：

除了邮寄包裹的费用,我
还需要缴纳其他的费用吗?

BPOST的邮寄是不含税的，包裹发

出后您要随时留意动态,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如果您的包裹被海关检查到了,请您让

收件人尽快联系海关缴纳关税办理手续

哦.

联 系 邮 箱 ：i n f o @
stobelgium.be

  联 系电话：0 48 8 
075 595.

邮寄的包裹有保险吗?
您邮寄的每个包裹.运费中包含了上

限100欧元的丢失险. 人有失足.马有失

蹄.您的包裹如果在运输途中丢失,最高您

可以得到100欧元的赔偿。 所以如果贵

重物品建议您慎重邮寄.

我的包裹邮寄后长时间都
没收到,该怎么办?

因为比利时邮政的邮寄速度不太稳

定如果包裹一直没有收到,请在包裹发出

第二个月的25日和26日申请索赔(发包裹

的查询单和小票给我们). 过期BPOST就

不予处理啦。

我的包裹被退运了，我该
怎么办？

退运的包裹一般会在1-3个月内退

回我们仓库，如果我们收到您的退货，会

通过邮箱和或微信联系您，退运的包裹需

要您缴纳退运费。10KG以下包裹退运费

10欧元，10KG以上包裹退运费15欧元。

退货您可以到我们仓库来领取，也可以下

次邮寄的时候司机师傅给您带过去。

其他问题请您发邮件到 联系邮箱：

info@stobelgium.be

或打电话到0488 075 595咨询。

价 格 如 有 变 动 ，详 情 请 加 微 信

diademlogistic咨询

欢迎使用申通快递！

（目前还用BPOST发货，申通专线

开通后，您可以自由选择）

所有优惠信息，最新动态，尽在微信

朋友圈！

微信号：diademlogistic

转账信息：

收款人：diademlogistic ／IBAN: 

BE14 0016 9565 5683

SWIFT CODE: GEBA BEBB／

支付宝32-478554925（汇率请咨询）

邮寄须知：

（请咨询阅读，一旦您邮寄默认您同

意以下条款）

1 请您提供正确清晰的地址信息，包

裹一旦发出，邮寄信息无法修改。

2 BPOST包裹不能邮寄易燃易爆

品，本公司作为承运方，不会开箱检查您

的包裹，如果出现问题，概不负责。

3  BPOST如果包裹长时间不到，请

按发出日计算，第二个月25日发查询表和

购物小票给我们，我们提交给BPOST，

过期不予处理。

4 按照BPOST官方通知，自2014

年1月1日起，包裹自带丢失险最高为100

欧元，如果您邮寄贵重物品，请您慎重考

虑。

5 本公司奶粉代 发品质有保障，

因奶粉破损、受潮等原因出现的意外问

题，不接受退货。奶粉发生破损，也要向

BPOST和EMS提出索赔。

 6 付款成功后，请您发转账截图，我

们见图发货。如您不及时发转账截图会影

响到您的发货速度。转账时，请备注上发

件人的名字。

如何在“申通快递”办
理好您的邮件事宜

2018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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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日起 申通快递（STO）比利时有限公司在比利时正式营业。

作为件量在规模性快递企业中继续保持第一的中国最大快递公司，欧盟中心比

利时分公司的开设对申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申通快递初创于1993年。经

过二十年多年的发展，申通快递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完善、流畅的自营快递网

络。截至目前，公司共有独立网点及分公司1507家，服务网点及门店20000余

家。件量在规模性快递企业中继续保持第一。2015年申通开始上市化进程。在

国家邮政局对快递公司“向下”、“向西”、“向外”的指导下，申通快递的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韩、新马泰、俄罗斯公司已经开设。申通快递比利时公司

设立后，以比利时为中心，辐射周边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重要欧洲国家，

使得申通对欧洲大陆市场的拓展和把控力度大大加强。申通比利时公司前身是

比利时帝亚物流 DIADEM LOGISTIC BVBA。该公司由各方面人才组成专

业团队，涵盖快递、物流、仓储、智能系统、电子商务等各领域。该团队从2009

年起竭诚服务在比华人。作为比利时第一家华人物流快递公司，也是比利时邮政

BPOST和荷兰皇家邮政POSTNL在比第一家华人代理，2015年被比利时邮

政官方认定为比利时最大代理合作伙伴。在比利时以外，帝亚物流在周边欧洲国

家和美国也成立了分公司或与当地同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业务。

近年来，帝亚物流也为驻比利时、驻卢森堡和驻欧盟的中国外交机构、媒体

和中资企业提供了优良服务。获得了多任驻比和驻卢森堡大使赞扬。

申通比利时公司地址距离布鲁塞尔国际机场仅5公里。在布鲁塞尔、安特

卫普、烈日、根特等比利时各大城市都设有收货点。起申通快递在比利时正式运

营.比利时公司地址:                              LEUVENSESTEENWEG 510.  

                                                                BUILDING2. 1930 ZAVENTEM.

布鲁塞尔收货点地址: 金源超市

电话： 02 72 12 703                         

手机： 0488 075595

QQ： 2445180578

微信： diademlogistic 

                                                                      或搜索0488 075595

邮箱：stobelgium@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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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多 个 金
融高管奔赴地方任
职。

1月16日，上 海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表 决 通 过 人事 任
免案，决定任命上
交所理事长吴清为
上 海 市副 市长；1
月19日，北京 市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决
定，任命央行副行
长殷勇为北京市副
市长； 1月22日，中
国农业银副行长康
义被天津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任命为
天津市副市长。

INVEST CHINA投资中国

上述三位金融高管在原有

职位上任职的时间并不长，都

在一年左右。“这说明中央对这

三位高管的重视，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就调往这些重要岗位，足

见对他们工作成绩和能力的认

可。”一位银监会地方系统人士

说。

不少分析指出，金融系统

大员频繁调往地方任职，将更

利于中央金融改革和发展决策

在地方落地执行，也预示着地方

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

“ ”

