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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F O C U S
新冠病毒在欧洲蔓延中
普通民众应该如何应对？

T R A V E L

2020十大最佳
旅行地区榜单
快计划一场别开生面的旅行吧，去
拥抱世界，感受当地蓬勃的活力...

E CO N O M Y
英国脱欧使在荷兰开展
业务的企业数剧增
预计创造4200个工作岗位

I N T E R V I E W

荷兰新冠疫情
华人家长如何看？

H E A LT H
增强自身免疫力 
才能“百毒不侵”





由于众多抱着好奇和猎艳心理的游
客的涌入，红灯区已逐渐“不堪重负”。

从4月开始，阿姆斯特丹将禁止所
有旅游团到“红灯区”玩乐。

投票是在18日的一次理事会会议
上进行的，这是市长Femke Halsema采
取的应对举措之一。

在荷兰，性工作是合法的，红灯区
又地处历史底蕴浓厚的阿姆斯特丹市中
心，交通便利。调查显示，每周约有上千
个旅游团在红灯区游玩，傍晚时分更是
多达每小时28个。

阿姆副市长维克托·埃弗哈特（Victor 
Everhardt）在新闻声明中说：“红灯区的
性工作者会被当作“旅游景点”对待，因
此将禁止旅行团在红灯区游览玩乐。”

不过，红灯区以外的地方，旅游团还
是仍然允许参观的。但前提是，参观者必
须遵守新的更严格的规定。这将有助于
防止对当地居民和企业的破坏。

被发现违反规定的导游，将从20年
4月1日开始算的6个星期“警告期”后，被
罚款190欧元，旅游团也会被立即解散。

三起违规行为将意味着暂时撤消

导游证，而第四次违规行为将被永久禁
止，且组织旅行的公司将面临2500欧元
至7500欧元的罚款。

市议会发言人维拉·艾尔（Vera Al）

表示：“我们希望这项更广泛的禁令意味
着，可以减少对当地生活和工作的人们
的滋扰。”

（本文编译自Toutiao）

未接种疫苗的儿童，
将会被拒绝进入荷兰日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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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红灯区”将禁止旅游团前往，违者罚款还要被吊销导游证

▲  图片来源：Pexels

不过，也有一些不支持该法案的声
音。因为一些医生表示，如果未接种疫苗
的儿童去没有强制接种规定的日托中
心，就会存在潜在风险。

据悉，目前在荷兰已经有超过100个
日托中心禁止未接种疫苗的儿童。NOS
说，新的立法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将
赋予他们正式这样做的权利，从而避免
父母采取法律行动。

去年10月，荷兰的国务秘书表示，
他们还不想实施强制性的疫苗接种。他
们正在采纳Vermeij委员会的建议，该委
员会认为，只有在疫苗接种率继续下降
的情况下，才应实施强制接种。

而卫生监督机构RIVM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9年预防腮腺炎、麻疹和风疹

的MMR三联疫苗的使用率为94%。这比
2018年有所改善，但仍低于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安全的95%的水平。

禁止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疫苗的
决定是推广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传
统上，疫苗接种因宗教原因而被拒绝，而
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疫苗接种会导致自
闭症等健康问题。

同时，反接种疫苗网站Miss Natural 
Lifestyle曾发起过一项运动，鼓励孕妇
拒绝接种百日咳疫苗并可以换取食品搅
拌器，该官网将该疫苗称为“毒药”和“排
斥药”。

该网站向前100名女性承诺，如果
不接种该疫苗，将获得价值399欧元的
搅拌器。

该疫苗最近被纳入国家疫苗接种计
划，并在怀孕第二十二周提供给女性。这
被相关广告委员会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并给此项运动打上了“不科学”和“危害
公共健康”的标签。

（本文编译自NOS）

▲ 图片来源：Pexels

据NOS报道，一项来自D66（Democraten 66，简称D66，荷兰进步主义和社会
自由主义政党）的提案同意授予日托中心拒绝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的权利，并且赢得了
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

Victor Everhardt

红灯区的性工作者会被当
作“旅游景点”对待，因此
将禁止旅行团在红灯区游

览玩乐。

阿姆斯特丹正在引入许可证制度，
用于通过Airbnb等网站向游客短期出
租房屋。市政的此决定是根据美国最高
行政法院国务委员会（RvS）的决定作
出的。

到目前为止，如果Airbnb房主遵守
某些规定，例如一年最多出租30天，最
多四个人同住等，则可以通过Airbnb出
租房屋。这种情况下本不需要许可证，但
是现在将会有所变化。

据悉，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的《旅游
租赁法》。该法律一旦实施，房主便可以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出租给游客。

市政当局还可以根据该法律设置要
求，例如一些报告义务和每年的最多出
租天数。该法律原定于7月1日生效。但

是，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必须批准它，因
此可能会延迟生效。

然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表示不想
等待新法律的颁布，现在正在建立许可
证制度。发言人Alderman Ivens说：“委
员会认为，现有的执法以及措施不足以
打击非法的游客租住业务。对于执法而
言，许可证的优势在于，如果在未获得许
可的情况下经营，则可以立即采取行动。”

市政当局还计划在某些社区完全禁
止度假租赁，因为市民的生活质量承受
的压力太大。如果施行许可证制度，这将
很容易实现，针对特定社区，市政当局不
会颁发许可证。

（本文编译自Toutiao）

阿姆斯特丹设新规： 为Airbnb引入许可证制度

▲ 图片来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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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司法部长安基·布罗克斯-克诺
尔（Ankie Broekers-Knol）告诉国会议
员，由于难民收容中心已经满员，荷兰难
民收容机构COA需要1800张新床。

这位部长说，到目前为止，寻找可以
永久居住的新空间的努力失败了。目前，
该机构正在寻找可在短期内用作临时住
所的大型场所。

目前约有27,000人居住在难民中
心。他们中有众多正等待着他们的要求
得到处理，而其他已被授予难民身份的
人正在等待住房的到来，以便他们能够
搬出。

Vluchtelingenwerk组织表示，床
的短缺归结于官方的“不作为” 。早在
2018年，该组织便警告说，除非加快相

关程序，否则将面临床铺短缺。
去年，有26,700名难民及其家人来

到荷兰。其中，有4200人来荷兰“投靠”
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家人。

大多数新难民仍旧来自叙利亚，去
年来自叙利亚的首次申请难民有3700
人。NOS表示，约有9,000名新来者仍在
等待开始申请难民身份。

在2019年的新移民中，有5,575名
是尼日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摩尔多瓦
人和摩洛哥人。

现在，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
求对“毫无意义”的难民案件采取更严厉
的行动，执政的VVD和SP党派都呼吁进
行变革。

（本文编译自NOS）

荷兰移民局压力大，难民收容中心已住满

▲ 图片来源：IND

荷兰4名嫌犯试图“金蝉脱壳”，警方联手
逮捕

1月19日，荷兰警方逮捕4名嫌疑
人，他们涉嫌参与一场越狱行动。

据报道，警方在一份声明里说，在
距离距阿姆斯特丹以西约112公里的
Zutphen发生越狱未遂事件，犯罪嫌
疑人被逮捕。

荷兰警方说，“这看起来是一起有
组织的越狱事件。有几个人试图越狱，
但失败了。没有人逃脱。”

在荷兰警探、荷兰边境警察和德
国警方的密切配合下，4名嫌 疑 人 被
捕。据悉，警方还动用一架警用直升
机作为掩护。

报道援引荷兰《电讯报》称，此次越
狱事件，可能与阿姆斯特丹黑帮Mocro-
mafia的高级成员Omar L有关，该男

子因参与数起黑社会谋杀案而被判无
期徒刑。

在荷兰，尽管协助逃生是非法的，
犯人越狱目前还不是非法的。政府希
望改变法律，以便越狱的囚犯在返回
时必须面对更长的刑期。

（本文编译自Toutiao）

▲  图片来源：Omroep Gelderland

荷兰邮局接连发生两起爆炸，警方怀疑是邮
包炸弹袭击

11日，荷兰阿姆斯特丹警方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该市一商业大楼的邮寄室
先后发生两次爆炸事故，第二次爆炸发
生在第一次爆炸几分钟后，目前没有人
员伤亡情况报告。

警方写道：“12日早晨，博尔斯托恩
一座商业大楼的的邮寄室发生爆炸。据
推测，爆炸是由放置在信件中的炸弹造
成的。”

据悉，1月，荷兰五个公司曾收到炸
弹威胁信件，分别位于阿姆斯特丹、鹿
特丹和乌特勒支，但均未发生爆炸。

目前，警方已向Nu.nl网站证实，该
爆炸事件的两枚信弹的发件人想要实
行勒索，并要求用比特币付款。今年早
些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信件炸弹，据警方
表示，也是由要求比特币付款的人发出
的，很可能所有信件都来自同一来源。

荷兰司法部长桑德·德克（Sander 
Dekker）表示，这个新进展令人“担忧”，
但所幸没有人受到伤害。

荷兰反恐部门NTBC的发言人说，
该机构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具有协调
作用。

（本文编译自Toutiao）

▲  图片来源：RTL Z

荷兰四城市跻身欧洲外籍人士最宜居城
市前二十

国际人力资源机构(ECA)每年对
欧洲城市的宜居性进行评估。城市宜
居性评估包括卫生服务、政治局势、住
房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此外，休闲设施、
气候和基础设施也为是重要评估因素。
最新榜单中，荷兰有四城市入选。

排名第一的哥本哈根和第二的伯
尔尼以清洁的空气、良好的设施和低
犯罪率而名列前茅。荷兰城市中，海牙
名列第三，设计和技术中心埃因霍温
紧随其后（第五位）。另外两座上榜的
荷兰城市分别为阿姆斯特丹（第七位）
和鹿特丹（第十二位）。

ECA高级评级分析师尼尔·阿什曼
（Neil Ashman）表示：“斯堪的那维

亚半岛、荷兰和瑞士等地的城市在外
籍员工宜居性方面一直都有不错的得
分。这些城市拥有良好交通、高标准医
疗和长期政治稳定等特点，让外籍员
工得以轻松适应。”

基础设施是ECA评估城市宜居性
的主要因素之一。世界级海港和机场、
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网以及质量、速
度和可靠性方面均名列世界前茅的全
数字电信网络使荷兰跻身世界最佳基
础设施国家行列。此外，荷兰的高品质
生活为其宜居性锦上添花。经合组织

幸福指数显示，荷兰在工作与生活最
为平衡的国家。

排名第三的城市海牙以其优越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而闻名。海牙有众多
的国际学校，还有绝佳的海岸线和美
丽的沙滩，让人感觉无拘无束。对家庭
来说，荷兰是一个充满绿色和安全的
居住之所。ECA表示，清洁的空气和安
全性是衡量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因素。

ECA评级系统每年对全球490多
个地点的外籍人士生活条件质量进行
评估，给外籍人员适应新环境的困难
程度做出公正和一致的评价。ECA国
际是市场领先的知识、信息和技术提
供商。

（本文编译自荷兰外商投资局）

▲  图片来源：Pexels

荷兰政府公开阐明反对种族歧视的坚定立场
2月7日，荷兰首相吕特在新闻发布

会上针对荷兰社会上近期出现的因新
冠肺炎疫情歧视亚裔的倾向表示：这些
歧视现象令人反感。

不管是不是因为疫情，歧视都是丑
陋的行为，是错误的，不利于社会团结。
他坚决反对歧视行为，呼吁荷兰民众站
在他一边，并相互支持，共同反对歧视
行为。

此前，荷兰医疗护理与体育大臣布
劳恩斯在6日参加议会二院辩论时，也
公开呼吁抵制因疫情而引发的针对亚
裔群体的歧视行为。

他表示，文明社会不应出现这样的
歧视现象，人人都有责任去防止类似行
为的发生，他接下来会在其他场合重申
抵制歧视的呼吁。

布还表示，不打算关闭库肯霍夫公

园等吸引众多中国游客的旅游景点，认
为这种措施不仅多余，而且带有歧视和
侮辱性质。

荷兰议会二院在当天的会议上还
高票通过动议，支持布劳恩斯大臣打击
种族歧视的努力，指出因为疫情而针对
中国人作出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的言行
是不可接受的。

（本文编译自Toutiao）

▲  图片来源：Nu.nl

更多好玩有趣的新聞熱點，
請關注微信。 每日更新，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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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5日起至2020年6月14
日，中国当代艺术家邵帆《在真相与幻象
之 间 》特 展，在 北 布 拉 邦 特 博 物 馆（H e t 
Noordbrabants Museum）展出，这是这
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荷兰博物馆举行的首
次个展。

邵帆是国际艺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真相与幻象之间》是邵帆从2009年至今的

回顾展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
化的创新和传统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邵帆，在当代中国画领域中占有特殊地
位。邵帆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融合了古典水墨
绘画技术，并在他的作品中将绘画，素描和设
计结合，融入了中国深厚的文化知识与变迁图
景。十多年来，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在
荷兰的首次个展，是对他的作品的一个独特的
概述。

“兔子万岁”
邵帆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兔子的不朽形象。
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通常是动物。邵帆特别

将兔子视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原型和混合生
物。他这样做符合传统：兔子是中国传统手工
艺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中国道教传统中，兔
子与不朽和长寿相关。

创新与传统
邵帆还是最早探索视觉艺术与设计之间界

限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他设计了一系列明
式椅子的当代装置艺术，尽管他的明式椅子的
设计是创新的，但它们是使用传统方法制作的。
在邵帆的作品观念里，椅子的本质是雕塑，是可
以被认为是让人联想起功能性家具的雕塑。

邵帆小传
邵帆196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著名的画家

家族。他的父母都是中国学院派油画家，以苏
联风格教授油画，但他的父亲拥有一系列传统

绘画，书法和家具，这些有幸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得以保留。邵帆小时候因此接触到许多中国
传统艺术作品。

自 1 9 8 8 年 以 来，邵 帆 的 作 品 已 成 为 全
球各种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品的一部分，其
中包括北京的中国国家美术馆，纽约的大都
会 艺 术 博 物 馆 以 及 伦 敦 的 V & A 博 物 馆 和 多
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2018年，在展览 

《中国之旅：希克收藏》中，邵帆的两幅作品
在北布拉邦特博物馆（Het Noordbrabants 
Museum）展出。

北布拉邦特博物馆“国际大师展”系列
此 前，伊 朗 裔 美 国 艺 术 家 阿 里 · 巴 尼 萨

德（Ali Banisadr）（2019年），印度艺术家曼
尼·奈（Inish Manish Nai）（2018年），日本
艺术家千春千代（Chiharu Shiota）（2017年）
和北爱尔兰艺术家克莱尔·摩根（Northern 
Irish Claire Morgan）（2016年）分别在荷兰
诺德布拉班特博物馆（Het Noordbrabants 
Museum）进行了荷兰首展。

致谢
在Renschdael艺术基金会和Urs Meile

画廊（北京-卢塞恩）的支持下，邵帆个展《在真
相与幻觉之间》成为可能。

中国艺术家邵帆
作品荷兰首展

Shao Fan (Beijing), Portrait, 2013. Private Collection, Switzerland

参展时间
Het Noordbrabants Museum

2020年2月15日起至2020年6月14日
周二-周日 11：00 - 17：00

除2020年4月27日国王节之外，其他节假日照
常开放。

Verwersstraat 41, 
5211 HT 's-Hertogenbosch 
www.hnbm.nl/shaofan

广告 ADVERTISEMENT

全新！ 限制电动自行车速度的
系统将在荷兰上路测试

据Het Parool报道，这种自行车
被称为高速电动自行车或S型电动脚踏
车，能够以每小时45公里/小时（28英里/
小时）的速度行驶，并且出于安全考虑，
会减慢至普通自行车的速度。

