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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
会近日在布鲁塞尔投票通过
一项决议，整个欧盟地区将
从2014年7月1日起停止征收
通话、短信和上网服务的漫
游费，这将是欧盟建立统一
的电信市场大计的部分内
容。该委员会将在未来的
6周内制定和发布详细的计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编译
报道，16日至20日，汇集全
球葡萄酒的波尔多酒展在法
国拉开帷幕，中国成为酒展
的主角。
　　中国是葡萄酒第五大消
费国，中国还希望在葡萄酒
生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
两大趋势或将促进全球葡萄
酒中心转移至亚洲。近年
来，亚洲投资者的行动也证
明了这点。2012年底，美国
品酒大师罗伯特·帕克宣布
《The Wine Advocate》杂志

将引入三名亚洲投资者，在
新加坡开设办事处，并将杂
志运营工作转移至新加坡。
　　然而，最受瞩目并又频
遭质疑的仍是华人收购葡萄
酒庄。据悉，波尔多所属的
吉伦特省地区已有40余家酒
庄被华人收购。这场“收
购潮”还在继续，2011年初
起，平均每月就有一名华人
收购酒庄或买断波尔多当地
的葡萄酒经销商。
　　但对于买主来说，经
营酒庄并非易事。波尔多

地区最大的葡萄酒经销商
之一Diva Bordeaux总经理
让-皮埃尔·卢梭(Jean-
Pierre Rousseau)表示，
“2011年新酿葡萄酒的产量
不太理想，2012年又是如
此。而新酿酒约占我们总
营业额的50%。”(光明食品
集团在一年前收购了Diva 
Bordeaux。) 
　　拉图拉甘酒庄(Château 
Latour Laguens)经理让-
巴普蒂斯特·苏拉(Jean-
Baptiste Soula)也表示，

“酒庄买主可能会遭遇令人
沮丧的结果，并非每次投资
或转让都会带来回报。”
　　在中国市场，假冒名酒
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吸引中
国消费者，新的庄主只能
将“宝”压在酒庄的历史
上，并在酒瓶和标签上“做
文章”。不过，对于葡萄酒
商来说，波尔多的认可是打
开市场必不可少的”金钥匙
“。一些曾终止与法国分销
商合作的酒庄所有者打算重
拾法国市场。(依洛)

划。其预计，停收漫游费只
会让移动运营商的收入减少
2%，因为欧盟以前对漫游费
的限制就比较严。 
　　同时他们还表示，从长
期来说，此举很有可能会推
动运营商们的收入增加，因
为这会鼓励用户们在海外继
续使用手机和各种服务，尤

其是上网服务。毫无疑问，
欧盟的这些计划遭到了电信
大佬们的反对，比如沃达
丰集团CEO维托里奥·科劳
（Vittorio Colao）就曾在
2月份呼吁推迟执行这些计
划。
　　点评：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欧盟国与国之间停收

漫游费，我国跨省的漫游
费，是不是可以“见贤思
齐”？
　　不过，如果欧盟运营商
收入仅减少2%的数据可靠，
国内运营商肯定会提供数据
证明“与国情不符”。因
此，别想着也停收，先期待
漫游费只占其收入的2%吧。

 罗众议院推行无纸化计划 
　　新华网布加勒斯特６月１８日电（记者林惠芬）
罗马尼亚众议长瓦列留·兹戈内亚１８日说，众议院
常设委员会当天成功举行了首次无纸化会议。
　　兹戈内亚说，常设委员会首次无纸化会议是节省
开支的一个有效典范，希望众院所有机构在今年内实
施“无纸化议会”计划。他说，如果常设委员会和其
他几个委员会实现无纸化，众院每年将可以节约开支
７万列伊（约合１２．９万元人民币）。去年常设委
员会共复印材料７０万份。
　　据罗通社报道，为了节省开支，今后除众议长或
会议主持者拥有一份纸质会议材料外，其他人员则使
用平板电脑或便携机。他希望议员们能够理解并支持
无纸计划，把节约下来的这部分经费用到其他更需要
的地方。
　　兹戈内亚说，今后法律草案将不再通过复印件发
放，而是将电子版传输给每个议员。为此，议会将修
改现有相关条例。他希望今后将不再看到议员办公室
扔出大量废纸、法律草案复印件等。