就在今年1月14日，殷勇还

以央行副行长的身份出席了在

青岛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

坛第二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

并发表主题演讲。公开资料显

示，殷勇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师出

同门，都是中国系统工程学科的

开创人之一、清华大学工业自动

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创办者

郑维敏教授的学生。从殷勇的

工作履历看，他有着丰富的外汇

管理经验，但未有地方从政经

验。

“殷勇是外汇专家，大部分

工作时间都在北京，北京的金

融业在国内是领先的，两者很契

合。”有股份制银行分行管理人

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评述称。从目

前北京市政府的分工看，金融领

域由其他副市长分管，但不排除

将来会有变动。

康义赴任天津市副市长之

前，为农行副行长。去年12月7

日，康义在第一届农村普惠金融

研讨会上指出，要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他

强调，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

机制，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是指

挥棒，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

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激发银行

服务三农、小微内生动力和经营

活力。

与上述两位不同，吴清则

具有较为丰富的地方从政经验。

吴清曾任证监会机构部综合处

处长，机构部副主任，机构监管

部副主任、主任，证券公司风险

处置办公室主任，基金监管部主

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区

长、区委书记。

在证监会工作期间，吴清

待人友善却作风强硬，曾因重拳

整治券商业被证券界称为“券

商屠夫”。在吴清时期，中国券

商走过的是从“死”到“生”的

惊险历程。几年中，吴清和风险

办的同事们一起处置了南方证

券、“德隆系”券商等31家违规

证券公司，其中，推动26家公司

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其余5家以

其他方式完成收口。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互

相融合成为趋势，金融机构高管

与地方之间的调动频繁。”上述

股份制银行人士说。

比如，银监会主席郭树清

此前曾任山东省省长四年，在

此之前他还曾担任建行董事长、

央行副行长等职务。郭树清到

山东任职后，就邀请一些来自

央行、银监会的专业人士到山东

各市担任“金融副市长”。他操

刀的“山东金改”让该省金融业

增加值大幅提升。

从地方来看，这几年也频

繁邀请“一行三会”的专业人士

挂职。

2016年1月，首批104位来

自金融业态的高层次人才来到

贵州。这些金融人才均来自于中

央和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涵盖了

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互联网金融等多种金融业

态。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金融

实务能力，很多都是核心业务部

门的负责人或业务骨干，业绩较

为突出，经验也较丰富。

“互相调动对双方都有好

处，既要专业也要有地方从政经

验，这种人才是比较缺少的。大

型金融机构高管前往地方，有利

于推行中央关于金融改革和监

管的一些措施政策；而有地方

从政经验的，回归核心金融部门

之后，有利于将相关的政策进一

步修正细化。”上述股份制银行

中层人士对记者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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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动化作为
入口，借助资本的
力量，造车新势力
正试图重塑中国
汽车行业。

自2014年以来，
互联网和制造业
神奇地融合，催生
了一大批造车新势
力，它们日夜兼程，
跑马圈地，自2016
年后步入快速扩张
期。有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新的造车
企业已经突破60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
超过300家）。

INVEST CHINA 投资中国

时至今日，造车新势力已

经自动分化为三大阵营：第一

阵营脱胎于传统汽车企业，顺

利获得纯电动车生产资质，快

速向市场推出产品；第二阵营

以互联网和智能汽车为造车方

向，尚未获得生产资质，急于通

过收购企业获得资质或者代工

的方式推出产品；第三阵营虽

然已经获得资质，但是由于自

身技术储备等原因，造车项目

迟迟没有新的进展。

在2018年这场靠产品说

话的“硬碰硬”竞赛中，并没有

预选赛，落在后面的会直接被

资本淘汰，被市场淘汰。

造车新势力一共到底有多

少家？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比较

知名的，有蔚来汽车、云度新能

源、车和家、小鹏汽车、威马汽

车、奇点汽车、陆地方舟、爱驰、

FMC、游侠汽车、电咖汽车、开

云汽车、零跑汽车、国能新能源

等20多家，此外还有如银隆、绿

驰、帝特律、风翔、杉杉、太行、

泰克鲁斯·腾风、国金、国机智

骏等40多家，总数至少超过了

60家，而更可怕的说法是，已经

多达314家。

目前看来，小鹏、蔚来、威

马、奇点、云度等企业的产品都

已亮相，而且准备在2018年量

产销售。不过，这些造车新势力

并没有推出什么“惊世”之作，

汽车行业知名分析师贾新光对

预测，未来5年之内，新能源车

或许都很难形成规模利润。

即便如此，资本的热情依

然不减。比如腾讯投资了蔚来

汽车、百度投资了威马汽车，阿

里巴巴则入局了小鹏汽车。除了

互联网公司和风险投资异常积

极活跃之外，主动给造车新势力

“烧钱”的，还有不少国企的身

影，比如奇点汽车就有铜陵市政

府的股东背景；还有威马汽车

也有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和五矿集团入股。

轰轰烈烈的造车运动中，

砸进去的都是真金白银，各方资

本基本就是在下注，而且，如果

不跟投资本大鳄，赢盘的机会异

常渺茫。

造车新势力的蜂拥而起，

主要是由于现在市场上的车几

乎都满足不了年轻人的需求。对

于造车新势力来说，这就是刚

需，就是市场机会。独立汽车分

析师贾新光表示，传统汽车企

业的短板在于互联网技术，而且

大型传统车企多是机械工程文

化，不是互联网文化，转型也会

非常困难。

造车新势力遇到了从未出

现过的发展机遇，那就是吸引了

资本的大量涌入，从而带动相关

核心部件、充电服务、智能化技

术等快速发展，最终推动整个

汽车产业进行生态延伸，进一步

改变人们未来的生活习惯。但

是，造车新势力也同样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毕竟新能源汽车未

来一段时间内市场规模有限，而

且造车新势力的产品质量、市场

认可度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此外，大部分公司还面临

着生产资质、融资、产品盈利能

力等客观难题。因此，独立汽车

分析师贾新光认为，造车新势力

中短期内难以与传统车企抗衡，

但在服务创新、客户体验、人才

吸引等方面更胜一筹。就连蔚

来汽车的大股东腾讯都认为，

在新一轮的汽车革命中，传统

汽车产业依然是主角，这些互联

网技术和其他一些新技术的企

业只能起到辅助和提供服务的

作用。

另一方面，一些传统汽车

企业也在通过外部资源整合的

方式，加快推进汽车的网联化

和智能化。去年以来，上汽、一

汽、北汽、广汽、东风、长安和奇

瑞等大型车企，就普遍开始和一

些互联网汽车合作。今年年内，

北汽、奇瑞、长安等车企甚至打

算推出自动驾驶汽车，并实现全

路况测试。

业内人士普遍认可的观点

是，尽管目前新造车企业数量众

多，但是真正能够存活下来的

也就只有三四家。如果按照总

数300多家计算，那就是百里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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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洋河酒
登陆欧洲