保证低速行驶最终可以使配备了智
能速度助手（ISA）的S型脚踏车与其他骑
自行车的人一起在荷兰各地的专用自行
车道上行驶。

史基浦机场试图增加其骑自行车上
班的员工数量，重点关注居住在距机场
25公里（15.5英里）以内的员工。

新系统的采用无疑将有助于使那些
较长的通勤变得易于管理，同时还可以
减少繁忙机场周围的道路拥堵情况。目
前，S型电动脚踏车骑手必须佩戴头盔，
并且由于他们造成的不安全的速度差异
而被禁止使用自行车道。

这种自行车的价格也很昂贵，但一
月份推出的一项新的政府支持计划允许
员工以较低的价格租赁一辆。例如，一辆
3000欧元（约3260美元）的电动自行车

可以通过雇主以每月约7欧元（7.60美
元）的价格租赁。

为了帮助管理快速电动自行车的
涌入，史基浦机场附近的自行车道已被
绘制地图并拍照，包括交通标志。这些地
图与S型电动脚踏车的电动驱动器上的
GPS和限速器结合使用，可以自动降低
快速电动自行车的速度。

此 外 还 考 虑 控 制 交 通 信 号，以 使
骑乘者沿路线前行时一路绿灯。据Het 
Parool报道，另一种用途是通过振动车
把来警告骑手。

目前，史基浦机场的66000名机场
员工中只有4000名骑自行车上班。与阿
姆斯特丹相比，这很少，阿姆斯特丹大约
一半的通勤都是骑自行车。

9月，史基浦机场宣布了一项计划，
到今年年底将自行车通勤人数增加至
7000人，到2024年年底将通勤人数增加
至10000人。史基浦和荷兰基础设施和
水利部正在投资在城市之间骑行“高速

公路”，希望将其目标变为现实。
关于史基浦系统，还有很多未知的

地方，Het Parool表示将很快开始测试。
但是首先，机场必须证明它可以减慢自
行车的速度。之后必须确保所有S型电
动脚踏车车都安装了ISA，这是欧洲运输
安全委员会可能会支持的。

（本文编译自环球网）

▲ 图片来源：Pexels

位于阿姆斯特丹郊外的史基浦机场（Schiphol Airport）正在准备测试一种新系
统，该系统会在最快的电动自行车驶近时自动降低速度。

▲  图片来源：I am Ex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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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新的冠状病毒的了解有多
少？身在荷兰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准
备，才能防止病毒继续扩散？为此，《中
荷商报》总结了一些关键问题。

1 . 目 前 荷 兰 的 疾 控 条 件 下， 
医疗机构会如何对待患者？

根据目前的疾控条例，首先，患者
将被“隔离”观察起来。这意味着该患者
将在家里或医院的单独房间中接受治
疗。第一位荷兰病人是在蒂尔堡的伊丽
莎白-特威斯泰登医院隔离护理的。

然 后，医 生 会 把 病 人 安 排 去 荷 兰
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和
Erasmus医疗中心进行测试，以确定患
者是否确实感染了冠状病毒。大约六个
小时内出具诊断结果。RIVM称，如果有
人在荷兰检测到该病毒，则会要求更多
实验室进行快速测试。荷兰大约有十五
个这样的实验室。

如果有人被感染，公共健康服务机
构（GGD）会开始进行所谓的“接触调
查”，以确定感染者与谁接触过。然后，
这些人必须在病毒潜伏期期间密切注
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RIVM在其网站上写道，对与患者接
触的人进行监控，必须每天记录两次体

温并将其报告给GGD。他们还必须举报
投诉疑似病例。

荷兰医院共有250张床位，可对疑
似或感染患者进行隔离护理。

2. 如果您曾经处于危险区域，
该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生病（咳嗽，打喷嚏，发
烧）并且没有与病人接触，则您无需做任
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晚上致
电医生或致电医生办公室。他或她将要
求GGD进行测试，并就如何防止他人受
到感染提出建议。

根据RIVM的说法，对从风险区域返
回的人员进行预防性测试是没有意义的。

新冠病毒在欧洲蔓延中
2019年12月，一种未知的管状病毒在中国武汉出现。此后，感染病毒的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已为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命名为

Covid-19。 成千上万的国人被感染。伊朗，意大利和韩国也爆发了疫情。2月27日在荷兰，第一名患者被诊断出患有Covid-19。

3. 您如何预防感染？ 
口罩有帮助吗？

人与人之间的感染是通过呼出带有
病毒颗粒的飞沫而发生的。如果被感
染者咳嗽或打喷嚏，与此人直接接
触，则会引发感染，但也可以通过触
摸被感染物体或表面被感染，例如通

过握手来间接接触。
口罩可以帮助限制感染者的飞沫传
播。戴上口罩以防止自己被感染，并
不会完全阻止你在被污染的空气中
呼吸，也无法阻止病毒传播到您的手
上。以后碰触他的脸的人仍然有被感

染的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您去过公共场所，
请定期洗手。尽量少碰触您的脸，也不
要咳嗽或打喷嚏。任何想要使用烟嘴
的人都必须定期更换。在荷兰，只建议

医务人员戴上口罩。
为防止扩散，RIVM建议针对所有流感
和感冒病毒-在肘部内部打喷嚏和咳

嗽，定期洗手并使用薄纸。

4. 病毒可以在物品上存活吗？
在人体外，冠状病毒不会长期保持

完整。 依据以往经验，SARS在某些表面
上可以存活三天左右。

5. 目前，是否有抗病毒疫苗？
当 前，并 没 有 针 对 新 冠 病 毒 的 疫

苗。当时，针对SARS的疫苗正在研发
中，但由于这种流行已经结束，因此从
未在患者身上进行良好的测试。

6. 病毒的传染性如何？
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的传染性和

传播速度。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
病毒学家指示，病毒的传染性（R0）的传
播速率为2.2。这意味着每个感染者平均
感染2.2个其他人。从感染到症状发作的
时间平均为5天，但也可能为两周。

▲  图片来源：Rijnmond

▲  图片来源：Th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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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人感染之后会呈现怎样的 
症状？

感染的最初症状是发烧，咳嗽，肌
肉疼痛，疲倦，有时甚至是呼吸急促。世
卫组织新传染病部门负责人玛丽亚·
范·科霍夫（Maria van Kerkhove）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估计有82％的患者
仅出现轻度症状。她依靠中国17,000名
患者的流行病学数据，反映出15％的患
者，症状很严重，而3％的患者由于肺炎
而处于危急状态。疾病的严重程度会
增加死亡风险，患者年龄越大，免疫力
越差。

8. 患者如何治疗？
RIVM写道，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状

病毒的特殊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基
本的症状抵消治疗。例如，呼吸道感染
使患者非常难受，他们会给他们额外的
氧气。重病患者可以接受重症监护。

9. 政府如何准备才能更好应对？
自2月初荷兰人从武汉被带走以

来，就发生了“政策危机应急预案”。这
听起来很凶猛，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一
种官方机制，将有关政府党派摆在桌面
上。去年农民抗议期间也有这样的“危

机”处理方式。

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
部 长（V V D）负 责 有 关 公 共 卫 生 的 决
策。他依靠RIVM的专家组来对抗病毒。 
RIVM在2月25日（星期二）决定，将从现
在开始对患有无法解释的肺部不适的
患者进行检查。

由RIVM，GGD和Erasmus_MC等组
成的“响应小组”每隔一天开会一次，而
特殊的爆发管理小组则很少开会。如果
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政策措施，例如，在
荷兰发现首次感染后，这些会议可能会
合并在一起。

10. 医疗机构如何准备？
医院在网站上发布信息以告知市

民。例如，Erasmus医疗中心写道：“如
果这里包括受感染的患者，则患者和访

客可以安全地前往医院就诊。恐惧是没
有根据的。当携带Covid-19或疑似的患
者进入医院时，有许多可用的规程。所
有医院都设有隔离室，隔离室只有在护
士或来访者更换，消毒和保护好之后，
才能打开两扇门。这些房间的空气排放
也受到管制：肮脏的空气经过过滤，不
会扩散到整个部门。

11. 何识别症状以及如何预防感
染？

新的冠状病毒现在也已到达荷兰。 
迄今为止，在中国已有两千多人因被病
毒感染形成重症而死亡。在欧洲，新冠
病毒也夺去了几人的生命。

根据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
的研究，大多数患者都有发烧和呼吸道
症状（咳嗽和呼吸急促）。此外，还会出
现肌肉疼痛，意识混乱，头痛和喉咙痛。

并非所有人都感到不适。大多数人会在
几天之内康复。大约17％的人有严重到
非常严重的不舒服。在所有病例中，致
命的比率是2％。也有一些年轻，健康的
受害者，但老年人和因其他疾病而虚弱
的人的患病风险尤其增加。这主要适用
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和慢性
肺病患者。与流感相比，冠状病毒更可
能在肺中沉降。这对患者不利，但对控
制感染数量有利。

13. 为什么会有国际紧急状态？
在特殊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病毒

会偏离野外，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近年来，这种危险增加了，因为人
们出行更多，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厄运
情景是一种致命病毒的大流行，例如在
非洲贫穷国家中的埃博拉病毒，在大城
市，许多人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彼此靠
近生活。

幸运的是，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不像
埃博拉病毒那样致命，但其严重性足以
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国际紧急状
态。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疾病的风险很
高，甚至在中国也很高。世卫组织在全
球抗击病毒中发挥协调作用。各国通常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指示。

14. 我自己该怎么办？
如果自己是否感染有疑问：请致电

家庭医生并待在家里。

目前还没有疫苗来保护自己免受
新冠病毒的侵害。

勤洗手，勤洗手，勤洗手，请重复三
遍。每次洗手的时间为唱一首生日歌的
时间。

12. 为什么我们更担心
冠状病毒而不是流感？

如果您看到目前为止的死亡率，其实
流感比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还高。
例如，两年前的流感潮仅在这里就杀
死了9444人。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数
字在250,000到500,000之间。与这种
冠状病毒一样，受害者主要是老年人

和健康状况较弱的人。
然 而 ，正 如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顾 问 病
毒学家马里恩·库普曼斯（Marion 
Koopmans）所解释的那样，新冠病
毒不是普通的流感病毒。它是一种新
病毒，已经从动物界传播到人类社群
中。目前尚无疫苗或特殊治疗方法。
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医生目前
唯一能做的就是做抵消症状治疗，例

如为焦虑症患者补充氧气。

Prof. dr. Marion Koopmans

新冠病毒不是普通的
流感病毒

▲  图片来源：RTLNieu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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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RTE

想知道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消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接收最新消息！  @chinatime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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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称经济下行风险减弱但不确定风险犹存

乐观就业数据削弱美联储降息预期

美国 1 月份就业市场数据超出预期，显示出美

国就业市场依旧强劲。分析认为，就业数据或将支

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是合

适的，未来将继续监测后续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

而对利率作出调整。

暖冬助力非农数据大超预期

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当地时间 2 月 7 日，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美国非农部门

新增就业 22.5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16.5 万人

和前一个月修订后的 14.7 万人，同样较去年同期

17.5 万人有了大幅上升。其中，私人部门新增就业

20.6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15 万人和前一个月修

订后的 13.9 万人。同时，劳动参与率从前一个月

的 63.2% 提高至 1 月份的 63.4%。

同时，美国 1 月份失业率环比上升 0.1 个百

分点至 3.6%。受天气影响较大的建筑业 1 月份创

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 4.4 万个，远高于

2019 年平均 1.2 万个的水平。医疗保健行业新增

就业岗位 3.6 万个，运输和仓储行业新增就业岗位

2.8 万个，但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 1.2 万个。另外，

备受关注的平均时薪 1 月环比增长 7 美分至 28.44

美元。最近一年来，美国平均时薪增幅为 3.1%，

略高于市场 3% 的预期。

分析认为，美国 1 月份就业市场表现超出预期，

说明美国就业市场依旧强劲。然而，新的劳动参与

率和失业率数据显示就业市场仍有提高空间，同时，

平均时薪增速并不理想，显示就业强劲并未带来薪

酬显著增长。

对于美国 1 月非农数据，路透社评论称，美国

1 月就业增速有所加快，表明尽管商业投资下滑加

剧，但美国经济可能继续温和增长，一反往常的温

和天气提振了与天气相关行业的就业。政府对企业

的调查显示，美国 1 月建筑工地就业人口增幅为一

年来最高，运输和仓储行业的招聘也表现出强劲增

长。但随着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供应链受到影响，预

计 2 月份就业增长将放缓。

彭博社经济学家称，稳健的就业形势支持了美

联储政策制定者对劳动力市场强劲的看法。穆迪首

席经济学家赞迪指出，就业参与率升至 63.4%，

证明长时间的就业热潮正在吸引失业人群重新回到

劳动力市场，也暗示未来就业人口仍存在空间。

下行风险减弱但不确定性仍存

当地时间 2 月 7 日，美联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

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美联储称美国经济去年温和

增长，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强，通货膨胀继续低于

目标。未来一年衰退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报 告 显 示，2019 年 下 半 年， 美 国 实 际 国 内

生产总值（GDP）以温和速度增长，增速略低于

2019 年上半年和 2018 年。

美联储指出，因贸易紧张关系缓和、金融环境

宽松和全球增长企稳，美国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似

乎在 2019 年下半年有所减弱。全球制造业和贸易

放缓看来接近尾声，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活动继续

走高。在美联储通过回购操作增加流动性后，货币

市场状况在去年年底相当平静。美国金融体系也比

2008 年金融危机前更有弹性，但美国企业债务水

平仍在上升。

与此同时，美联储在致国会半年度报告中表示，

美国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全球公共卫生

事件影响持续对全球经济构成了新的威胁。此外，

金融体系近期仍面临的其他风险包括金融业的脆弱

性、公司债市风险以及英国和欧盟之间新贸易安排

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称，低利率推高了资产估值，同时指出

了公司债市场存在的风险。“投资级债券多集中在

评级较低的部分，一旦发生诸如经济活动恶化之类

的负面状况，就可能导致大量债券评级被调降至投

机级。”美联储称，“如此一来就可能导致投资者

迅速抛售被调降评级的债券，加剧市场流动性不佳

的局面，造成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

非农就业数据削弱降息预期

2020 年美国劳动力市场开局良好，就业报告

显示 1 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超过预期，这有望缓

解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速放缓的担忧情绪，从而

进一步削弱美联储降息预期。在 2 月 7 日发布的半

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美联储也并未暗示其基准利

率有任何即将发生的变化。

西联商业解决方案高级市场分析师乔·曼尼伯

表示，美国劳工部在 7 日公布的新增就业数据使美

国强劲的经济数据再次得到加强和印证，可以支持

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把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这同