  罗开建世界最强激光器
   罗马尼亚6月１４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南部的默古
雷莱核物理基地举行奠基仪式，正式启动建造世界上
功率最强大的激光器。
    这一激光器属于欧盟核物理“极端光基础设施
（ＥＬＩ）”项目的一部分，毗邻罗马尼亚国家核物
理研究所，总投资３.６亿欧元，其中２.６亿欧元来
自欧盟基金。 
    罗马尼亚总理蓬塔当天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
“极端光基础设施”是一个历史性的项目、一个欧洲
乃至全球的“旗舰”项目。相信未来几年，无数国内
外专家将前来默古雷莱工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名副
其实的“激光谷”。 
    欧盟“极端光基础设施”项目准备建４个全新的
激光研究机构，其中３个选址已经完成，分别位于罗
马尼亚的默古雷莱、捷克的布拉格和匈牙利的赛格
德，其激光器功率将超过目前所有激光器，可用于肿
瘤治疗、核废料处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6月17日体育专电(记者
林惠芬)罗马尼亚足协主
席米尔恰·桑杜(Mircea 
Sandu)和职业足球联盟主
席兼足协副主席杜米特
鲁·德拉戈米尔(Dumitru 
Dragomir)17日双双遭到
国家反贪局检察官起诉。
　　据报道，国家反贪局
指控桑杜和德拉戈米尔在
克拉约瓦足球俱乐部除名
案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等。2011年7月20日，足
协执行委员会在没有列举
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
将克拉约瓦大学足球俱乐
部从足协临时除名。国家
反贪局在一份公报中说，
足协上述决定严重违反了
足协章程，同时造成难以
弥补的物质损失。
　　罗足协在国家反贪局
宣布起诉桑杜和德拉戈米
尔后指出，足协拒绝接受
反贪局的所有指控，强调
克拉约瓦大学足球俱乐部
被除名完全符合足协章程
规定的程序。桑杜表示，
他将继续主持足协的工
作，履行足协主席的职
责。

 伊春与罗马尼亚阿祖加市
       建立友好城市
　　今天上午，伊春市市与罗马尼亚阿祖加市建立了
友好城市关系。市长高环与罗马尼亚阿祖加市市长康
期坦丁·萨姆森共同签下了友好城市意向书。
　　签字仪式上，高环说，伊春不仅山美、水美，人
更美，这个城市美丽如画，整洁干净，人民纯朴善
良，热情好客，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走向绿色崛
起，热情欢迎罗马尼亚阿祖加市朋友到伊春做客，更
多的了解伊春，祝愿两个城市的友谊天长地久。
　　康期坦丁·萨姆森表示，期待着伊春市政府代表
团尽早到阿祖加市访问。双方一定会结下深厚的友
谊，会促进共同的发展。
　　双方根据互利的原则，在经济、贸易、科技、农
林、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方面将开展多
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双方鼓励并支
持两市企业建立直接合作关系，以此推动互利经贸和
科技合作发展；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保持经常的联
系，以便就双方交流与合作事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
行协商。

    6月18日，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在展示欧盟委员会发来的反倾
销裁决，该公司的反倾销税率已下降到
19.2%。其余两家应诉的台湾自行车企
业的税率为零，而中国大陆其它的自行
车企业则执行48.5%的高额反倾销税。
今年6月份，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
接到欧盟委员会的一纸裁定，该公司出
口欧盟的自行车反倾销税率从48.5%下
降至19.2%。这是中国大陆自行车企业
从1993年以来首次获得抗辩欧盟反倾销
的胜利。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2012