一系列的新的法律规定已在
2018年1月1日开始生效 

1. 医生的诊金大致提高了1.50 
% 。 

详细情况如下，一般的普通医生 
MEDECINS GENERALISTES 
或是专科医生SPECIALISTES的涨
价的是1.68 % , 医学生物学服务涨了
1.25 % 

普通医生诊断一次他开的发票给
病人是25.42欧元 

2. 身份证的价格有所提高 
在正常程序下，电子身份证的基

本费用和电子文件将增加1欧元，目
前为16欧元，而不是15欧元。 12岁
以下儿童的电子身份证件将从6欧元
增加到6.40欧元。 

发给第三国人士的居留证的价格
现在是19.20欧元，而不是18欧元。 

对于加急要求的文件，增加的费

用更为多一些。 
3. .布鲁塞尔地区污染物低排放

区生效 
低碳排放区（LEZ）将于2018

年1月1日在布鲁塞尔首都地区建立 
污染最严重的柴油车辆将被禁止

驾驶 限制将逐渐加强，将从2018年
起适用直到2025年 

他们将柴油车辆编入欧元0和欧
元1。 被列入这些类别的柴油油车辆
将从2019年起被禁止使用,如柴油2
欧元 

如果不准守LEZ 要罚款350.00
欧元 

但是，在低碳排放区将有九个月
的过渡阶段

驾驶者将被警告。随后，被罚款
者将有三个月的延迟期（免除另一
次）。 4. 航空公司在登机口要检查
乘客的身份 

在比利时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必
须从1月1日起进行“符合规格检查”
。 这意味着现在在通往登机口的过程
中将检查乘客的身份。 

身份证件将与登机牌相对照。 这
是一个目测检查，检查身份证上的姓
名相片是否与登机牌上的姓名相同。 

这样的检查将在比利时每个航班
往返的登机口进行。 

从1月1日起，布鲁塞尔航空公司
将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将这一旅程的
旅客数据传输到调查中心，并在飞行
结束后再次传输数据以作检查 对于其
他公司，这个措施将在稍后实施。 

第二部分下次继续

从2018年一月份开始比利时有些什么变化 (1) 

路易斯   马 律师                                                                                        会计合作服务
 上诉法庭候补法官                                                                                    中文账务处理和申报等等
 地址  Av Jacques Pastur 6A                                                        地址Av Jacques Pastur 6A
1180 Uccle                                                                                          1180 Uccle
 电话  02--3749973                                                                       电话  02--3749973
传真  02--3758649                                                                            传真  02--3758649       

ADVERTISING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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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源超市近日大促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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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redi 23 Février & Dimanche 25 Février 
S&B  Curry mix Japonais 

 
Quand on pense à la cuisine japonaise, le premier plat qui 
vient à l'esprit est les sushi, ou peut-être les sukiyaki. Mais 
le curry? Pas vraiment, pourtant ce plat est si populaire 
aujourd hui qu il est presque devenu le plat national. 
Originaire d'Inde, le curry est arrivé au Japon via l'Europe 
et a pris sa propre saveur locale. S&B curry est disponible 
en doux, medium, épicé et très épicé. Découvrez la 
délicieuse texture du curry japonais S&B Foods et 
découvrez l'un des secrets culinaires les mieux gardés du 
Japon les vendredi 23 février et dimanche 25 février. 

Samedi 24 Février 
BAI SHAN ZU   

XO sauces champignons et champignons marinés 
 
Vous n avez pas le temps de cuisiner et pourtant vous avez 
envie de manger quelque chose de délicieux! Voici la 
solution. En utilisant cette sauce champignon prête à 
l emploi, vous serez sûr d apporter une touche d originalité 
et une diversité gustative à vos plats. Les différentes 
saveurs varient du doux, aromatique chinois au pimenté 
Sze Chuan. Et pour les amateurs de piment fort, nous 
avons bien sûr la variante épicée. Cette sauce peut être 
utilisée de plusieurs façons! Sur le riz, le pain, les nouilles, 
dans vos salades etc. En plus elle est adaptée aux 
végétar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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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近九成受调查女性曾遭性骚扰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负责

机会平等及妇女事务的国务秘

书比安卡-德贝茨10日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比利时根特大学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

查的425名15岁以上布鲁塞尔女

性中，多达88%的人说自己曾遭

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

此类性骚扰既包括肢体上

的，也包括言语上的，而且可能

发生在大街、办公室、商场或家

中等各种场所。

调查显示，30%的受访女

性表示，性骚扰的阴影至今挥之

不去，并迫使她们改变了生活方

式，包括衣着、出入场所、所乘

交通工具以及夜间的外出时间

等。

德贝茨说，这些数字表明

近期在社交网站上揭发性骚扰

的“我也是”（MeToo）运动兴

会被强暴是穿太少？

 

其 实 我们身 边有着 许多

被强暴的性侵受害者，虽然平

时看不出端倪，其实她们正在

很努力地让生活重回正轨。可

是有许多人当听到受害者被强

暴时，都会提到一个问题：“你

当时的穿着是什么？”这对她

们来说无疑就是二度伤害。

最近，比利时的首都布鲁

塞尔(Brussels)举办了一个“性

侵 受害 者在 事发时的 衣着展

览会”，想要让群众了解:受害

者的穿着与犯案者的动机没有

直接的关系。虽然没有直接的

证据证明，可是如果受害者在

当时穿得很性感的话，会影响

到人们对于受害 者的同情 程

度。问题是，大部分受害者当

时的穿着根 本普 通得 不能再

普通。

从该 展 览 从 受害 者支持

团 体“CAW East Brabant”