样有利于美元走强。荷兰合作银行外汇策略负责人

简·福利也表示，“良好的数据至少不会让美联储

在短期内被迫降息”。

非农数据公布后，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暗示，

市场预计美联储在 3 月会议上维稳的概率上升至

94%，加息概率为 0%，降息概率为 6.0%；市场

预计美联储 2020 年可能降息 1 次。最早在 2020

年 9 月会议上行动，降息概率为 62.1%，若此次

会议上没有降息，11 月降息概率为 66.7%。

美联储表示，去年美联储分别在 7 月、9 月和

10 月的会议上降息，累计下调利率 75 个基点，当

前的货币政策立场是合适的，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在 1.5% 至 1.75%。至于未来利率作何调

整，美联储将继续监测后续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

2020 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为 1.6%，2021

年为 1.9%。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全年将维持利率不

变，然而同时也有一些市场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公

共卫生事件等风险威胁美国经济增速，美联储仍然

有可能再降息一次。

据外媒报道，英国政府 9 日表示，英国计划在

今年年底前宣布最多 10 个脱欧后自由港的位置，

如此一来它们就可以在 2021 年开始运营。

中新网报道，今年 1 月底英国脱离欧盟后，几

十年来首次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与此同时，英

国政府启动了为期 10 周的磋商，列出了英国自由

港或自由贸易区的计划。

一旦协商完成，海运、空运和铁路港口将能够

竞标自由港地位。

“自由港将在我们引为自豪的历史港口释放潜

力，促进英国各地社区的发展和复兴。”英国财政

部首席秘书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在一份声

明中说，“它们将吸引新的企业，将就业、投资和

机会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城镇。”

据报道，自由港是进口货物在再次出口之前可

以免税存放或加工的地方，也可以用来进口原材料

和出口制成品。

英国政府表示，正考虑采取税收措施，旨在增

加对自由港基础设施、建筑和机械的投资，以提高

生产率。政府还表示，可能会利用税收变化来降低

自由港工厂雇佣工人的成本。

英政府称，在自由港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领

域之前，可以用于试验海关、运输和环保技术。

一些贸易专家则表示，自由港的净效益是有限

的，它们往往只是重新分配了来自国内其它地区的

经济活动。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去年网

上购物交易额达到 134.583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18.3%，创下自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按交易商品类别来

看，餐饮服务业的网上交易额涨幅最高，同比增长

84.6%。此外，食品、化妆品以及家电和电子通信

等领域的交易额也有显著增长。

餐饮服务业网上交易额的大幅增加，体现出韩

国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趋势变动。随着韩国“一

人户”家庭数量不断增加，比起外出就餐，许多人

更青睐于在家独自用餐，各类外卖应用也随之增多

并日益成熟，甚至出现专门为“一人户”家庭送餐

的外卖平台。去年，韩国外卖服务交易额在整体餐

饮服务网络交易额中的占比达到 93.5%。

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网络交易的比例大幅

提升。韩国统计厅的报告显示，去年在移动终端进

行的网络交易额占比增至 64.4%。统计厅方面表

示，韩国移动支付技术日益发达，已形成用智能手

机结算的环境，移动支付购物的金额和比重正不断

提升。

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宋敏孝是一名上班族，她对

本报记者表示，自己家里所需的各类商品基本都是

利用手机来购买。“平时要工作，周末还要陪孩子，

基本没有时间去超市或者商场，需要的东西几乎都

是通勤时手机下单购买，非常方便。”

韩国各大门户网站及电商平台也持续发力，推

出各类便捷支付方式以吸引用户。为满足用户对于

配送时间的需求，各类快速配送服务不断涌现。例

如，针对新鲜食品推出的“凌晨配送”，只要用户

在当天某一时间节点之前下单，第二天早 7 时之前

即可收到商品，此类服务广受用户欢迎。

2019 年，韩国通过网络进行海外购物的交易

额也同比增加 22.3%，约为 3.64 万亿韩元。近些

年来，受美国“黑色星期五”和中国“双 11”购物

节的影响，韩国国内的电商企业也将 11 月打造为

购物季，展开促销活动。仅去年 11 月一个月，韩

国网络购物交易额达到 12.8 万亿韩元，同比增加

20.2%，单月网购交易额首次超过 12 万亿韩元。

在电商的冲击下，韩国各类实体商店通过人员

重组、提升购物体验和营业效率、数字化转型、扩

大配送服务以及进军海外市场等方式，强化自身竞

争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英国文化机构近年接

受化石燃料公司赞助，引发愈来愈大的反对声浪，

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特洛伊：神话与真实”展览，

被传是由英国石油公司 (BP) 赞助，引起多个环保

组织反对，数百人一度闯入博物馆占据部分展厅，

要求馆方停止和 BP 合作。

中新网报道，今次示威行动由“BP or Not 

BP ？”团体发起，一些成员 7 日晚装扮成古希腊

战士，将一个近 4 米长的特洛伊木马模型偷偷带进

博物馆入口大厅，两名成员彻夜留守馆内，防止木

马被移走。该团体指出，来自“反抗灭绝”等环保

组织的逾 1500 名支持者，也于 8 日加入行动，他

们占据 11 个博物馆展室，并在馆内抛下写有“选

择真正关心我们未来的赞助商”的纸鹤，抗议人士

在行动结束时，于博物馆门口一起撕掉印有 BP 标

志的纸张。大英博物馆馆长菲舍尔表示，博物馆是

公共地方，公众可在此讨论有关议题，馆方也尊重

民众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指博物馆为数百万人

提供接触人类文化历史的机会，但若无外界支持及

赞助，人们将无法使用博物馆服务。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8 日在东京与英国外交

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就尽快启动两国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达成一致。

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拉布告诉媒体记者，

谈判将于今后数周启动，希望年底前达成自贸协定。

茂木与拉布当天的会晤是英国 1 月 31 日正式脱

离欧洲联盟以后，两国外长首次会晤。

会晤结束后，两人出席联合记者会。茂木告诉

记者，双方开始初步讨论建立双边新经济伙伴关系，

“希望我们能尽快开始并完成谈判”。

拉布说，双方讨论的将是“高标准”自贸协定；

如果标准“没那么高”，至少也要像欧盟与日本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那样“雄心勃勃”。

英国原本作为欧盟成员国享受与日本的自贸安

排，但 1 月 31 日正式“脱欧”后，英国需要在今年

年底过渡期结束前与欧盟确定未来关系，同时尽力

与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敲定自贸协定。

拉布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日本是英方希望

优先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之一，原因包括日本市场

规模可观。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年底前完成（自贸协定），”

他说，“我们肯定能早于春天开始（谈判）。”

茂木在记者会上说，他向拉布提及解除对日本

食品和其他产品的进口限制。多家媒体报道，这可

能是双方今后谈判重点之一。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

本大地震和海啸中严重损毁，导致最高等级辐射泄

漏。欧盟随后对包括食品在内的多种日本产品采取

进口限制。

欧盟去年放松对部分日本产品的进口限制，但

仍要求检查及认证部分日本产品原产地，包括海鲜。

当记者问及英方是否将同意日方要求，拉布说：

“显然，任何影响食品、健康和安全标准的事，我

们将非常仔细地审视。”

另外，日方担心英国“脱欧”后，与欧洲其他

国家的贸易将出现摩擦。日产汽车公司等多家日本

企业将工厂建在英国，原本希望经由英国更为便利

地打入欧洲市场。

针对日方忧虑，拉布说，英国和欧盟都有“足

够政治意愿”在年底过渡期到期前确定未来关系。

拉布在英国“脱欧”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澳

大利亚，随后抵达日本，接下来将访问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他在出访前告诉媒体记者：“我们想传递

的信息是，英国对企业开放，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脱欧后英政府宣布自由港计划 
预计 2021 年投入使用

韩国网购交易规模创新高

石油公司赞助展览引不满 
环保组织闯入大英博物馆

英日欲尽快达成自贸协定

2 月 9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市民撑伞走在海港大桥前。 澳大利亚气象部门 7 日发布预警，提醒

东南部沿海地区警惕强降雨可能导致的洪水灾害。预警说，新南威尔士州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一个低气

压将带来强降雨和雷暴等恶劣天气，并可能导致部分地区遭遇骤发洪水或河流泛滥。9 日到 11 日，较高的

海潮也会加剧沿海低洼地区的洪水风险。  新华社

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地区面临洪水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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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两名市长被确诊 成为欧洲首批官员确诊病例
法国两名市长3月1日陆续被确诊

患有新冠肺炎，他们由此成为欧洲首批
政府官员确诊病例。

这两名市长都是自行宣布患有新冠
肺炎的，他们的消息发布后受到外界广
泛关注。大家非常关心法国疫情的进展
情况，并关注为何官员会相继被感染。

被确诊的两名市长中，一位是来自
瓦兹省瓦卢瓦地区克雷皮的市长弗尔蒂
耶。弗尔蒂耶是当地时间1日晚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自己确诊的。

弗尔蒂耶表示，自己目前并没有因
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住院治疗，主要
因为他并没有感到明显的症状，也没有
发烧。但他非常担心接下来的几天当地
会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

瓦兹省是法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
区，在目前法国的130例确诊病例中，有
47例来自瓦兹省。目前瓦兹省内多个市
镇已经采取管制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
扩散。瓦卢瓦地区克雷皮也是被列入管
制的市镇之一。

另一位被确诊的市长是来自上萨
瓦省拉巴勒姆德西兰吉市的市长达维
埃。他稍早前自己录制了一段视频，宣布
自己已成为新冠肺炎患者。他在上月底
还接受媒体采访，宣布其所在的城镇出
现多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维埃表示，自己去做了新型冠状
病毒的相关测试，结果证明已患新冠肺
炎。他表示将同当地的确诊患者一道前
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达维埃上周还前往

巴黎参加了2020年法国国际农业博览
会。除参观博览会，他还在博览会上与当
地官员和农业代表一起吃饭。2020年法
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已经提前结束。

目前还不清楚这两名市长是通过何

种途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随着法国
疫情进一步紧张，法国总理菲利普与卫
生部长维兰2日紧急前往外省视察医疗
机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情况。

（本文编译自中国新闻网）

▲ 图片来源：Politico Europe

▲  图片来源：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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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社”报道，英国即将和美国
展开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当地时间3月2
日，英国政府将发布协商底线，首相约翰
逊称，英方将在医疗服务、食品安全与动
物福利议题捍卫立场。

英国官方分析，若与美国签署自由
贸易协议，将令双边贸易额增加153亿英
镑，并促使英国经济规模扩大34亿英镑。

美 国 目 前 是 英 国 第 2 大 贸 易 伙 伴
国，仅次于欧盟。2018年英国出口总额
中，美国占近19%，而欧盟占45%；同一
年英国进口总额中，美国占11%，欧盟占
53%。

英国政府表示，若与美国达成贸易
协议，英国的汽车、陶瓷、食品饮料等制

造业及建筑、法律等专业服务业，将会是
最大赢家。

美方已在2019年公布谈判目标，包
括英方应对美国药品与医疗器材全面开
放市场。这意味英国的“国家医疗保健服
务”(NHS)必须改变收费限制，并可能造
成英国药价上涨。

然而，英国国际贸易部3月1日已发
布声明表示，“国家医疗保健服务不会被
出卖。”

报道指出，英美双方都期盼，最快
2020年内就能达成贸易协议，但过程可
能将充满阻碍。

（本文编译自环球时报）

英将公布对美贸易谈判底线  拟捍卫医疗等议题立场

▲ 图片来源：Internews Cast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订单取消 首家日本
邮轮公司宣布破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暴发对日本各地的旅游业造成了打击，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报道，日本神户夜光
邮轮公司（Luminous Cruising Co.）2
日宣布，受疫情影响，自1月份以来，一
系列订单被迫取消，目前公司已提交破
产申请。

日 本 信 用 调 查 公 司 帝 国 资 料 库
（Teikoku Databank）的数据显示，夜

光邮轮的债务总额约为12.4亿日元（约
合7991.5万元人民币）。这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第一家宣布破产的邮轮
企业。

据报道，由该公司经营的“夜光神
户2号”邮轮是日本最大的美食邮轮之
一，能为多达1000名乘客提供日间和夜
间巡游。游客乘坐“夜光神户2号”邮轮，
可欣赏到神户市、神户机场、六甲山以
及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明石海峡大桥
的美景。

（本文编译自中国日报网）

▲  图片来源：Arab News

塔利班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 而阿富汗内部
矛盾不断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3月1
日拒绝了塔利班提出的在10天内释放
5000名塔利班囚犯的要求，称无法接
受塔利班为开启阿人内部对话设定先
决条件。

加尼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关于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
我们没有做出这一承诺。与塔利班的
对话中可以加入对此事项的讨论。”

加尼还说：“释放塔利班囚犯属
于阿富汗政府而非美国政府的职权范
围，我们与美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达
成一致。”

2月29日，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
班的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
协议，美国承诺在135天内将驻阿美军
规模从1.3万人减少到8600人，如果塔
利班严格履行协议条款，美军将在14
个月内完全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官员
透露，协议还要求美国与有关方面合
作，制定交换战俘和释放所关押人员
的计划。

（本文编译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际在线官方帐号）

▲  图片来源：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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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邱市新天地教会出现“超级传
播者”和大量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目前整
个大邱市已成为疫情重灾区。而新天地
教会总部所在地京畿道，25日采取果断
举措，直奔新天地总部“抄家”、获取了数
万名教徒的名单和信息。京畿道方面表
示，此举是为了避免京畿道成为第二个
大邱。

韩联社25日称，韩国灾难安全中央
对策本部当天表示，经与新天地教会协
商，对方于24日同意向政府提供全部教
徒名单和联络方式。按照步骤，新天地方
面首批提供的是高危人群名单，这些人
包括今年1至2月期间曾访问过大邱教
会的外地教徒，以及去过外地的大邱教
会教徒。至于其余教徒的名单，新天地方
面表示“将尽快安排提供”。韩国疾控本
部25日表示，拿到新天地高危人群名单
后，将立即对这些教徒进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其余教徒中若出现疑似症状，也
将及时做相关检测，并将信息随时公之
于众。韩联社预测，新天地教徒人数总计
达到21.5万人。

“事不宜迟，不能坐等新天地提交名
单，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25日，位于京
畿道果川市的新天地总部遭政府“突击
搜查”，采取该铁腕举措的京畿道知事李
在明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让京畿道成
为第二个大邱”。《京乡新闻》25日称，当

天上午10时30分，京畿道政府派40多名
公务员前往位于果川市的新天地总部，目
的是确保获取曾在当地参与万人礼拜的
教徒名单。据悉，政府人员进入新天地总
部“抄家”时，并未遇到阻挠或发生冲突。

报道称，京畿道政府近期发现，新天
地总部曾于本月16日在果川市举行了
一场1万名教徒参加的大型礼拜活动，
而参加该活动的教徒中，截至25日已有
二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由于这种大型
聚集活动与大邱新天地教徒出现集体感
染时的情况很类似，立即引起京畿道政
府高度警觉。京畿道知事李在明25日表
示：“在更多确诊患者出现以前，政府若
不采取军事行动一般的果断防疫举措，
果川乃至京畿道恐会成为第二个大邱、
成为集体传染的发源地。因此，我们没有
时间坐等新天地提供教徒名单，我们必
须与时间赛跑。而且，新天地提供的名单
也未必可靠”。实际上，25日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的一名京畿道居民，此前参加过
大邱新天地教会的礼拜，但新天地总部
给京畿道政府提供的“参加大邱教会礼
拜的20名京畿道教徒名单”中却无此人，
令人怀疑“名单”的真实性。