　　中新网6月18日电 据意
大利欧洲侨网编译报道，
MODENA省地方媒体报道称，
位于MIRANDOLA的一家华人
工厂夜间遭抢劫，12名工人
和华人老板遭捆绑，抢劫犯
抢走了4000欧元和2万人民
币，以及金首饰、智能手机
和手提电脑。 
　　这个犯罪团伙共有5名
华人组成，夜里1点左右他
们闯入工厂，当时12名工人

     将五岁女童独留家中 
意大利一对华人夫妇遭指控 
 　中新网6月20日电 据意大利欧洲侨网编译报道，
COMO省一对华人夫妇被控抛弃和虐待未成年人，他们
已经开始接受庭审调查。
　　据宪兵队调查人员称，这对华人夫妇曾经将年仅
五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而且家里没有开暖气。有
邻居听到华人住家里有孩子在哭，而且持续几个小
时，立即报警。
　　宪兵队调查人员赶到报警地点后发现一名华人女
童独自在家，而且家中没有暖气，女童的父母被控抛
弃和虐待未成年人。(林夕)

  意大利警方破获一专门
  盗窃华人住家犯罪团伙 　

　  中新网6月19日电 据意大利欧洲侨网编译报道，
LODI宪兵队日前破获一个哥伦比亚犯罪团伙，这个团
伙专门盗窃华人住家，涉及的地区包括VITERBO。
　　来自VITERBO的消息称，几个月前，VITERBO一处
华人住家被盗，当地警方经过调查逮捕了一名哥伦比
亚男子，之后VITERBO检察官又对另外四名哥伦比亚
人进行调查。
　　近日，VITERBO法庭已经开始庭审调查此案，但
是被告保持沉默，不回答任何提问。

 华人收购法国葡萄酒庄热潮持续 

             月均一名华人投资

意大利一华人工厂遭劫 

       12名工人和华人老板被绑
和老板都在楼上休息。5名
抢劫犯的手中持有利刃，其
中一名抢劫犯的手中还有一
把手枪，他们用胶带捆绑工
人和老板，为了让老板说出
钱藏在什么地方还殴打老板
致伤，他们抢走了4000欧元
和2万人民币、金手镯、金
项链、11部智能手机、9台
手提电脑。
　　5名抢劫犯逃跑后不
久，华人老板的女儿进入工

厂时解救了所有被绑人员并
报警，当地宪兵队调查人员
在全省范围内和周边地区进
行调查。
　　ROVIGO省CASTELMASSA
宪兵队巡逻人员在公路上检
查过往汽车时欲拦截一辆由
华人驾驶的汽车，华人司机
起初减速准备停车，后来突
然加速驶向附近的村庄。车
内5名华人之后全部弃车逃
跑。

　　宪兵们找到被丢弃的
汽车，这辆被丢弃的汽车
给调查人员提供了众多的
线索。调查人员通过车牌发
现车主是一名现年46岁的华
人男子，此人正式居住地是
RIMINI省。车内还有各种黄
金饰品、4块名表、7张已经
填写好的支票、27部手机、
5台手提电脑和大量人民
币。(林夕)

欧盟将从明年7月1日停止在欧盟区征收漫游费

中国大陆自行车企业抗辩欧盟反倾销
                   20年来首获批准 

年向欧盟出口75辆自行车，货值仅一万
美元，就收到了欧委会的反倾销调查通
知，该公司随即开始应诉，经过13个月
的艰苦应对，花费300多万元，最终成为
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反倾销胜利的自行车
企业。此案例也为彻底破除欧盟对中国
自行车长达20年的高额反倾销税率提供
了很好的例证。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 摄
    6月18日，浙江宝归来车业有限公司
的员工在轮轴车间里工作，该企业是一
家年销售不到1000万美元的小型民营企
业。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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