租来的受害者衣服来看，无论

是 睡 衣、运 动服、T恤甚至普

通印有 彩 虹小马的童装 都 会

成为性侵的受害者。

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组

织最近表示，他们在比利时北

部的Flanders地区发 现了野

生狼的出没，这距离上一次野

生狼在比利时出没已经一百

多年了。

该 保 护 组 织 成 员

Landschap说：“ 在 这 之 前，

我 们 国 家 是 欧 洲 大 陆 上 唯

一一个没有狼的地方”。

野 生 狼 是1月 份 在

Flanders地区被发现的，它可

能来自临近的德国，在之前的

圣诞节，野生狼也在荷兰被发

现。随着上世纪人们的过度捕

猎和工业化城市扩张的因素，

狼在许多西欧国家已经难觅

踪迹。

但是自1979年伯尔尼公

约以来，狼从人类的公敌变成

了一个受保护的物种，狼被认

为是欧洲自然遗产的一部分

元素。

该保护组织说，在比利

时发现野生狼的踪迹是一个

好的消息，他们呼吁政府采用

鼓励的策略，使得更多物种能

够回归到比利时。

起绝非偶然。她呼吁通过加大

宣传，让公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危害性，并鼓励女性受害者勇

敢站出来指证，并且也要更多男

性对受害女性表达声援和支持。

德贝茨介绍，布鲁塞尔大

区2017年10月推出一款专门应

对性骚扰的手机应用软件。女性

在受到不法侵害时可及时通过

语音或短信报警，同时在附近的

该软件其他用户也会收到提示，

他们可前来提供帮助，也可作为

目击证人。此外，这款软件也是

信息交流平台，提醒人们避开某

些高风险区域，警方也可据此调

整警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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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欧洲贸易有限公司

在比利时的战略合作伙伴

LION NOODLE N°2 FINE FR 7KG              

21.80¤_ 18.30¤
现价原价

 无头虾  16-20  无头虾  21-25  无头虾  26-30

金源超市新年货品

在金源超市
买满150欧元货
品，将获送一箱免
费笋块罐头，（一
箱含6罐笋块。零
售价，每罐15欧
元。）

0.88¤
现价原价

1.18¤_
荔枝罐头单罐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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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6日

预定请到：HUA WEI EXPERIENCE 
CENTER.
地址：RUE SAINTE-CATHERINE 12, 
1000 BRUX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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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金源超市为您提供送货服务，订货请致电： 
02-511 4868 转 送货部

0479 917 711

金源超市

砂壶品茶

金源超市为
您备好家乡
的紫砂壶。

“秋水长天”，

气韵甚好。

一气呵成。

2018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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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利时的全新航空公

司比利时航空今日在布鲁塞

尔宣布即将开通布鲁塞尔南

机场直飞香港国际机场航线。

比利时航空将会在3月获得经

营许可证后正式于香港启航，

并致力于在2018年下半年将

中国内地城市加入其航线。

比利时航空来自比利时，

由2018年上半年起提供来往

比利时与亚洲的长途航线。比

利时航空将获得2000万欧元

的启动资金，多数股东来自于

比利时及欧洲，其余则来自亚

洲。总部设立在蒙-圣吉贝尔

（沙勒罗瓦省）。

同时，新航空公司比利

时航空公司也应该会创造出

600个就业机会，360个在航

空公司，240个在机场。将建

造一个新航站楼，跑道延伸

700米至3200米。

灯光照亮夜间的根特
2018年1月31日 —2月4日，

根特迎来第四届根特灯光节。来

自众多国际灯光艺术家的作品，

点亮了整座城市。夜间的根特

绝对会让你惊叹，精心设计过

的点亮和排列方式，加上酒吧灯

光的点缀，让人流连忘返。而这

些，曾让根特在2004年获得国

际“城市与人”照明奖。

在这里，你可以从另一个

角度发现根特的历史遗迹和古

迹，更让您有机会看到日落之

后根特独特的隐藏魅力。本次

根特灯光节将较以往增加1天时

间，并且增加了一条全新改编路

线。届时，根特不仅在老城中心，

艺术区也将熠熠生辉。最重要的

是，根特灯光节3年才举办一次，

错过2018年，可要再等上3年了

哦！

比利时2018烈日啤酒马拉松报名中！

2018啤酒爱好者马拉松赛

主题是“遥远的西方”，赛事将

举办在比利时的列日市，关门时

间是6.5小时。这场比赛一个目

的大家跑得开心就好。除了普

通赛事必备的水和能量补给之

外，所有的跑者都有机会在途中

品尝15种不同的比利时啤酒 。

每一站也将伴随着一个现场乐

队 ，在不断激励跑者继续向前，

更能给您一个难忘的马拉松记

忆！

列日市地处欧洲的中心，

是默兹河—莱茵河流域地区

的大都市，该地区包括列日、亚

琛和马斯特里赫。列日市位于伦

敦-布鲁塞尔-柏林TGV道路上

7条公路支线网的正中心，距荷

兰仅30公里，距德国仅45公里。

她是欧洲第三大河港、会议中

心、国际活动的东道主以及瓦

隆人居住地区的经济中心。

赛事亮点

1、 全程至少15种不同品类的啤

酒，乐队助威；

2、6.5个小时友好关门时间，尽

享赛道激情；

3、报名成功者免费送赛后烈日

市一日游。

赛事信息

比赛地点：比利时，烈日市

比赛时间：2018年5月20日

开跑时间：9:30 am（待定）

关门时间：6.5小时

起终点：Saint-Lambert

赛事类型：全程马拉松,

费用：750元（18岁以上）

领物信息：待定，组委会将在赛

前1-2周前公布领物信息及详

细的开跑时间，通过马拉松报名

网报名的用户将额外收到一份

中文的参赛指南。

比利时航空将在
今年3月于香港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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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ella（ 能 多 益） 榛 子

酱自打发明以来，在大部分欧

洲人心目中就是不可替代。说

Nutella是很多欧洲人家中的必

需品，一点不为过，抹面包抹饼

干，堪称欧洲的殿堂级“神酱”。

有些人爱Nutella至深，甚至能

一边看电视一边用勺子挖着直

接吃。欧洲肥胖率的持续走高，

Nutella居功甚伟。

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道德

经报道，因此当刚刚过去的上

周，巴黎Intermarché超市宣布

950克包装的Nutella每罐仅售

1.41欧元时，顿时激发了顾客的

抢购热情。要知道，这种大包装

的Nutella，原价可是一罐4.5欧

元，这家超市给出的促销价，相

当于这个“必需品”坐地打了3

折！

超 市 方 显 然 知 道，用

Nutella做噱头的促销一定会受

欢迎；但超市方不知道的是，顾

客赶来捧场的热情程度超出了

超市的承受范围。开启促销的当

天，超市内部猝不及防地陷入一

片动荡混乱。赶来抢购的顾客互

不相让，有的甚至大打出手。

超市工作人员描述称：“当

天早晨8点半 超 市一 开门，人

群就涌了进来，冲向Nutella货

架。”“到处都有人摔倒在地上，

还撞倒了其他货架。”“他们互

相撕打，试图夺走其他人手里的

罐子，甚至威胁我们这些工作人

员。”