25日下午，京畿道政府对外表示，
通过当天的“抄家”行动已掌握4万多名
新天地教徒名单，京畿道政府将立即对
这些人展开调查，并采取隔离、核酸检测

等措施。京畿道政府24日紧急下发行政
命令，宣布强制关闭辖内353处新天地
教会设施、禁止举行集会，期限为14天。

纽西斯通讯社25日报道称，新天地
教主李晚熙的胞兄去世前曾于1月27日
至31日在大南医院急诊科接受住院治
疗，而他的葬礼于1月31日至2月2日在
该医院地下一楼的殡仪馆内举行。其间，
来自大邱和釜山的47名新天地教会干
部前去吊唁，暂无发现有来自中国的教
徒参加吊唁。目前，清道郡警方和防疫部
门正全力追踪这47人的行踪。此外，大
南医院截至目前已累计出现113名新冠

肺炎患者，其中住院患者103人、护士等
医护人员9人、患者家属1人。韩国疾控
本部25日表示，已派出传染内科、急诊
医学科、内科医生组成的医疗团队支援
大南医院。

另据SBS电视台25日报道，为防止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政府内阁及青瓦台当天举行党政青高层
会议，初步决定将疫情重灾区大邱市和
庆尚北道指定为“特别管控地区”并采取
最大限度地封锁措施，以防疫情进一步
扩散。

（本文编译自环球时报）

为防聚集感染 韩国地方政府“抄”
了新天地教会总部

▲ 图片来源：Al Ara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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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荷兰公司都有机会接受荷兰税务机关的税务

审核。在税务审计期间，荷兰税务机关会审查公司

的整个会计档案，他们经常会发现税务不对的地方。 

本文将讨论在实践中五项最常见罚款。

 

公司手机
如果您为员工提供公司手机，则只有在业务方面

的使用超过10％才能免工资税。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

求，您的公司可能会获得罚款，并补上应付工资税。

相同的10％规则适用于互联网连接。至于电脑方面，

业务使用必须至少为90％。

 

员工固定津贴
固定津贴是比如给员工每公里0.19欧元的通勤津

贴或洗车的费用等。 作为雇主，你应始终能够正确地

证明这些费用。 税务检查员可能要求您指明固定津贴

里相关的津贴，并提供票据或合理登记记录。 法律要

求保留原始收据至少7年。 许多公司复印票据保留副

本，以防原件丢失。 但是，请注意，只有在收据不再

清晰时，才能使用复印或扫描副本。

 

员工私人车的停车费
当雇员使用自己的汽车进行公司业务活动时，他

有权享有的最高免税津贴为每公里0.19欧元。此金

额旨在支付所有与汽车相关的费用，包括油费，通行

费，停车费和其他汽车相关费用。因此，停车费的报

销属于工资的一部分，需考虑工资税。此外，每公里

0.19欧元以上的津贴也属于工资，需考虑相应征税。

 

没有示范合同的情况下与自雇人员签约
DBA，自2016年5月1日起取代了VAR，是一

项新法律。它阐明了自雇专业人士与客户公司的关

系。DBA条例取消了公司在雇佣关系中预扣工资税

和社会保险，公司只需支付给自雇人士服务报酬。

前提是公司必须使用自行订立并且已由税务局复核

的合同，或者使用税务局网站上的示范合同。请您

注意，在与他们订立合约前，你有责任与自雇专业

人士订立这样的协议。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可能需

要承担工资税评估和罚款的风险。

 
工作服津贴

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服装有其具体的规定和要

求：工作场所的服装，健康和安全的服装，作为自

己业务的产品的服装和统一的制服。

如果服装是独特的，专门根据特定工作场所或

需要安排的，则这些工作服可以免税提供。例如，

工作服是在工作场合最适合穿着的服装，工作服会

留在执行工作的地方或者所提供的服装有一个或多

个清晰可见的公司标志。如果公司工作服在其他非

工作场合员工也可以使用，这些津贴是需要计算相

应工资税的。例如，西装除了在工作场合也适合在

私人场合使用，此工作服津贴就提供给了员工私人

的利益，需计算相应工资税。

总而言之，为了防止荷兰税务机关税务审计的
常见税务处罚，了解上述五个主题总是明智的。
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或如果您需要一个第二意
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税务局税务审计的五项最常见罚款Top five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Every Dutch company has a chance of being audited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During a tax audit,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review the entire accounting file of the company 
and they often find something incorrect. This article will 
address the top five topics in practice that distribute most 
penalties.

 
Company mobile phone

If you provide a mobile phone for your employee, it is 
tax free only if it is used for business purposes for more than 
10%. Failing to meet this requirement, your company might 
get a fine and the payable wage tax regarding to this benefit 
for the employee. The same 10% rule applies to an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computers, the business use must be at least 
90%.

 
Fixed allowances for employees

Fixed allowances are for example an allowance for 
commuting at € 0.19 per kilometer or a fee for washing the 
car. As an employer, you should always be able to substantiate 
the expenses properly. The tax inspector might request you 
to indicate the allowances involved and provide receipts or 
proper registration records. It is legally required to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s for at least 7 years. Many companies make 
copies of the receipts for in case the originals might get lost.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py or scan can only be used 
if the receipt is no longer legible.

 
Parking cost of a private car

When the employee drives his own car for company 
business purposes, the maximum tax-free allowance 
he is entitled to is € 0.19 per kilometer. This amount 
is intended to cover all car expenses including fuel 
expenses, tolls, parking expenses and other car related 
expenses. Therefore, reimbursement of parking fees is 
considered as wages which might be subjected to wage 
tax. Furthermore, allowance above € 0.19 per kilometer 
will also be treated as wages and taxed accordingly. 
 

Engaging freelancer without DBA model contract/
agreement 

DBA, replaced VAR as of 1st of May 2016, is a new law 
which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and the client company. Under the DBA 
Act, the withholding of payroll tax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by principals on the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ir contracted parties will be waived. Only 
if the agreement with the contracted party has been 
presented to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review, or if 
one of the model contract on the website of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has been used, the waiver is applicable. 
You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raw up su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before engaging in contracts with them.  If 
you fail to do so, you migh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risks of 
wage tax assessments and fines.  

 
Work clothes allowance

There are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clothing : clothing in the workplace, 
clothing for health and safety, clothing as a product of your 
own business and uniform clothing.

Work clothes can be provided free of tax if the clothing is 
distinctive and particular to their employment. For example, 
when it is most appropriate to wear while working, when the 
clothing remains at the place where the work is performed or 
the clothing provided is equipped with one or more clearly 
visible company logo(s). Other clothing allowances are 
taxable on the basis that an employee can wear the clothes 
in private occasions. For instance, a suit provides a private 
benefit to the employee since it can be also used privately. 

To conclude, 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into the above-
mentioned five topics in order to prevent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opics or if you are in need of a second opin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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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ch government reveals its Tax Plan 
for the coming year to the House of Repre-
sentatives (Tweede Kamer) on every third Tues-
day of September. This article will outline the 
most important tax measures of the 2020 Tax 
Plan revealed on 17 September 2019, which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you.

Wage and income
Initially, the dual-income tax system was set 

to be in effect as of January 2021. However, this 
date is being brought forward. As of 1 January 
2020, people who earns up to € 68,507 will be 
taxed at 37.35%, and for those who earn over 
this amount will be taxed at 49.50%.

Corporate income tax
To maintain the Dutch competitive invest-

ment climate, the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reduc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gradually. 
Currently, we know a low tariff which is 19% and 
a high tariff which is 25%. The low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up to € 200,000, and the high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above that amount. Below are 
the amendments of the tariffs for 2020:

Box 3 Taxation 
Personal income from savings and invest-

ments is subject to tax as income in Box 3. 
According to the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a 
bill will be presented before mid-2020 to amend 
the taxation in Box 3. Basically, the impact will 
be posi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solely 
consist of savings, and it will be nega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consist of investments:
• In the future, taxpayers with only savings 

will no longer have to pay tax on the 
savings up to approximately € 440,000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calculations.

• Currently net assets (assets minus debt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is tax 
exempt, and the amount above this 
amount is taxed against a progressive 
tax rate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Box 3 will 
apply to the entire assets if above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 In the future, the tax rate for Box 3 taxable 
income will increase from 30% to 33%.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nd/or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impact of 
proposed bills of your organization,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荷兰政府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都会
向众议院（Tweede Kamer）透露来年的税收计
划。本文将概述2019年9月17日披露的2020税
收计划中最重要的税收措施，您可能会对此感
兴趣。

工资与收入
最初，两级个人所得税征税系统制定于

2021年1月生效。但是，这个日期已经提前。自
2020年1月1日起，收入不超过68,507欧元的人
将按37.35％的税率征税，而收入超过此数额的
人将按49.50％的税率征税。

公司所得税
为了维持荷兰投资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计

划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目前，我们知道
较低一档的税率是19％，较高一档的税率是
25％。较低的税率适用于利润不超过200,000欧
元的公司，较高的税率适用于利润超过200,000
欧元的公司。以下是2020年关税的修正案：

项目3税收
来自储蓄和投资的个人收入应在项目3

（Box 3）中作为收入征税。财政部副部长提出，在
2020年中之前政府将提出一项以修改项目3中
的税收的法案。简单来说，这将对那些资产仅
由储蓄组成的纳税人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那
些资产中包含了投资的纳税人则将产生负面
影响：
• 根据初步计算，对于那些资产仅由储蓄组

成的纳税人来说，对于不超过440,000欧
元的储蓄他们将不再需要缴税。

• 目前低于30,846欧元的净资产（资产减
去债务）可免税，超过此金额的金额将按
累进税率征税。在将来，如果净资产超出
30,846欧元，项目3将适用于全部资产。

• 项目3的应税收入的税率在未来将从30％
增加到33％。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有关已公布法案的影
响的信息和专业建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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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荷兰公司都有机会接受荷兰税务机关的税务

审核。在税务审计期间，荷兰税务机关会审查公司

的整个会计档案，他们经常会发现税务不对的地方。 

本文将讨论在实践中五项最常见罚款。

 

公司手机
如果您为员工提供公司手机，则只有在业务方面

的使用超过10％才能免工资税。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

求，您的公司可能会获得罚款，并补上应付工资税。

相同的10％规则适用于互联网连接。至于电脑方面，

业务使用必须至少为90％。

 

员工固定津贴
固定津贴是比如给员工每公里0.19欧元的通勤津

贴或洗车的费用等。 作为雇主，你应始终能够正确地

证明这些费用。 税务检查员可能要求您指明固定津贴

里相关的津贴，并提供票据或合理登记记录。 法律要

求保留原始收据至少7年。 许多公司复印票据保留副

本，以防原件丢失。 但是，请注意，只有在收据不再

清晰时，才能使用复印或扫描副本。

 

员工私人车的停车费
当雇员使用自己的汽车进行公司业务活动时，他

有权享有的最高免税津贴为每公里0.19欧元。此金

额旨在支付所有与汽车相关的费用，包括油费，通行

费，停车费和其他汽车相关费用。因此，停车费的报

销属于工资的一部分，需考虑工资税。此外，每公里

0.19欧元以上的津贴也属于工资，需考虑相应征税。

 

没有示范合同的情况下与自雇人员签约
DBA，自2016年5月1日起取代了VAR，是一

项新法律。它阐明了自雇专业人士与客户公司的关

系。DBA条例取消了公司在雇佣关系中预扣工资税

和社会保险，公司只需支付给自雇人士服务报酬。

前提是公司必须使用自行订立并且已由税务局复核

的合同，或者使用税务局网站上的示范合同。请您

注意，在与他们订立合约前，你有责任与自雇专业

人士订立这样的协议。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可能需

要承担工资税评估和罚款的风险。

 
工作服津贴

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服装有其具体的规定和要

求：工作场所的服装，健康和安全的服装，作为自

己业务的产品的服装和统一的制服。

如果服装是独特的，专门根据特定工作场所或

需要安排的，则这些工作服可以免税提供。例如，

工作服是在工作场合最适合穿着的服装，工作服会

留在执行工作的地方或者所提供的服装有一个或多

个清晰可见的公司标志。如果公司工作服在其他非

工作场合员工也可以使用，这些津贴是需要计算相

应工资税的。例如，西装除了在工作场合也适合在

私人场合使用，此工作服津贴就提供给了员工私人

的利益，需计算相应工资税。

总而言之，为了防止荷兰税务机关税务审计的
常见税务处罚，了解上述五个主题总是明智的。
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或如果您需要一个第二意
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税务局税务审计的五项最常见罚款Top five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Every Dutch company has a chance of being audited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During a tax audit,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review the entire accounting file of the company 
and they often find something incorrect. This article will 
address the top five topics in practice that distribute most 
penalties.

 
Company mobile phone

If you provide a mobile phone for your employee, it is 
tax free only if it is used for business purposes for more than 
10%. Failing to meet this requirement, your company might 
get a fine and the payable wage tax regarding to this benefit 
for the employee. The same 10% rule applies to an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computers, the business use must be at least 
90%.

 
Fixed allowances for employees

Fixed allowances are for example an allowance for 
commuting at € 0.19 per kilometer or a fee for washing the 
car. As an employer, you should always be able to substantiate 
the expenses properly. The tax inspector might request you 
to indicate the allowances involved and provide receipts or 
proper registration records. It is legally required to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s for at least 7 years. Many companies make 
copies of the receipts for in case the originals might get lost.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py or scan can only be used 
if the receipt is no longer legible.

 
Parking cost of a private car

When the employee drives his own car for company 
business purposes, the maximum tax-free allowance 
he is entitled to is € 0.19 per kilometer. This amount 
is intended to cover all car expenses including fuel 
expenses, tolls, parking expenses and other car related 
expenses. Therefore, reimbursement of parking fees is 
considered as wages which might be subjected to wage 
tax. Furthermore, allowance above € 0.19 per kilometer 
will also be treated as wages and taxed accordingly. 
 

Engaging freelancer without DBA model contract/
agreement 

DBA, replaced VAR as of 1st of May 2016, is a new law 
which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and the client company. Under the DBA 
Act, the withholding of payroll tax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by principals on the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ir contracted parties will be waived. Only 
if the agreement with the contracted party has been 
presented to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review, or if 
one of the model contract on the website of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has been used, the waiver is applicable. 
You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raw up su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before engaging in contracts with them.  If 
you fail to do so, you migh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risks of 
wage tax assessments and fines.  

 
Work clothes allowance

There are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clothing : clothing in the workplace, 
clothing for health and safety, clothing as a product of your 
own business and uniform clothing.

Work clothes can be provided free of tax if the clothing is 
distinctive and particular to their employment. For example, 
when it is most appropriate to wear while working, when the 
clothing remains at the place where the work is performed or 
the clothing provided is equipped with one or more clearly 
visible company logo(s). Other clothing allowances are 
taxable on the basis that an employee can wear the clothes 
in private occasions. For instance, a suit provides a private 
benefit to the employee since it can be also used privately. 

To conclude, 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into the above-
mentioned five topics in order to prevent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opics or if you are in need of a second opin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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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For computers, the business use must be at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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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dicate the allowances involved and provide receipts or 
proper registration records. It is legally required to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s for at least 7 years. Many companies make 
copies of the receipts for in case the originals might get lost.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py or scan can only be used 
if the receipt is no longer le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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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replaced VAR as of 1st of May 2016, is a new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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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and the client company. Under the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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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by principals on the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ir contracted parties will be waive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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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clothing : clothing in the workplace, 
clothing for health and safety, clothing as a product of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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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ble on the basis that an employee can wear the clothes 
in private occasions. For instance, a suit provides a private 
benefit to the employee since it can be also used privately. 