法国媒体 称：“种种推搡

拥挤简直像动物一样。有一名女

性因站位靠前，被其他人扯着头

发拽离货架；另有一名老妇人

头上顶着一箱促销Nutella，胳

膊还夹紧了一箱，而这一箱的外

包装上，还沾着不知道哪个倒

霉蛋的血……。”而在Ostricourt

市，同样的促销引发了同样的混

乱，甚至需要当地宪兵队出动平

息冲突。

其 实，法 国 农 业 部 长

Stéphane Travert 上 周 接

受 法 媒 采 访 时 刚 刚 表 示，今

后 食 物类的促销折扣需要受

限， 大 也 不 能 超 过66折：

“这是为了打击过 度折扣，否

则，消 费 者 认 知中的 食 物 合

理价格就会产生偏差。”然而

Intermarché超市偏偏顶风作

投资3.1亿美元，
谷歌将在比利时新建太阳能数据中心

自去年年底以来，谷歌公

司的 全 球设 施一直 运行采用

可再生能源，这得益于谷歌在

2010年开始的一系列重大能源

采购。搜索巨头谷歌决定将这

一新态势保持下去。

近日，谷歌宣布计划在比

利时建立一个数据中心，该中心

将有一个现场太阳能发电场。

谷歌已经拨出2.5亿欧元（约合

3.12亿美元）用于该设施的建

设。该数据中心建在距离首都

布鲁塞尔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

Saint-Ghislain镇。

谷 歌 预 计 该 数 据 中 心

将 在2019年 年 中启 用。由 于

2017年3月开始建设，所附的

太阳能发电场已经投入运行，

它由10665个太阳能电池板组

成，占地约10英亩，每年可产

生2.9千兆瓦时的能 源。谷 歌

表示，实际上这个设施是该地

区第二大的。

其他技术巨头也在投资绿

色能源。10月，微软签署了一项

协议，购买通用电气公司运营的

爱尔兰风力发电场的全部电力，

为当地的一个云数据中心供电。

同月，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

Jeff Bezos在得克萨斯州的斯

卡里县登上了一座300英尺高的

涡轮机，为它的一个更大规模

的风力发电场揭幕。

云产业的建 设 力度也在

加强。两周前，谷 歌 宣布了一

项计划，以数亿美元的价格建

造 三条新的海底 通信电 缆以

及五个云数据中心，预计这些

设 施将 在今年晚些时候 投 入

使用。

至于这次在比利时新建的

数据中心，这是谷歌在该国建

设的第三个数据中心。谷歌表

示，这个项目将使其在比利时的

总投资达到10亿欧元。

打折巧克力酱引发的“血案”

案！讽刺的是，超市的Nutella

促销3折广告，正 好与农 业部

长的采访登在同一版报纸上，

可以说是踊跃打脸了。

因此可想而知，这样一场

既不给领导面子、又给社会带来

麻烦的促销活动，必然会招来

社会管理者的“报复”。本周一

晚间，法国经济部表示，准备展

开对这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调查。

反欺诈部门也已经表态称，要

“认真审查这次反常打折事件”。

连Nutella的娘家费列罗公

司也发声了。位于意大利的费

列罗总部表示，该超市决定用

Nutella做大力度促销之前，并没

有与费列罗方面商量过。费列罗

对此事及其后果表示遗憾，因为

此事造成了消费者的困惑和失

望。

不 过，Intermarché超

市 好 像 没 把 这一 切 当 回 事。

因为法国 本周三即 将 颁布一

条“ 防止不 公 平竞 争”法 规，

规定大型超市出售商品，售价

必 须 比 进 价 高 至 少10%。但

Intermarché已经预告了新的

促销商品和折扣，力度依然极

大，看起来誓要把“法国 廉

价四星期”活动坚持到底。至

于 新的一波折扣 会不 会引发

新的一波群殴，吃瓜群众可以

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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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塔：地中海的心脏

瓦莱塔是欧、亚、非海运交

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素有“地中海的心脏”之称。她

也是公认的世界遗产之城，又被

欧洲人看做是艺术之城，其历史

已近500年，是欧亚非文明交融

的无声见证者。瓦莱塔城是半岛

结构，因其地形上的优势一直被

用作军事堡垒。如今，它凭借两

翼港口成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

运输集散地。上下巴拉卡花园是

著名的观景点，而城中的教堂和

宫殿大都结合中世纪、巴洛克及

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蜿蜒曲折

的街道和小巷因着马耳他的丘

陵地势，上下弧度极大，如今已

成为摄影爱好者们的热门取景

地。

萨格勒布：念旧的城市

萨格勒布是个念旧的城

市，从至今不愿意换掉的、需要

专人手动关闭的煤气街灯，到街

头的蓝色有轨电车，都能看出现

代化并不是萨格勒布人对生活

的追求，他们热爱宁静的生活，

而这份宁静来源于他们对历史

的珍视和执着。

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克罗地

亚北部，面积1291平方公里，人

口77万。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

均气温9.3℃，年均降水量871毫

米。该市与中国上海市结为友好

城市。萨格勒布原意为“战壕”，

1094年首次在史料文献中正式

出现，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哥得兰岛：羊比人多

哥得兰岛是瑞典最大的海

岛，有5万名长住居民，坐轮船

从奥斯卡港出发3个小时即可到

达。每年7月初，瑞典的黑夜时

间就缩短为两到三个小时。轮渡

到达哥得兰岛首府维斯比时已

经是晚上11点，但这里仍旧是白

天。

大片的落日洒向海滩，追

逐着在岛上嬉戏的人们的身影。

岛上的一根根独特的石柱，如骑

士一般护卫着这片静谧的土地。

虽然风景迷人，但即使是瑞士

人，也很少有人到过这个海岛，

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绵延500

米的海岸线，将岛屿装点如少女

般清秀。而且，这里羊的数量远

大于人的数量。

黑山共和国：游客签到簿

黑山共和国，简称“黑山”，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东

南与阿尔巴尼亚为邻，东北部与

欧洲冷门文化圣地  惊艳一座城
1月20日，马耳

他首都瓦莱塔正
式成为2018“欧洲
文化之都”。当晚，
瓦莱塔四个主要广
场上演了3D灯光
秀、舞蹈、合唱等
节目。“欧洲文化
之都”评选活动始
于1985年，每年授
予一座或两座欧
洲城市这项荣誉
称号，旨在促进欧
盟成员国及城市之
间的文化交流。对
于中国人来说，瓦
莱塔也许是个陌
生的城市，其实在
欧洲还有很多我
们所暂不知晓的
文化圣地，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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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冷门文化圣地  惊艳一座城

塞尔维亚相连，西北与波黑和克

罗地亚相接壤，西南部地区濒临

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长293公里，

是“一带一路”沿线旅游资源非

常丰富的国家之一。

黑山境内拥有巴尔干半岛

最大的湖泊斯库台湖，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科托尔湾，欧洲最长和最深的峡

谷塔拉峡谷，欧洲最高的铁路桥

马拉里耶卡高架桥，且都是游客

的必到之处。虽然国土面积不足

14000平方公里，但黑山可为每

一位旅行者提供所期望得到的

一切。

： 和
的

克拉科夫有很多“头衔”，

中欧最古老的城市、欧洲最美

的城市、文学之都。克拉科夫一

直以浓厚的文学气息著称，在

克拉科夫，“生活和呼吸的都

是文学”。每逢节日，整个城市

充盈着诗歌和音乐。这种氛围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知名文学

家、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米沃什和辛波斯卡，科幻作

家和剧作家斯拉沃米尔等都在

该市居住。在克拉科夫定居的

文学家包括曾获诺贝尔奖的诗

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维斯拉

瓦·辛波丝卡、科幻作家史坦尼

斯劳·莱姆以及荒诞派剧作家

斯瓦沃米尔莫罗热克。仍在世

的国际知名诗人有亚当·扎加

耶夫斯基和伊娃·丽普斯卡。

卡齐米日是克拉科夫的一

个历史街区，14世纪以来一直

以其犹太社区而著称。1988年

开始，卡齐米日开始举办一年一

度的犹太文化盛会，如今区域

内的著名景点有：市集广场上

的市政厅，老犹太教堂现在作

为犹太博物馆，以及若干其他

犹太教堂和基督教堂，市政工

程博物馆等。

比 ：

作为格鲁吉亚的首都，第

比利斯位于库拉河畔，三面皆

山。坐落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使

它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反

映在如今的民族多样性和折衷

主义的架构。

第比利斯分为旧城、新城

两部分，旧城滨水，城内有弯曲

的小巷、残旧的古堡，还有建于

5世纪的教堂和昔日的格鲁吉

亚王宫。新城傍山，人们可坐缆

车上下山。市中心是格鲁吉亚政

府大厦、商店、剧院和博物馆，

6条街道向市区各处辐射，交通

十分便利。

另外，格鲁吉亚有着悠久

制食奶酪的习俗。自成一系的

格鲁吉亚烹饪，奶酪在其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格鲁吉亚奶

酪可生冷熟热各种食法，而且

还可以用来做馅料。以奶酪制

馅做成的烤饼更是格鲁吉亚家

宴和国宴上的主“菜”之一。

布 ： 地
海 的

位于克罗地亚南部的杜布

罗夫尼克古城被誉为“克罗地

亚海上的珍珠”，1979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城区分为旧城和新

城两部分，旧城至今仍保存着

14-16世纪建的古城堡，分别体

现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

和巴洛克式等不同的建筑风格。

建于17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大

教堂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

教堂外观庄严雄伟，内部饰有不

同时期的宗教藏画。欧诺佛噴

泉是全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至

今还源源不断地涌出甘甜的泉

水。而另一个著名地标是方济

会修院，一旁的过道里是欧洲

历史悠久的药房。

瓦 ： 的
人

世界上唯一的圣诞老人村

位于芬兰罗瓦涅米以北8公里的

北极圈上，每年源源不断的游客

从世界各地纷涌而至，为一睹圣

诞老人的风采。踏入这片土地，

你就能马上体会到浓厚的圣诞

气息，盛装的圣诞老人，巨大的

雪人、美丽的冰雕、缤纷多彩的

圣诞树、随处可见的驯鹿、穿着

传统服饰的拉普兰人等应有尽

有。

你千万不要小看居住在这

里的圣诞老人。这里的圣诞老

人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掌握

30种语言的基本问候，常常在

圣诞老人办公室中接待各地游

客。他们仿佛是从各种明信片、

小说、儿童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

一般，带着童话而传奇的色彩。

格 兰岛： 的

格陵兰岛是世界最大岛，

面积2166086平方千米，在北美

洲东北，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

从北部的皮里地到南端的法韦

尔角相距2574千米，最宽处约

有1290千米，海岸线全长3.5万

多千米。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岛屿

和世界上最后一个没有被污染

过的角落，格陵兰的很多植物都

是可食用的，岛上的美食大有嚼

头。格陵兰岛的风景美不胜收，

以至于有时看起来这里没有人

居住。比参观人烟稀少的格陵

兰岛更为疏远的是什么？那就

是参观东格陵兰岛。东格陵兰

岛的Tiniteqilaaq(Tinit)居民地可

以发现于两块大陆的交会之处，

其位于一个小半岛的下方。安马

沙利克（Ammassalik）地区一

个小社区的人口正在逐年锐减，

现只有111人居住在那里。

1

2

3

4

5

6

7 8

9

1.瓦莱塔
2.萨格勒布
3.哥得兰岛
4.黑山共和国
5.克拉科夫
6.第比利斯
7.杜布罗夫尼克
8.罗瓦涅米
9.格陵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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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剑指世界杯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的