To conclude, 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into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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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

The Dutch government reveals its Tax Plan 
for the coming year to the House of Repre-
sentatives (Tweede Kamer) on every third Tues-
day of September. This article will outline the 
most important tax measures of the 2020 Tax 
Plan revealed on 17 September 2019, which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you.

Wage and income
Initially, the dual-income tax system was set 

to be in effect as of January 2021. However, this 
date is being brought forward. As of 1 January 
2020, people who earns up to € 68,507 will be 
taxed at 37.35%, and for those who earn over 
this amount will be taxed at 49.50%.

Corporate income tax
To maintain the Dutch competitive invest-

ment climate, the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reduc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gradually. 
Currently, we know a low tariff which is 19% and 
a high tariff which is 25%. The low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up to € 200,000, and the high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above that amount. Below are 
the amendments of the tariffs for 2020:

Box 3 Taxation 
Personal income from savings and invest-

ments is subject to tax as income in Box 3. 
According to the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a 
bill will be presented before mid-2020 to amend 
the taxation in Box 3. Basically, the impact will 
be posi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solely 
consist of savings, and it will be nega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consist of investments:
• In the future, taxpayers with only savings 

will no longer have to pay tax on the 
savings up to approximately € 440,000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calculations.

• Currently net assets (assets minus debt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is tax 
exempt, and the amount above this 
amount is taxed against a progressive 
tax rate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Box 3 will 
apply to the entire assets if above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 In the future, the tax rate for Box 3 taxable 
income will increase from 30% to 33%.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nd/or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impact of 
proposed bills of your organization,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荷兰政府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都会
向众议院（Tweede Kamer）透露来年的税收计
划。本文将概述2019年9月17日披露的2020税
收计划中最重要的税收措施，您可能会对此感
兴趣。

工资与收入
最初，两级个人所得税征税系统制定于

2021年1月生效。但是，这个日期已经提前。自
2020年1月1日起，收入不超过68,507欧元的人
将按37.35％的税率征税，而收入超过此数额的
人将按49.50％的税率征税。

公司所得税
为了维持荷兰投资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计

划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目前，我们知道
较低一档的税率是19％，较高一档的税率是
25％。较低的税率适用于利润不超过200,000欧
元的公司，较高的税率适用于利润超过200,000
欧元的公司。以下是2020年关税的修正案：

项目3税收
来自储蓄和投资的个人收入应在项目3

（Box 3）中作为收入征税。财政部副部长提出，在
2020年中之前政府将提出一项以修改项目3中
的税收的法案。简单来说，这将对那些资产仅
由储蓄组成的纳税人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那
些资产中包含了投资的纳税人则将产生负面
影响：
• 根据初步计算，对于那些资产仅由储蓄组

成的纳税人来说，对于不超过440,000欧
元的储蓄他们将不再需要缴税。

• 目前低于30,846欧元的净资产（资产减
去债务）可免税，超过此金额的金额将按
累进税率征税。在将来，如果净资产超出
30,846欧元，项目3将适用于全部资产。

• 项目3的应税收入的税率在未来将从30％
增加到33％。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有关已公布法案的影
响的信息和专业建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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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荷兰公司都有机会接受荷兰税务机关的税务

审核。在税务审计期间，荷兰税务机关会审查公司

的整个会计档案，他们经常会发现税务不对的地方。 

本文将讨论在实践中五项最常见罚款。

 

公司手机
如果您为员工提供公司手机，则只有在业务方面

的使用超过10％才能免工资税。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

求，您的公司可能会获得罚款，并补上应付工资税。

相同的10％规则适用于互联网连接。至于电脑方面，

业务使用必须至少为90％。

 

员工固定津贴
固定津贴是比如给员工每公里0.19欧元的通勤津

贴或洗车的费用等。 作为雇主，你应始终能够正确地

证明这些费用。 税务检查员可能要求您指明固定津贴

里相关的津贴，并提供票据或合理登记记录。 法律要

求保留原始收据至少7年。 许多公司复印票据保留副

本，以防原件丢失。 但是，请注意，只有在收据不再

清晰时，才能使用复印或扫描副本。

 

员工私人车的停车费
当雇员使用自己的汽车进行公司业务活动时，他

有权享有的最高免税津贴为每公里0.19欧元。此金

额旨在支付所有与汽车相关的费用，包括油费，通行

费，停车费和其他汽车相关费用。因此，停车费的报

销属于工资的一部分，需考虑工资税。此外，每公里

0.19欧元以上的津贴也属于工资，需考虑相应征税。

 

没有示范合同的情况下与自雇人员签约
DBA，自2016年5月1日起取代了VAR，是一

项新法律。它阐明了自雇专业人士与客户公司的关

系。DBA条例取消了公司在雇佣关系中预扣工资税

和社会保险，公司只需支付给自雇人士服务报酬。

前提是公司必须使用自行订立并且已由税务局复核

的合同，或者使用税务局网站上的示范合同。请您

注意，在与他们订立合约前，你有责任与自雇专业

人士订立这样的协议。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可能需

要承担工资税评估和罚款的风险。

 
工作服津贴

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服装有其具体的规定和要

求：工作场所的服装，健康和安全的服装，作为自

己业务的产品的服装和统一的制服。

如果服装是独特的，专门根据特定工作场所或

需要安排的，则这些工作服可以免税提供。例如，

工作服是在工作场合最适合穿着的服装，工作服会

留在执行工作的地方或者所提供的服装有一个或多

个清晰可见的公司标志。如果公司工作服在其他非

工作场合员工也可以使用，这些津贴是需要计算相

应工资税的。例如，西装除了在工作场合也适合在

私人场合使用，此工作服津贴就提供给了员工私人

的利益，需计算相应工资税。

总而言之，为了防止荷兰税务机关税务审计的
常见税务处罚，了解上述五个主题总是明智的。
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或如果您需要一个第二意
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税务局税务审计的五项最常见罚款Top five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Every Dutch company has a chance of being audited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During a tax audit,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review the entire accounting file of the company 
and they often find something incorrect. This article will 
address the top five topics in practice that distribute most 
penalties.

 
Company mobile phone

If you provide a mobile phone for your employee, it is 
tax free only if it is used for business purposes for more than 
10%. Failing to meet this requirement, your company might 
get a fine and the payable wage tax regarding to this benefit 
for the employee. The same 10% rule applies to an internet 
connection. For computers, the business use must be at least 
90%.

 
Fixed allowances for employees

Fixed allowances are for example an allowance for 
commuting at € 0.19 per kilometer or a fee for washing the 
car. As an employer, you should always be able to substantiate 
the expenses properly. The tax inspector might request you 
to indicate the allowances involved and provide receipts or 
proper registration records. It is legally required to keep the 
original receipts for at least 7 years. Many companies make 
copies of the receipts for in case the originals might get lost.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py or scan can only be used 
if the receipt is no longer legible.

 
Parking cost of a private car

When the employee drives his own car for company 
business purposes, the maximum tax-free allowance 
he is entitled to is € 0.19 per kilometer. This amount 
is intended to cover all car expenses including fuel 
expenses, tolls, parking expenses and other car related 
expenses. Therefore, reimbursement of parking fees is 
considered as wages which might be subjected to wage 
tax. Furthermore, allowance above € 0.19 per kilometer 
will also be treated as wages and taxed accordingly. 
 

Engaging freelancer without DBA model contract/
agreement 

DBA, replaced VAR as of 1st of May 2016, is a new law 
which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and the client company. Under the DBA 
Act, the withholding of payroll tax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by principals on the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ir contracted parties will be waived. Only 
if the agreement with the contracted party has been 
presented to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review, or if 
one of the model contract on the website of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has been used, the waiver is applicable. 
You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raw up su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self-employed 
professional before engaging in contracts with them.  If 
you fail to do so, you migh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risks of 
wage tax assessments and fines.  

 
Work clothes allowance

There are specific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clothing : clothing in the workplace, 
clothing for health and safety, clothing as a product of your 
own business and uniform clothing.

Work clothes can be provided free of tax if the clothing is 
distinctive and particular to their employment. For example, 
when it is most appropriate to wear while working, when the 
clothing remains at the place where the work is performed or 
the clothing provided is equipped with one or more clearly 
visible company logo(s). Other clothing allowances are 
taxable on the basis that an employee can wear the clothes 
in private occasions. For instance, a suit provides a private 
benefit to the employee since it can be also used privately. 

To conclude, 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into the above-
mentioned five topics in order to prevent tax penalties from 
a tax audit by the Dutch tax author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opics or if you are in need of a second opin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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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ch government reveals its Tax Plan 
for the coming year to the House of Repre-
sentatives (Tweede Kamer) on every third Tues-
day of September. This article will outline the 
most important tax measures of the 2020 Tax 
Plan revealed on 17 September 2019, which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you.

Wage and income
Initially, the dual-income tax system was set 

to be in effect as of January 2021. However, this 
date is being brought forward. As of 1 January 
2020, people who earns up to € 68,507 will be 
taxed at 37.35%, and for those who earn over 
this amount will be taxed at 49.50%.

Corporate income tax
To maintain the Dutch competitive invest-

ment climate, the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reduce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gradually. 
Currently, we know a low tariff which is 19% and 
a high tariff which is 25%. The low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up to € 200,000, and the high tariff is 
used for profits above that amount. Below are 
the amendments of the tariffs for 2020:

Box 3 Taxation 
Personal income from savings and invest-

ments is subject to tax as income in Box 3. 
According to the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a 
bill will be presented before mid-2020 to amend 
the taxation in Box 3. Basically, the impact will 
be posi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solely 
consist of savings, and it will be negative for 
taxpayers whose assets consist of investments:
• In the future, taxpayers with only savings 

will no longer have to pay tax on the 
savings up to approximately € 440,000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calculations.

• Currently net assets (assets minus debt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is tax 
exempt, and the amount above this 
amount is taxed against a progressive 
tax rate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Box 3 will 
apply to the entire assets if above the 
threshold of € 30,846.

• In the future, the tax rate for Box 3 taxable 
income will increase from 30% to 33%.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nd/or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impact of 
proposed bills of your organization,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荷兰政府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都会
向众议院（Tweede Kamer）透露来年的税收计
划。本文将概述2019年9月17日披露的2020税
收计划中最重要的税收措施，您可能会对此感
兴趣。

工资与收入
最初，两级个人所得税征税系统制定于

2021年1月生效。但是，这个日期已经提前。自
2020年1月1日起，收入不超过68,507欧元的人
将按37.35％的税率征税，而收入超过此数额的
人将按49.50％的税率征税。

公司所得税
为了维持荷兰投资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计

划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目前，我们知道
较低一档的税率是19％，较高一档的税率是
25％。较低的税率适用于利润不超过200,000欧
元的公司，较高的税率适用于利润超过200,000
欧元的公司。以下是2020年关税的修正案：

项目3税收
来自储蓄和投资的个人收入应在项目3

（Box 3）中作为收入征税。财政部副部长提出，在
2020年中之前政府将提出一项以修改项目3中
的税收的法案。简单来说，这将对那些资产仅
由储蓄组成的纳税人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那
些资产中包含了投资的纳税人则将产生负面
影响：
• 根据初步计算，对于那些资产仅由储蓄组

成的纳税人来说，对于不超过440,000欧
元的储蓄他们将不再需要缴税。

• 目前低于30,846欧元的净资产（资产减
去债务）可免税，超过此金额的金额将按
累进税率征税。在将来，如果净资产超出
30,846欧元，项目3将适用于全部资产。

• 项目3的应税收入的税率在未来将从30％
增加到33％。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有关已公布法案的影
响的信息和专业建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PR会计师事务所为中荷商报读者定期提供税
务咨询，若您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您致函致电
中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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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January 1st, 2020 there are changes re-
garding VAT, the so called “Quick fixes”. Therefore 
we provide you with this VAT update. Below we 
describe the topics regarding the quick fixes and 
what it may mean for your company.   

The Quick fixes are about intracommunity 
transactions of goods, for which the supplier ap-
plies the 0% VAT rat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VAT legislation regarding these supplies will change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topics.

Quick fix 1: Proof of transport
There are changes regarding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that proof the intracommunity tran-
sport. The supplier is preferably in the possession of 
at least two items of non-contradictory evidence to 
proof the intra-community transport. Attention: for 
goods sold that are collected by the buyer (EXW), a 
third document is required to proof the transport.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check whether, based 
on the current documents, you (st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to apply the 0% VAT rate as of January 
1st, 2020.

Suggestions:
Mapping of the intracommunity transa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incoterms (EXW & others)
Check in your administrative files whether you 
have a CMR signed for receipt
Enter into consultation with your buyer (CMR & 
signature for receipt)

Quick fix 2: Call-off stock
In the Netherlands we have simplified regu-

lations regarding call off stock, goods that are stored 
at the premises of the buyer in another EU Member 
State. These regulations prevent that the supplier 
has to be VAT registered in the EU Member State of 
the buyer, when certain obligations are met. Only 

when the goods are removed by the buyer an 
intracommunity transaction takes place. However, 
not every EU Member State has a similar regulation. 
As of January 1st, 2020 new rules are applicable 
regarding call-off stock and these rules apply in all 
EU Member States (and secure therefore more legal 
certainty).

Quick fix 3: VAT ID-number
The valid VAT ID-number has never been a 

formal requirement to proof that your buyer is an 
entrepreneur in another EU Member State. There-
fore, there were always alternatives to proof that 
the buyer qualifies as such, even though a VAT ID- 
number was not (yet) available: for example, if 
the VAT number is being applied for, but not yet 
provided. As of January 1st, 2020 a valid VAT ID-
number should be in place at the moment the sales 
invoice is issued.

Quick fix 4: Chain transactions
When goods are directly supplied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party in a chain, there is only one 
transaction whereby the 0% VAT rate regarding an 
intracommunity supply can be applied. The other 
transactions are local supplies in the EU Member State 
of the supplier or the end buyer. The complexity 
regarding the allocation of the intracommunity 
supply occurs when a middle party arranges the 
transport (i.e. not the first or last party). This middle 
party is called the “intermediary”. As of January 1st, 
2020 there are regulations for these transactions, 
which provide clarity for the allocation of the 
intracommunity transaction and the invoicing.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nd/or professional advice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topic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
tact us.