法兰西体育场等多地遭到了系

列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30人死

亡，350多人受伤。涉嫌参与制

造恐袭的萨拉赫·阿卜杜勒-萨

拉姆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莫

伦贝克区。

据西班牙《公众报》报道，

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欧洲大陆

各国政府依然在为恐怖主义威

胁焦头烂额。在各国政府的恐

怖主义名单上都会有莫伦贝克

区的名字。

报道称，莫伦贝克区是比

利时的穆斯林社区之一，甚至

被称为“莫伦贝克斯坦”。一名

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也是受害者，是种族歧

视的受害者。全世界的记者蜂

拥而至，我们的孩子还以为在

拍电影。但这不是电影，这就

是悲惨的现实。但我们不是恐

怖分子。”虽然莫伦贝克有19

座清真寺，一半人口都是穆斯

林，但这里也有学校、超市、娱

乐设施，还有足球。

报道称，能够让孩子们暂

时摆脱恐怖主义阴霾的就是足

球。对于真正的球迷而言，莫伦

贝克区早就因为足球氛围浓厚

而被他们所熟悉，而不是因为

那场恐袭事件。莫伦贝克足球

俱乐部虽然并非豪门，但也曾在

20世纪70年代在国内取得过辉

煌战绩，甚至打进过足协杯半

决赛。然而，迫于严重的经济问

题，这支队伍不得不在2002年

解散。

即便如此，足球的血液依

然流淌在莫伦贝克区每个居民

体内。2003年一群足球爱好者

在莫伦贝克区组建了一个名为

“白星”的足球俱乐部，因为他

们不希望当地的足球从此沦落。

这支被外界称为莫伦贝克俱乐

部的队伍成功地从最底层晋级

到比利时乙级联赛。

报道称，莫伦贝克区的体

育事业并没有得到比利时政府

的支持。政府或许没有想到，

足球能够帮助罪犯、毒贩乃至

恐怖分子改变命运，因为真正

热爱足球的人绝对不会有时

间和精力到大街上闹事。即便

如此，每隔一段时间，莫伦贝

克区的居民都会举行一场以家

庭为单位的体育赛事，因为他

们坚信体育能够促进社会和

谐，为孩子们提供远离恐怖主

义的机会。

比利时“黄金一代”拥有

着太多让全欧洲艳羡的天才球

员。后防线上坐拥曼城队长孔帕

尼，热刺队长维尔通亨，前阿森

纳队长维尔马伦，以及挤走切赫

的切尔西门神库尔图瓦。中场位

置上英超MVP阿扎尔，曼城核

心德布劳内，辅以纳英戈兰、维

特塞尔、费莱尼等人。前锋的位

置上卢卡库和奥里吉也都是出

色的年轻球员。

英超最佳防线的维尔通亨

和阿尔德韦雷尔德坐镇，再加上

孔帕尼和库尔图瓦，比利时的防

守反倒不让人放心，令人费解。

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

库，维特塞尔等球员都有出任战

术核心的能力，但自始至终球队

以谁为核心，选择走地面还是起

高球的思路都没有完全明确。

阿扎尔擅长突破，需要占

有大量的球权，而德布劳内长于

组织，也需要掌控皮球，另外队

中的莫尔滕斯、维特塞尔、卡拉

斯科也都是能带球爱带球的球

员。

这就导致了比赛中

比利时球员拿到球的

第一选择往往是先自

己带，等到办法不多了

才会选择传球，导致

进攻效率低下。因此

我们看到的这支比

利时多数时候还

是各自为战，靠

球员出色的个

人能力解决问

题。

比利时莫伦贝克区：以足球对抗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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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广告
整版广告：500欧元。

半版广告：250欧元。

四分之一版：90欧元。

最小版面广告：每期28欧元。刊登三期或以上价格：每期10欧元。

以上广告连续刊登半年，将给予更优惠价格。

如需设计，将酌情另加费用。

布鲁赛尔周边荷语区，

位子佳，生意稳定。因退休，

餐馆连房子转让。有意者请来

电：0478305758.

   布鲁塞尔市中心，生意稳定，位

置佳，约40个座位价格面议。请

致电：0472 260 886.

餐馆房屋转让  餐馆出租，位置极佳，处于UCCLE

商业中心，现出租。地址是1296 

CHOUSSEE DE WATERLOO 

1180 UCCLE 。

电话：0477 752 252。餐馆出让 

    MONS,中餐馆。80个座位，转让或出

租，（联系时间：下午：14:00-17:00，晚上

21:00以后），电话：0478 541 632.

餐馆出让

世界餐出让股份
餐馆（WOK）转

让股份30% 。联系电

话：0472 205 031.

餐馆房屋转让

WOK出让 招厨房工
比利时南部WOK出让。非诚勿

扰。联系电话：0484 870 456. 

（10.1-11.15）

MAISON一栋四层。底层

可开餐馆。位置佳，环境好，

现出租。非诚勿扰。联系电

话：0494 285 117. 

（10.1-11.15）

出租房屋
本店招请一个日本厨师

（全工），两个亚洲二

厨。联系电话：

0477 117 058. 

（16-16）

餐馆出租

   布鲁塞尔，人流广，30座位，外加

花园里20座位Terrasse。可转做

其它生意，有意请电：0486 799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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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

随时和我们联系!

正宗粤菜川菜北方菜，

精美点心小菜，

明炉烧腊。

烤乳猪（需预定）

接待团体餐。

姑
妈
小
厨姑妈小厨地址：RUE GRETRY 25

        1000 BRUXELLES
营业时间：每日中午12时－晚上11时 
电话号码: 02－2231 424

正宗粤菜川菜北方菜，

精美点心小菜，

烤乳猪（需预定）

接待团体餐。

二十五年经验
香港名厨主理

                 告示：

所有在本报刊登广告者，必须

保证所发布的信息内容，符合

欧洲地区与比利时国家政策，

法律，法规等。由于广告提供

者发布的信息错误，所引起的

一切法律，经济责任与纠纷，

均由广告提供者全部担负，与

本报无关，特此声明。

路易斯 • 马律师事务所
布鲁塞尔上诉法庭候补法官。比利时在行政管理方面和税务方面的规定越来

越复杂，在此环境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我事务所精心打造了长期法

律顾问和会计管理服务的结合领域。

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领域覆盖公司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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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一场精彩的月

全食在天宇上演。部分国家和

地区的夜空中出现了难得一

见的天文景象“超级血月逢

蓝月”，在北美西部、亚洲、中

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部分地

区，都有机会一睹奇观。

“超级血月逢蓝月”是“超

级月亮”、“蓝月”以及“月全食”

这三种罕见天文现象的“合

体”。 

“蓝月”指的是一个月内

第二次满月，通常每两年又

八个月会出现一次。除了“蓝

月”，此次也将是近来第三次

出现“超级月亮”。当月亮运

行到近地点时刚好满月，月球

看起来会比平常更大更亮。与

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平均

月亮大小和亮度相比，超级月

亮亮度可以高出30％，大小多

出14％。这便是“超级月亮”。

它不像“血月”那样令人兴奋，

但它比“蓝色月亮”更有视觉

上的意义。

“血月”一般是发生月全

食的时候会出现，当月亮、地

球、太阳完全在一条直线上的

时候。当地球挡住太阳的光

线时，月球将进入地球的阴影

里，它们就会穿过我们的大气

层，大气层将绿光和紫光灯

等都吸收掉：只剩下可以穿

透的红色光。一旦在地球上反

射回来，渐渐从银白转为暗红

色，到达月球表面的光线就会

呈现红色，如同“血月”。

只有太阳、地球和月亮

三者排成真正的一条直线时，

才会发生月全食。比如今年1

月31日和7月28日都发生月全

食。和日全蚀不同的是，观看

月全蚀不需要任何护目装备。

报道称，上一次月全食逢

“ 蓝 月”是1982年 的12月30

日，当天月球也恰巧在近地点

上，是个特别耀眼的“超级月

亮”。

跨国购物致比利时丧失1.6万个工作岗位
比利时法语区广播电视台

1月30日报道称，比利时贸易和

服务业协会(Comeos)负责人米

歇 尔(Dominique Michel)于 当

地 时 间1月30日 表 示，自2009

年以来，比利时人在邻国进行

跨国购物的数额每年平均增长

3.2%，该国因此丧失1.6万个工

作岗位。

米歇尔表示，自2009年以

来，比利时人从事跨国购物的

消费额每年平均增长3.2%。与

比利时本国该行业的贸易额(同

期每年平均上涨0.1%)相比，这

个数字持续增长预示着严重问

题。他解释说，2016年，除了电

商购物之外的跨国购物消费额

达2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12.02

亿元)，其中8.61亿欧元用以购

买食品和基础生活用品。这意味

着比利时失去了1.6万个工作岗

位。这位贸易协会负责人认为，

家乐福重新调整并不足为奇。他

指出，在比利时，商人都面临着

一堵墙。2016年，食品行业的

贸易额下降，而邻国的贸易额则

呈上涨趋势。然而，米歇尔提到，

矛盾的是，比利时零售业领域一

直在提供新的岗位，每年仍创

造2000个工作岗位。

要福利 
德国工人展开24小时大罢工

因为工会与资 方无 法 就

薪资和工作时长达成协议，强

大的德国工会IG Metall号召产

业 工 人举 行为期24小 时 的 罢

工。各地、各行业的产业工人陆

续开始罢工，最早的罢工从1月

30日晚开始，汽车零件供应商

ZF Friedrichshafen和照明公司

Zumtobel等公司受到影响。31

日，又有250个企业罢工。

德国多个地区的冶金业企

业主协会已经就此次罢工对工

会提出诉讼。影响力强大的德国

工会IGMetall号召进行 全天罢

工，罢工陆续开始，将一直延续

到2月2日，这是此前给资方发出

的最后警告，然后再投票决定

是否延长罢工。

罢工可能给依赖汽车零部

件和其它配件供应的公司造成

瘫痪。

柏林、巴伐利亚等多个地

区的冶金行业企业主协会已对

工会提出诉讼，一是要求禁止工

会发动警告性罢工；二是要求

工会赔偿因罢工造成的经济损

失。这些企业主协会相信其他

地区的企业主协会也将跟进提

出诉讼。

IG Metall工会负责人批评

说：“企业主提出诉讼是火上浇

油，将引发新的劳资冲突。”目

前德国经济增速创下六年来最

快，失业率降至纪录最低，工会

要求给390万金属和工程工人

在27个月内加薪8%。工会还要

求，工人有权将每周工时从35减

少到28小时，以照顾儿童、老人

或生病的亲属，在两年后恢复

正常工时。这是自1984年工人

罢工七周，将每周工时从40小时

降 至35小 时以 来，IGMetall首

次采取重大举措要求缩减工时。

雇主愿意加薪6.8%，但拒绝缩

短工时的要求，除非员工能在必

要时增加工时。这项本周每天持

续罢工24小时以支持IGMetall

要求的行动，料将致全德约260

家企业受冲击。

汽车供应商博世公司的员

工自31日稍晚开始罢工。戴姆勒

和保时捷员工则在2月1日展开罢

工。工会和雇主均保留了2月1日

结束罢工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超级血月”逢“蓝月” 
罕见天文奇观月底登场



2018年2月16日

32 ADVERTISING广告32 PHOENIX  TIMES

2018年2月16日

双色, 30及41mm, 自动机芯
www.baume-et-mercier.com

36, rue des Fripiers - 1000 Bruxelles +32 2 218 11 93

Tollet珠宝名表连锁行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拥有一百多年的家族历史。现今的主角已是这个比利时

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个比利时家喻户晓的连锁行拥有六家分店，分别位于布鲁塞尔最繁华的大广

场附近、City2商场内、Woluwé Shopping内以及滑铁卢市。执着于对美的追求、对精湛工艺和高端服务

的要求，凭借着一百多年来建立的信誉和名望，Tollet已成为大部分比利时人的珠宝名表首选店。拥有最专

业的销售团队、钟表作坊和珠宝作坊，Tollet为您提供从售前到售后最周到最热情的服务。不论是各品牌瑞

士名表，还是各种钻石首饰；不论是钟表维修，还是珠宝加工，在我们这里，您可以得到最上成最放心的品

质保证。“诚信做生意，诚心交朋友”是Tollet一贯的宗旨和追求。

主营名表品牌：欧米茄、卡地亚、积家、伯爵、萧邦、浪琴、真力时、天梭、豪雅、百年灵、名仕、爱马仕等

联系方式：
电话：0032 2 218 11 93
地址：Rue des Fripiers 36, 
      1000 Bruxelles, Belgique. (美味楼附近)
联系人：戴小姐   
手机：0032 4 833 64 668（微信号）
E-mail: shanshan1404@gmail.com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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