VAT update: The 2020 VAT “Quick fixes” 增值税相关政策更新：2020年增值税“快速修复”（Quick fixes）

增值税相关政策更新：2020年增值税“快速修复”（Quick fixes）
VAT update: The 2020 VAT “Quick fixes”

自2020年1月1日起，增值税相关政策发生了
变化，即所谓的“快速修复”。因此，我们将为您介绍
这次政策的变化情况。下文描述了有关“快速修复”
的内容及其对公司的意义。

“快速修复”是关于欧盟内的商品交易，在满足
某些条件下供应商开具发票可采取0％增值税率。
有关这些商品的增值税法律将在以下主题内发生
变化。

快速解决方案1：运输凭据
有关证明欧盟境内运输的文件有所更改。供应

商最好拥有至少两项互不冲突的能够证明欧盟内
货物运输的物流文件。请注意：对于由买方（EXW）
负责的已售出货物的运输，则需要提供第三份文件
以证明货物在欧盟境内的运输。因此，对于公司而
言，重要的是要根据当前文件检查您是否满足自
2020年1月1日起仍适用0％增值税率的要求。

建议：
收集整理欧盟境内交易和相应的国际贸易术
语解释通则（EXW及其他）
检查您的行政文件中是否有“已签收”的CMR
与您的买家进行协商（获取已签名的CMR作为
收据）

快速解决方案2：注销库存
在荷兰，我们简化了有关注销库存的规定，这

些库存是指存放在买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所在地。

当符合一定条件时，新的规定避免了供应商必须在
买方所在的欧盟成员国登记增值税的步骤。只有当
买方将货物移走时，欧盟境内交易才生效。但是，并
非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类似的规定。自2020年1月
1日起，新规则将适用于注销库存，也将适用于所
有欧盟成员国(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法律确定性)。

快速解决方案3：增值税编号
有效的增值税ID号从来都不作为证明买方是

另一个欧盟成员国企业的要求。因此，即使没有即
将可用的增值税ID号，例如，如果正在申请但尚未
提供增值税（ID）号，也可以证明购买者具有这种资
格。但是从2020年1月1日起，在开具销售发票时应
有一个有效的增值税ID号。

快速解决方案4：连锁交易
当货物从供应链中的第一方直接供应到最后

一方时，只有一笔交易可以作为欧盟内交易并适用
于0％增值税税率。其他交易则被认为是供应商或
最终买家在其所在欧盟成员国内的本地销售。当中
间方(而不是第一方或最后方)安排运输时，则会产
生如何判定这一交易是欧盟内交易还是本地销售
的复杂情况。这样的中间方被称为“中介间人”。自
2020年1月1日起，针对一这种复杂情况，新的法规
为欧盟内交易以及如何发开票提供了清晰的说明。

如果您想获得有关上述主题的更多信息和/或
专业建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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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荷兰对华出售光刻
机，美国使出了浑身解数。

2018年，荷兰政府就向ASML
发放了出口许可证，允许其向一家
中国公司出口一台高端光刻机，价
值1.5亿美元。但由于美国的阻挠，
荷兰方面至今没有向中国发货。

据报道，在荷兰政府向ASML
发放许可证后，美国方面就与荷兰
官员进行了至少4轮会谈，讨论是
否可以直接取消这笔交易。

但ASML并没有答应取消交
易，随后特朗普政府又吹“安全问
题”，美国国防部官员多次与荷兰
官员见面，讨论对华出售光刻机
的“安全风险”。

荷兰呢，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
卖，但是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荷
兰ASML公司总裁表示愿意出售。

据报道，荷兰的光刻机设备供
应商ASML在1月22日发布了最新
一季度的财报，以及年度财报。同
时，该公司总裁Peter Wennink谈
到了对华供应的问题。

Peter Wennink表示，未来将
会继续向中国企业供应高端光刻
机产品，因为他并不担心高端光刻
机被中国复制。

至于为何不担心，他表示：“我
们是系统集成商，我们将数百家公
司的技术整合在一起……这种机
器有80000个零件，其中许多零件

非常复杂……此外，我们的机器完
全装有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异常情
况，Veldhoven总部就会响起警报。”

此外，他认为中国复制光刻机
没有任何好处，“假如他们成功了，
他们将给市场带来很多无法追踪
来源的芯片，而最终曝光。”

所以，Peter Wennink并不认
同美国所谓的“技术失窃”问题，也
不打算对中国断供。

对于美国阻挠ASML对华出售
光刻机，中国驻荷兰大使徐宏曾表
态，按照相关法律及国际协议，美
国没有理由要求荷兰限制ASML对
华出口。“我们希望荷兰政府能综
合考虑自身利益、荷兰企业利益，

本着公平贸易及法治的精神，作出
正确判断。”

他表示，如果荷兰政府在这件
事上听从美国，那势必将影响到两
国的合作。

（本文编译自中财网）

英国脱欧使在荷兰开展业务的企业数剧增，
预计创造4200个工作岗位

卖定了！ 荷兰巨头确认将继续对华出售，特朗普白费力气

▲  图片来源：Bright

据报道，荷兰政府机构19日
表示，随着英国退出欧盟的临近，
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在荷
兰开展业务的公司增加了两倍。

荷兰外国投资局称，2019年
有78家企业选择开设办事处或将
业务转移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三国，而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
以来，总数已增至140家。

荷兰外国投资局专员奈兰德
表示，“这一趋势是，每年来荷兰的
公司数量都会翻一番。”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

脱欧。按照双方协议，欧盟与英国
将在11个月的过渡期内就未来关
系展开全面谈判。

“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为没
人知道谈判中的交易会是什么样。
这种不确定性驱使公司考虑其他
选择，”奈兰德说，“这一上升趋势
没有放缓。”

荷兰外国投资局表示，目前正
在与425家公司就搬迁至荷兰或
扩张问题进行谈判，高于2018年
的175家。

该机构表示，预计140家企业

将在未来几年创造4200多个工作
岗位，并增加3.75亿欧元的投资。

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开放经
济、对外贸易水平较高的国家，荷
兰是欧盟诸多成员国中最容易受
到英国脱欧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

荷兰外国投资局表示，在荷兰
成立的公司主要涉及金融、信息技
术、媒体、广告、生命科学和卫生领
域等。

（本文编译自中国新闻网）

▲  图片来源：ANP

根据荷兰政府宏观
经济智囊团CPB的最新
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对
荷兰经济的影响很难预
测，但肯定会产生影响。

该机构的春季预测
为，荷兰今年的经济增
长率为1.4％。然而，官
方表示，如果不能迅速
控制新冠病毒的局面，
那么负面影响将更加明
显，并可能使经济增长
率降低0.8个百分点。 

CPB说，美国的贸易
政策以及英国与欧盟之
间的经济关系也将对荷
兰的经济产生影响，并
加剧不确定性。

该 机 构 表 示，鉴 于
世界贸易的放缓和荷兰

周边国家经济增速的放
缓，荷兰的经济预测（今
年为1.4％，2021年为
1.6％）是适度增长的。

但 是，削 减 聚 合 硫
酸铁铝（PFAS）和氮化
合 物 污 染 的 举 措 将 使
经济增长下降0.2％。同
时，新住房的建设也将
减少。

失业率将保持较低
水平（目前为3％），这意
味着工资水平将会增高。

综 上 所 述，加 上 减
税和溢价削减，预计今
年的国民平均消费能力
将提高2.1％。

春季预测也标志着
政府2021年预算审议的
开始。

▲  图片来源：Netvlies

荷兰经济将继续增长，
但疫情将对其产生影响

目 前，荷 兰 政 府 将
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以
及 影 响 归 类 为 特 殊 情
况，公司可以针对此情
况提出减少工作时间的
申请。

符合计划所有条件
的公司可以提交申请，以
缩短员工工作时间。

在 许 可 期 限 结 束
后，雇主可以（在雇员的
同意下）申请补贴救济
金。减少工作时间与新
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之间
必须有直接的联系。

如 果 整 个 公 司 的
工作量减少了20％，时
长为最低从2周到最多
24周，则符合资格。有关
更多信息和减少工作时
间的申请表，请访问社
会事务和就业部的网站
www.uitvoeringarbeid
svoorwaardenwetgev
ing.nl。

▲  图片来源：Nu.nl

重磅！ 荷兰政府推出补贴政
策，受疫情影响的公司看过来

▲  图片来源：ED

更多好玩有趣的新聞熱點，
請關注微信。 每日更新，
全年無休！

chinatime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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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Radio 10辱华事件”全程回顾
荷兰华人“Radio 10辱华事件”维权临时工作小组，

向全荷华人及荷兰各界华人社团报告事件的最新进展！全
文如下：今天，令人振奋的消息来了，

本次对抗辱华事件的行动，我们已经取得了全面性的
胜利。

自事件发生的次日起，由全荷57个华人社团，推举7
人迅速成立的“Radio 10辱华事件”维权临时工作小组，
并由各界华人和社团代表提出应对此事件的措施和目的，
经过工作小组数日的多方努力，和各界华人声援与出手相
助，自10日起正式向肇事方提出抗议和维权的各项要求，
今天我们收到了Radio 10的正式来函（原文如下），函中
汇报了他们按我们提出的要求逐项执行并完成的情况，
为挽回之前造成的不良影响，Radio 10做出了最快最有
效的弥补措施，其中一直在表达他们的悔过之意，以及对
失误的懊恼，他们已经给所有在荷华人一个较为满意的道
歉，用实际行动弥补了他们所犯的错误。

此后，“Radio 10辱华事件”维权临时工作小组，仍将
后续检查Radio 10对各项要求的执行情况，并持续跟踪
善后细节。

关于“Radio 10辱华事件”维权始末：
2020年2月11日晚8时，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召集荷

兰六十多个华人华侨社团在乌特勒支大众美食总汇开会，
听取“Radio10播放歧视侮辱荷兰华人歌曲事件”（以下简
称“Radio10事件”）维权临时工作小组工作通报。

自2月6日发生“Radio 10事件”，7日在华人社群掀起
巨大的波澜，当晚57个华人团体一致决定同心应对。8日当
晚，经各华人团体推举由季增斌、周蔚宗、黄钺、厉狄勇、俞
斌、孔程前、罗明等七人，组成维权临时工作小组。同时工
作小组约请荷兰法律专家，分析研判“Radio10事件”的法
律性质和应对策略，并起草了一封“新闻声明”。

9日，由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组织了57个荷兰华人社
团联合签署，并由工作小组发给荷兰新闻机构ANP。ANP
于10日早向荷兰各媒体机构发送了这个消息。这个“声明”
引起了荷兰媒体的广泛重视，NOS等媒体在当晚的节目中
都提及了这封57个社团联名的“声明”，荷兰舆论对此事件
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批评态度。

 
另外，鉴于荷兰很多华人在就“Radio 10事件”向警

方报案时，所需提出的涉嫌违法罪名不是很清楚，工作小
组专门聘请荷兰知名律师起草了一封“报案信”，为报案者
提供参考。当晚由周蔚宗先生草拟了一封代表华人发声
的——至首相吕特书。

10日上午11时，在Hilversum Van der Valk酒店召开
全体会议，会上大家签署这封就“Radio 10事件”写给首
相吕特的信。之后研究应对Talpa Network提出的约见华
人代表请求。经研究决定，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在与对方
见面时，我们只表达我们对事件的愤慨，而不告知我们将
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对方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所
犯错误的严重性，并诚意悔改，那么，他们就应该积极主动
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据此，当晚工作小组派出季增斌、周蔚宗、厉狄勇、俞

斌、孔程前等五人于下午1时前往Talpa Network广播电
台，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Marc Adriani Directeur，与
当事人DJ Lex Gaarthuis和电台其他相关负责人共五人，
与工作小组代表进行了会谈。

首先，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当场道歉，并表示此
事未想到有如此恶劣的影响。由狄勇先生代表我方厉阐述
了此行的目的。周蔚宗先生表示：因为这一事件对整个华
人社群的伤害深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简单的道歉已不
能平复在荷华人所受到的创伤，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
必须完全承担此事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孔程前先生作为第
二代华人的代表，他痛斥了自己与家人及孩子在此事件后
所受到的歧视与不公对待。

俞斌先生作为华人餐馆的代表，表达了个人极度愤
慨之情，并为全荷兰华人餐馆因此造成的经济影响忧心忡
忡。季主席要求 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尽快承认错误诚
恳道歉，以扭转此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免造成事态恶
化，同时要求给出弥补华人损失和伤害的具体解决方案。

 
此后，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迅速给工作小组发来

了专函，表达了他们悔错的态度，提出了他们希望解决问
题的意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作小组对下一步要采取哪种方
式来处理此事更为有利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这个事件
性质十分恶劣，影响极坏，必须严惩。惩处的方法主要有两
种选择：一是诉诸法律；二是直接对肇事机构和肇事人提
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就自己所犯错误作出公开的、深刻的
道歉，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弥补、消除由于自己所犯错误而
造成的不良影响。

大家认为，从荷兰的现实状况看，选择第二种方案，时
间短，见效快，有利于控制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如选择
第一种方式，震慑力强，可以在法律层面警示那些不法者
不敢胡作非为。但选择这种方式所面临的问题是，时间长，
结果不可控，很容易形成久拖不决，不了了之的无效状况。
为此，工作小组决定提请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召开会议，
商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经过讨论，大家形成了一致意见，决定采取直接向
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写出更
深刻的书面道歉函给华人；不仅仅是道歉；主动用一切办
法遏制辱华歌曲的后续传播，积极消除事件带来的社会影
响，要求Radio 10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包括承担
相应的经济损失，Talpa Network广播电台要给出明确方
法流程以及执行时间表，以供全荷华人与社会的监督。各
社团或个人还有更多的呼吁不胜枚举。经过大会讨论，确
定向Radio 10提出5大诉求。

最后，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在荷华人，面对歧视的时候，
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勇敢发声，在必要时使
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Radio 10辱华事件”只是全荷华人维权之路的第
一步。

尽管可能未来路长且艰，但是我相信，只要华人华侨
齐心协力，这将是一场必胜的战役！

荷兰华人“Radio 10辱华事件” 
维权临时工作小组

基于对2月13日的来信中的建议，Radio 
10作出了以下反应：

Radio 10已很好地认识到了在2月10日
您荷兰全体华人传达的内容和心声，同时您2
月13日的来信中以及2月17日进行磋商中提
出要求Radio 10悔改表现。已经严守以下行
动和协议，Lex和Radio 10多次为挑衅的事件
表示歉意。

这些道歉已被所有荷兰主要媒体采用，
包括最重要的国家媒体。现在，Radio 10
与所有荷兰媒体联系，要求删除与DJ Lex 
Gaarthuis此次事件有关的视频，并且不再传
播。现在，许多媒体对此做出了回应。

Radio 10已要求所有狂欢节协会不要
唱此次事件中的歌曲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
它，并且也一直在执行。Radio 10将与华人
社区代表团协商，支持#ikchinees运动，也
将支持华人社区的其它活动。

并且，我们已经与广播电台的员工一起
对该事件进行了评估，积极提醒员工（内部）
行为准则和协议，新的准则也已经生效。结论
为此类事件将不会再发生。

Marc Adriani Directeur 
Radio Talpa Network
2020年2月18日

2月6日，荷兰Radio 10电台主持人在节目中演唱表演辱
华歌曲。歌词大意为，冠状病毒是“肮脏的中国人带来的，想
要不被感染，就要远离中餐”。这一歌曲视频，在华人社群中
引起了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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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新冠疫情，华人家长如何看？

最近几日，南欧特别是意
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上前一周
北欧春季短假，去南欧出游的北欧朋
友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定程度上引发
了北欧的社群特别是华人社群的不
安情绪。一些华人父母因此帮孩子向
学校请假，但学校方面似乎没有进行
隔离计划的打算。不安、紧张与焦虑，

慢慢在华人微信社群与朋
友圈发酵。

Q：您好，可否请王姐谈谈，作
为父母，您对荷兰新冠疫情爆发是
否感到焦虑？

王姐：我倒不是那么焦虑，但
学校确实是一个人群密集地。模型
显示只要有一个感染的，就会最后
全校学生感染。

Q：在疫情当中，大人应该做些
什么呢？

王姐：知道危险性。从增强自
己和家人的抵抗力开始，教会孩子
自我防护能力，比如不要摸脸和勤
洗手，离别人2米等等。但是不能自
己恐慌，更不能让孩子恐慌。告诉他
们即使是染上也不是悲剧。尤其是
孩子一般只是感冒症状。他们做好
保护是为了保护好家里的大家。尤
其是老人和体弱的。一般孩子都有
爱心，为别人他们是愿意勤洗手的。
大人一定要坚强乐观。大人可以通

过正常荷兰的民
主 手 段 请 愿 政
府停课。家长不
要 恐 慌 地 主 动
停课，要跟孩子商量。如果孩子不想
去，就可以给孩子请病假。说是心理
压力大。疫情也是锻炼人的一个难
得的经历。

Q：嗯嗯，王姐觉得从哪些方面
得到了锻炼？

王姐：疫情是个突发事件，人
生中会有许多突发事件，要给孩子
养成正确看待突发事件的能力。一
是要学会从历史的教训学会前瞻，
二是要学会一定的自救能力，三是
要锻炼心理承受能力。人类在历史
的长河中经过了无数的灾难，都生
存下来了，现在医疗条件和营养条
件这么好，肯定能生存下来。最重要
的是乐观坚强。

Q：《中荷商报》    访谈人1：王姐

鉴于此，《中荷商报》访谈了几位荷兰的华人妈妈，我们想了解的是：
作为父母，针对疫情的不安来自哪些方面？ 父母如何看待荷兰政府，学校等公立机构的防疫举措？ 父母自身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Q ：您 觉 得 现 在 华 人 圈
父母们，他们的不安来自哪些
方面？

周歆丹：首先我也是一
个华人妈妈，老实说我心里也
会因为看到荷兰不断爆出的
传染病例日渐增多感到焦虑
和不安，但是当我冷静客观的
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官方报告之后 ， 我对荷兰目
前的防疫政策有了新的理解，
目前我的态度是直面疫情，谨
慎对待。 

从我个人的经验和理解
来看，华人父母们不安的主要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华
人群体从2月初国内爆发的疫
情开始，就一直非常关注，所
以中国方面的疫情报道会很
大程度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也
同样担心荷兰疫情一旦爆发
会出现非常惨烈的情况。

第二，我觉得一些华人
可能不是很理解或者说心理
上不接受荷兰防疫安全和医
疗体系，或者这是华人们基于
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就医
的不愉快体验得出的判断， 而
依据某些个人经验，有一些人
选择不信任或者不认可荷兰
的防疫体系。比方说我把防疫
管理数据拿出来，并且在朋友
圈发了福布斯关于世界各国
防疫体系的排名，荷兰排名世
界第三。即便如此，还是很多
人选择不相信，说这个排名是
美国做出来的，说美国本身的
防疫体系比较差，这个排名值
得质疑等。

第三，一些华人父母天
然对自己孩子的免疫系统不
是很有信心，本能的认为华人
孩子比较容易生病。这应该是
文化心理上不同。比方说，我
自己从小一生病，家人很快就
会给我吃头孢来介入，他们希
望我们快些好，快些去学校上
学。 我觉得我的免疫力肯定就

没有一般的荷兰人那么好。 所
以对孩子也会有一些体质和
免疫力上面的担心。

第四，关于戴不戴口罩
这件事情，中国和荷兰的防疫
建议截然不同，荷兰这边的医
生建议不戴口罩。这加剧了荷
兰华人父母的紧张感，感到有
点无所适从。

最后就是，知识与信息
的不对称，加上各种媒体对疫
情的渲染，以及正在发生的国
际抢购物资潮，这些都加剧了
华人父母的恐慌情绪。

Q：近期我们看到家长们
呼吁学校停课至少十四天的
诉求了，您怎么看呢？您认为
家长应该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周歆丹：我个人是比较
理解家长们现在的诉求的初
衷 的 。但 世 卫 组 织 的 报 告 来
看，我个人认为大规模停课停
学 不 是 很 有 必 要，但 是 否 要
隔离从疫区回来没有症状的
孩子，我比较谨慎，我认为从
疫区度假来的孩子，哪怕没有
症状，最好在家隔离一段时间

（WHO公布的平均潜伏期是
5-6天）观察下，再去上课。

家长群体和政府在防疫
认识上的分化我认为主要是：
荷兰政府政策方针制定的依
据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而
华人家长更着重看的个别的
案 例 。从 目 前 公 布 的 数 据 上
看，虽然新冠传染率很高，但
是 死 亡 率 比 较 低，所 以 我 能
理解荷兰政府做出不轻易停
课的决定。我认为，我们既然
选择居住和生活在荷兰，虽然
有些语言，文化和认知上的差
异，但还是选择相信荷兰的专
家和政府的防疫政策，从目前
来看荷兰的防疫体系还是内
紧外松的。 

Q：作为家长你有什么样

的准备和建议呢？ 
周歆丹：在过去的一段

时间，对新冠病毒我也是在一
个不断的尝试去了解，认知和
思考如何面对的过程。在跟一
些专家朋友了解了世界卫生
组织公布的数据以及跟一些
医生了解了实际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更加能够平静
理性的面对荷兰的新冠疫情。 

首先，我建议华人家长
要正确处理自己的紧张或者
恐慌情绪，因为家长的情绪是
会反弹到孩子身上，这对事情
并没有帮助。 恐慌并不会让事
情变得更好，我的医生朋友告
诉我，不恐慌对建 立免疫力是
有好处的。

一方面跟孩子平静的分
享病毒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洗
手的正确方法， 不要跟人握手
等基本的自我保护的方法，一
方面在家里尽量多做一些清
洁和消毒。 

我的医生就建议说：孩
子放学回家以后，最好先洗手
20秒以上；脱掉外套和衣服，
更换家居服，里面的衣服每天
换洗。外套有条件的话，高温
蒸熨消毒（紫外线更好）；减少
所有不必要出席的公众场合；
另外，补充维生素，激活免疫
力，多带孩子运动，减少对负面
新闻的关注度。都会有帮助。 

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孩
子也做到外松内紧，不要因为
疫情影响家庭的氛围。昨天晚
餐后，我跟孩子一起互动，一
起玩耍，大声的笑，感觉病毒
都被吓跑了。 

Q：晓月，作为家长，你如何
看待荷兰正在蔓延的新冠疫情？

晓月：目前华人家长的不
安和表现主要是：新冠新闻铺天
盖地，华人家长深受非典以及武
汉疫情影响，觉得荷兰应该效仿
国内，隔离人群，减少传播。而我
个人的观点则是：第一，从事实
出发。新冠到底危不危险？这点
WHO给了数据，具体请自己查找
哈。新冠的传染性高，死亡率低，
易感人群主要是老弱病人群，如
果你属于这类人群，应该要多加
防治，但是，这不是新冠的问题，
而是每一种流感病毒的问题，荷
兰每年因为流感病毒的死亡人数
也不低。第二，为啥这么怕？我觉

得总结起来，就
是两个词，观念
和信任。华人对病毒的想法是防
治，先防再治。荷兰人的观念是自
治，免疫力先上，然后再治疗。造
成了完全不同的群体行为表现。
其次是信任问题，我们信不信任
国内的医疗体系，武汉有没有瞒
报病情？死亡率是不是比我们得
到的数据的高很多？我们每天都
在问这样的问题，造就了大家对
于新冠这个病毒的不信任。还有
就是对于荷兰的医疗系统和管控
系统信不信任，如果不信任的话，
难免会基于自己的想法多一些，
容易恐慌一些。

Q：《中荷商报》     访谈人3：晓月

Q：《中荷商报》    访谈人2：周歆丹，荷乐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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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经济有多大影响？ 现实远没有那么恐慌
荷兰商情┃ECONOMY

伴随疫情加剧，多地相继出台措施。
封停城际交通，限制活禽交易和宰杀，关
闭影院和酒店，旅游业停滞，对经济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与之同时，网上也热传一篇爆文《比
疫情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小企业》，作者
认为“大企业财大气粗，抗风险能力强，
但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疫情对它们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尤其是餐饮等服务业和制造业，“房
租十几万+所有员工工资五十多万，都不
敢往下想。”

纵观这些文章，都用了大量渲染煽
情的口吻，比如“很有可能变成恶性循
环”“已经焦虑得天天失眠”“2020不用说
肯定是赚不到钱了”等。

但中国的经济真的会如他们说得那
么不堪吗？无相君认为，未必如此。

1. 短期内的负面波动
我们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疫情之

下，经济会出现滑坡吗？
短期来看，一定是有的。
最近，网上还出现一封《活禽养殖从

业者的求助信》，指出由于饲料厂延期开
工、交通封锁、限制交易和屠宰，大量养
殖户家中活禽面临饿死的风险。

信下有多名网民留言，说自家上万
只活禽面临饿死。

不仅是活禽，从资本市场的反应来
看，疫情对于娱乐消费、金融甚至房地产
等行业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而且由于大量的城市人口被封闭，
这也意味着许多企业不得不宣告因为不
可抗力因素，停止订单。

没有生产，也就没有经济。
1月27日，A50期指重挫超过1100

点，跌幅将近8%。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
最大跌幅高达近600点，日本股市、欧美
股市全线暴跌。

但随后，美国股市以及A50都出现反
弹。1月29日，A50开盘微跌0.04%，随后
高走。截至目前，A50报13238点，涨幅将
近2%。

也就是说，整个国际大市场，依然对
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

昨天，港股开市交易，港股和内地股
市的相关性极强，有一大批公司都是同
时在内地和香港同时上市。

因此，港股的表现，对于我们推测国
内A股的表现，有一定的参考性。

首先，港股昨天的表现比较克制和

平稳。
收盘时，恒生指数下跌2.82%，国企

指数下跌3.26%。
国企指数的代表是内地在港上市的

蓝筹公司，比如说平安、建行、工行、中移
动、融创等等，可参考性更强。

有人在wind上跑了下数据，发现国
企指数昨天的跌幅3.26%，位居最近五年
的第16位，也就是说，过去5年中，有15天
比昨天跌得还要多，远没有很多人想象
的那么夸张，具体可以看下图。

我们再来对比下非典时期的经济
走势。

2003年，中国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传
染疾病，当时的恐慌程度不亚于现在，许
多好公司的股票当时也出现了持续恐慌
下跌。

但其所谓的恐慌大跌，在17年后看
来，是多么得不起眼，这说明当初市场
的恐慌反应已经明显超出了公司的实际
影响。

群众不是专家，恐慌是正常的。
但放长眼光，经济的波动，远没有恐

慌情绪那么严重。

2. 新的机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次大灾难往

往是产业进步的契机。
2003年的非典，极大程度地推动了

电商的发展，而电商正是这10多年来，中
国经济的引领者之一。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们也发现，
疫情也会加大地推动一些行业的爆发。

首先迎来利好的，就是医药行业。

在美国，医药行业比银行、地产要厉害得
多，但中国却一直相对滞后。

此次危机，也暴露出了我们医疗体
系大量的痛点：一是医生资源的有限性。
人满为患的医院、患者时间的浪费、医
生从业环境的恶劣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等
等，包括越来越庞大的退休养老人群的
照顾，频频被大众吐槽。

二是医药资源的紧缺，缺口罩，缺试
剂，缺设备。过去，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
大灾，这些问题暴露得都不是很充分。

现在真的遇到事了，希望这次教训
可以帮助国家重新看待医药行业。其次
是线上教育。

这次疫情下，很多中小学停课。1月
24日，网易有道宣布，即日起向武汉市中
小学生免费提供寒假线上课程。

到了1月29日，网易公布的数据称，
截至目前，已有累计超过6万名湖北学生
或家长报名及咨询，共发放免费课程12
万余份，此次线上课程将于1月30日起陆
续开课。

此次的疫情，极大地推动了线上教
育的普及和群众的接受度。

面对教育资源稀缺的现状，相信未
来的线上教育可以凭借自身的传播优势，
更快地发展。三是影视资源的线上化。

今年春节欢喜传媒《囧妈》改为线上
免费播映，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线下院
线和影视公司的依存生态第一次被突然
打破，商业模式也将发生巨变，将加速长
视频的线上趋势。

由此可见，未来的线下院线再不进
行颠覆性改造，凋零是注定的。

随着未来5G的普及和VR、AR的出现，
将来的视频行业还将迎来更大的变化。四
是办公室会议的线上化。

每次重大事件必将改变一代人的观
念和行为习惯，一旦认知改变，将形成新
的认知从而被习惯行之。

我们注意到，很多公司因为疫情都
临时决定视频会议。

线上办公，打破了过去的空间限制。
相信，未来的自由职业者会越来越多。

3. 警惕高负债
这次突发的黑天鹅事件，对于很多

小创业老板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员工停工了，还可以照样领工资，但

企业主的房租却不能停，员工工资不能
停，房贷不能停，供应商的货款不能停，
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开支不能停。

对于他们来说，要用钱的地方有很
多！而这对于大企业几乎没有影响，特别
是顶尖企业和现金流储备超一流的公司。

对于这次的停工停产现象，中小企
业唯一可以缓解的办法，就是贷款借钱，
熬过去！但我们放大样本来看，现在国家
都进入到一个负债阶段。

无论是地方财政，还是中小企业，负
债率都已经接近警戒线。虽然，这是“可
防可控”的。

但我们必须要重视，SARS是对2003
年12万亿经济总量的冲击，而2020年疫
情是对90万亿经济总量的冲击，损失承
担完全不同。

如果这次疫情要持续三个月，那么
中小企业就有可能亏三个月，如果这次
疫情要持续半年，那么中小企业就有可
能亏半年。

从当前的就业结构来看，中小企业
承担了就业人口的大半部分，如果他们
倒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民生问题。

因此，我们呼吁国家必须要重视疫
情之后，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和对民生的
帮助，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有序的发展。

▲ 图片来源：Al Jazeera

一次大灾难往往是产
业进步的契机。

从九省通衢到病毒围
城，武汉只用了三十天。

▲ 图片来源：Chinasta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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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州一向豪情万丈，2020年适逢缅因州建州200周年，人们对“度假胜地”（缅因州的绰号）的
喜爱即将达到高潮。全州各个城镇都将举办纪念活动，包括特展、音乐会和节日庆典。当然，即使缅因州不庆祝这一重
大里程碑，2020年依然是最佳的游览时机。近年来，缅因州的美食蓬勃发展，随处可见从农场到餐桌的餐馆、咖啡店、
手工烘焙店和精酿酒吧。尽管人气不断上升，但只要你置身于这里广阔的森林及灯塔林立的惊涛海岸，躲开拥挤的人
群并非难事。

2020年的日本必将热闹非凡，全世界
的目光都会投向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东京，
而最迫不及待共襄盛举的，莫过于本州北部

（东北）。这片游人稀少的地区正从2011年
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破坏中复苏，并且正在坚
持不懈地恢复交通线路，新设长途徒步小
径，重建并改善旅游设施。本州北部激动人
心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悠久
的节日、热情的民众和美食都早已闻名于日
本国内，如今它正为喜欢探险又厌倦人群的
来访者注入新鲜的空气。从日本首都乘坐新
干线到本州北部的车程仅需几小时。

看起来，替身演员终于准备登上舞台
的中心了，尽管主角往往都是它的巨星邻
居托斯卡纳，但意大利的马尔凯大区其实
同样多才多艺。错落有致的山顶小镇、富丽
堂皇的文艺复兴式宫殿、绵延曲折的乡村
风光、楚楚动人的海滩、令人大饱口福的美
食节，哪一样不值得炫耀？况且还有额外的
福利，这里的景点尚未人尽皆知。2020年
正值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逝世500周年，
马尔凯最古雅的城市乌尔比诺（Urbino）
将率先掀起纪念这位本土大师的活动浪
潮，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马尔凯大区，意大利
（Marche, Italy）

 本州北部，日本
（Northern Honshū, Japan）

缅因州，美国（Maine, USA）

Lonely Planet 2020十大最佳旅行国家揭晓，为你“种草”明年最值得期待的目的地。快计
划一场别开生面的旅行吧，去拥抱世界，感受当地蓬勃的活力。见证高光时刻的最佳时机
正在来临！

昔日因贸易和行路者而繁荣一时的丝绸之路中亚段，而今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亚
的古老城市、熙攘的巴扎和狂野的自然风光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旅行者踏上历史上最具传奇色
彩的旅行探险线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对全世界大部分居民实行
免签或电子签证政策；这一地区还在推动实施统一的“丝路签证”。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交通和基
础设施投资为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带来前所未有的旅行便利，这些利好大多来自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持。

丝绸之路中亚段（Central Asian Silk Road）



孤悬于澳大利亚海岸600公里外的茫茫大海之中，豪勋爵岛拥有极强的
视觉冲击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美景令人瞠目结舌。两座青翠的高山俯瞰
美轮美奂的潟湖和世界最南端的珊瑚礁；新月形海滩完美无瑕，超棒的徒步小
径穿过蓊郁的森林，为户外活动增光添彩。这座曾经与世隔绝的火山岛是众多
特有物种的天堂，自然也包括丰富多彩的鸟类。它是旅游业可持续管理的杰出
典范，不但会鼓励人们参加一系列的生态项目，并且无论何时都只允许400名
游客同时登岛。地处偏远，再加上相对易于管理的面积，豪勋爵岛是名副其实
的世外桃源。

贵州省正处于发展的风口。省会贵阳是一座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甚至
超过洛杉矶、罗马和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华灯初上，街上摆满小吃摊，一碗米
粉只要几元钱；沿着小巷走一走，手工艺店铺、咖啡馆和精酿酒吧方兴未艾；深
入少数民族村寨，晃晃悠悠的吊脚楼依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样貌，但旅游设施
都已经开建。新开通的高铁缩短了贵州和外界的距离，从贵阳出发，只要几小
时就能抵达重庆或昆明。中国政府在工程方面的持续发力已经结出果实：崭新
的公路和桥梁能让你享受21世纪的成就——闯入贵州的神秘大山吧。

斩获一连串美食殊荣的加的斯省正在走进公众的视野。2018年，仰赖胡
安·路易斯·费尔南德斯的LÚ, Cocina y Alma餐厅，“雪莉酒三角区的女王”
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迎来了它的第一颗米其林星
星。积极进取的新锐老板拯救了濒临消失的20世纪传统酒馆，就连雪莉酒都
再次走红了！在圣玛丽亚港（El Puerto de Santa María），安赫尔·莱昂的
Aponiente餐厅是安达卢西亚仅有的两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之一，紧随其后的
是他位于圣彼得里（Sancti Petri）的米其林一星餐厅Alevante。贝赫尔－德拉
弗龙特拉（Vejer de la Frontera）已将自己重塑为美食和精品酒店的中心。
最新潮的咖啡馆、餐厅和酒店正为源于腓尼基人的加的斯注入新的能量。随着
飞往赫雷斯的新航班推出，探索该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

夹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伊斯特拉（Istria）的旅游热点之间，克瓦内
尔湾是克罗地亚海岸线上最低调的部分，十年如一日地在美食和环保领域默
默修炼内功。如今可算是大功告成，准备好迎接游客的近距离接触。人口众多
的坚韧港城里耶卡（Rijeka）荣膺2020年欧洲文化之都，为博物馆和文化中心
改造的空间成为全新的舞台背景。这些身为配角却企图抢镜的海湾群岛拥有
永恒的美景，古老的城墙环绕着城中的威尼斯建筑，数不清的海滩释放着无尽
的魅力。

坐享南美洲最震撼人心的瀑布、丰富多彩的地区历史，以及非同一般的野
生动物观赏环境，阿根廷东北部应该被列入每个人的愿望清单。这里最受瞩目
的自然是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的伊瓜苏大瀑布（Iguazú），除此之外，这片气
候温和的崎岖之地还有很多适合旅行者另辟蹊径的去处。2018年新设立的伊
韦拉国家公园（Iberá National Park）即将成为阿根廷最大的景点，这是一个
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向旅行者讲述着恢复荒野对附近社区产生的积极影响。
从绿翅金刚鹦鹉到潘帕斯鹿，再到美洲豹，生态野化正在促使这些本土物种回
归。当然，阿根廷本身对旅行者来说依然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州一向豪情万丈，2020年适逢缅因州建州200周年，人们对“度假胜地”（缅因州的绰号）的
喜爱即将达到高潮。全州各个城镇都将举办纪念活动，包括特展、音乐会和节日庆典。当然，即使缅因州不庆祝这一重
大里程碑，2020年依然是最佳的游览时机。近年来，缅因州的美食蓬勃发展，随处可见从农场到餐桌的餐馆、咖啡店、
手工烘焙店和精酿酒吧。尽管人气不断上升，但只要你置身于这里广阔的森林及灯塔林立的惊涛海岸，躲开拥挤的人
群并非难事。

缅因州，美国（Maine, USA）

豪勋爵岛，澳大利亚
（Lord Howe Island, Australia）

贵州省，中国
（Guizhou Province, China）

加的斯省，西班牙
（Cadiz Province, Spain）

阿根廷东北部
（North East Argentina）

克瓦内尔湾，克罗地亚
（Kvarner Gulf, Croatia）

巴西亚马孙是最为纯粹的自然世界，这片亦真亦幻的荒古之地，
遍布色彩斑斓的动物和盘根错节的植物。这片雾气氤氲的丛林栖息着
一些世界上最珍稀的物种，还有数百年来掌管这个绿色大世界的原住
民。随着气候变化和森林火灾频发，保护巴西亚马孙迫在眉睫。2020
年，前往这片地球上最重要的森林旅行，只要做好周详的准备，就能支
持这里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同时造福于本地社区和巴西经济，凸显环
境保护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

巴西亚马孙地区
（Amazon, Brasil）

本文编译自: Lonely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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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移民局将谨慎考虑每个短期签证延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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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獨立居留
獨立居留概念
獨立居留指不依附於他人的一種居留許

可，移民法上曾稱之為“voortgezet verblijf”(繼

續居留)。如果子女取得了獨立居留，則意味著

他們的居留權將不受父母居留權的影響。

獨立居留申請條件
1. 父母必須擁有非臨時性的居留許可，如

高技術移民，配偶居留等。學生居留、求職年

居留都屬於臨時性的；

2. 子女在未成年時獲得家庭團聚的居留權；

3. 子女持家庭團聚居留滿一年。

下面我們將通過Q&A的形式
解答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

Q1. 子女在未滿18歲的情況下遞交了高技術

移民隨行家屬居留權的申請，現已成年，在荷蘭

居住滿一年，這種情況下可否申請獨立居留？

A1. 子女的居留權將從移民局收到申請之

日算起。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子女依然可以申

請獨立居留。

Q2. 子女在荷蘭出生，持有家屬簽，可否

申請獨立居留？

A2. 只要持有家屬簽滿一年即可以申請。

Q3. 申請獨立居留，對父母的收入有無要求？

A3. 沒有要求 。

Q4. 子女還未成年，獨立居留有何意義？

A4.在實踐中，獨立居留對最大受益者為

成年子女。對未成年子女來說，即使獲得獨立

居留，荷蘭法律規定其監護人需陪同留在荷

蘭。如果監護人因故無法陪同，則需要辦理撫

養權/監護權變更手續。因此，為孩子辦理獨立

居留，父母也應慎重考慮。

為了防止被罰款，我們建議您可以對員工

的國籍和居留許可類型進行調查。居留卡上對

於居留的類型做了清楚的說明，例如作為高技

術移民，作為伴侶的居留等；居留卡還可以清

晰地看出勞動狀態: 不許可勞動，需要單獨的工

作許可證，勞動自由，不需要工作許可等。如

果您不確定或者已經明確得知某個員工沒有適

當的勞動許可，您可以聯繫移福嘉律師事務所

中國部，我們可以為您合法地僱傭某個員工提

出合理的意見。

您是否已經收到罰款？您是否擔心您的行

政管理不完全符合法律僱用規則？移福嘉移民

律師事務所中國部可以就如何確保貴公司符合

所有相關法規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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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法用工而被勞動監察機構罰款時應如何應對？

招聘新員工對於公司的負責人
來講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但是
當招聘的新員工並非歐盟成員國的
公民時，情況可能就有點微妙了。
作為負責人，在招聘時就應該確保
這個非歐盟國籍員工已經擁有許可
工作的簽證，否則公司就有可能因
此而被勞動監察機構認定為非法用
工，罰款也會隨之而來。即使這名
員工已經有了合法的工作居留，也
有可能因為該居留許可的工作範圍
未能涵蓋現有工作類型而導致用人
單位的違法。為了防止以上局面的

出現，本文會為用人單位闡釋如何

避免各種可能的非法用工情況，以
及當這類情況發生時用人單位應當
如何應對。

用人單位被罰款的情形
對 用 人 單 位 的 罰 款 決 定 往 往

由勞動監察機構作出，在一些情況
下荷蘭移民局（IND）也有權對公
司做出罰款決定。那麼罰款是如何

被 認 定 的 呢 ？ 給 您 舉 個 簡 單 的 例
子，假設您在阿姆斯特丹擁有一家
餐廳，為了維持餐廳的運營您招聘
了幾名中國籍的員工，每一個員工
在應聘時都向您保證他們有伴侶居
留，他們也因此可以比較自由地在
荷蘭工作。然而某天晚上，當餐廳
在正常營業時，兩名勞動監察局的
工作人員不速而至，聲稱需要和後
廚的某位員工談一談。這個時候您
才發現您的這位員工已經不再擁有
居 留 許 可 ， 他 也 無 權 再 在 餐 廳 工
作；您的另一個後廚員工雖然有合
法的居留許可，但是許可的類型只
允許其以自僱居留的形式工作，任
何形式的打工都是不被許可的；同
時，餐廳內的某位保洁人員雖然並
不直接受僱與您，但是您和該保洁
人員所在的保洁公司簽訂了合同，
這位保洁人員本人沒有任何形式的
居留許可。一番調查後這些勞動監
察局的工作人員交出了一份工作報
告，您也將因為這三個員工而承受
一份不菲的罰單。

如何處理罰款？
如 果 對 勞 動 監 察 機 構 作 出 的

懲罰決定不服，您可以通過提請行

政復議，從而撤銷或者減少罰款數

額。然而行政復議是個非常複雜的
程序，您需要提供恰當的事實依據
和法律論據，即使可以滿足這些要

求，行政復議的審核過程也會是漫

長和艱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
議您尋求專業人士的建議，移福嘉
律師事務所中國部的律師可以在這
個過程中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代表您提請行政復議，提出並合理

使用適當的法律意見和證據，與勞

動監察機構和政府機關等進行談判

交流等等。選擇對勞動監察機構的
罰 款 作 出 抗 議 是 合 理 且 划 算 的 選
擇，根據現行荷蘭法律規定，對於
雇主因非法用工而做出的罰款決定
一般為€8000/人，但最終決定很有
可能遠遠高於這個數字，例如當您
被當局認定為重複違規時。

如何避免罰款？
為了防止被罰款，我們建議您

可以對員工的國籍和居留許可類型

進行調查。居留卡上對於居留的類

型做了清楚的說明，例如作為高技
術移民，作為伴侶的居留等；居留
卡還可以清晰地看出勞動狀態: 不許
可勞動，需要單獨的工作許可證，
勞動自由，不需要工作許可等。如
果您不確定或者已經明確得知某個
員工沒有適當的勞動許可，您可以
聯繫移福嘉律師事務所中國部，我
們可以為您合法地僱傭某個員工提
出合理的意見。

您是否已經收到罰款？您是否

擔心您的行政管理不完全符合法律

僱用規則？移福嘉移民律師事務所

中國部可以就如何確保貴公司符合

所有相關法規提供建議。

新聞快訊
Adam Diels
中国部律师，能够流利地用
中文与客户沟通。他在中国
客户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主要的专业领域是自雇居留
及与家庭团聚有关的移民业
务。

Adam Diels, advocaat, lid Chinadesk, 
communiceert in het mandarijns met 
cliënten. Hij geniet een hoge reputatie 
binnen de Chinese gemeenschap. 
Belangrijke vakgebieden zijn 
vreemdelingenrecht, gezinsvorming, 
gezinshereniging, en zelfstandig 
onderne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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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派遣

當跨國集團在歐盟境內（包括荷蘭）與

境外均設有公司時，公司可派遣其員工到歐

盟境內的公司工作。

荷蘭自2016年11月29日起開始執行歐

盟指令2014/66關於非歐盟員工在跨歐盟集團

內部派遣的條例。

同高技術移民和GVVA(勞動與居住相

結合的許可證的項目)等項目相比，歐盟ICT

更具有優先性。在實踐中，當申請歐盟ICT許

可證時，移民局將首先根據歐盟ICT項目的標

准進行評估，如果此類申請不屬於該項目範

圍或不符合指令的條件則將被拒絕。

歐盟ICT的優先性在和其他項目共存時

則更為明顯。當移民局發現一個高技術移民

的申請符合歐盟ICT的條件時，此申請將會按

照歐盟ICT的條件和要求進行審核，若審核通

過則申請者可獲得移民局批准的歐盟ICT項目

許可證。

由於公司內部派遣項目的申請過程幾乎

容不得差錯，且項目的選擇也是左右申請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有疑問時及時尋

求移民律師的協助便顯得尤為重要。

1. 歐盟歐盟 ICT項目簡介
ICT指令統一了歐盟成員國有關企業員

工派遣的法規，對促進歐盟內企業員工的流
動起到了深遠的意義。包括荷蘭在內的24個
歐盟成員國（丹麥，英國和愛爾蘭除外）參
與實施了該項指令，並產生了以下的影響：

2. 歐盟ICT項目申請資格
根據荷蘭移民局的規定，該指令適用

於以下人士：

關於指令對於集團公司，經理，專業人

士以及培訓生的定義請參考我們的網站。

3. ICT許可證的作用及有效期限
ICT許可證是結合了居留許可與工作許

可的雙重許可證。許可證的持有者也因此可

以作為被派遣人在歐盟境內工作。若被派遣

人可以成功地申請到勞動許可，派遣事項以

外的工作也是被允許的。

根據被派遣人的職務和具體工作內容，

許可證的時限也會有所差異，具體而言，經

理和專業人士的許可證時限最長可達3年，實

習生則為1年。需要注意的是，許可證到期後

無法延期，被派遣人需要等待6個月後才可再

次提交被派遣到荷蘭的申請。

較為人性化的是，被派遣人員還可以

申請家庭成員隨行，但申請時子女須未滿18

歲。且申請隨行的家庭成員可以自由地進入

勞動市場，也可以像自僱人才一樣工作。

4. 許可證的流動性
流動性是ICT許可證的一大特點，被派

遣者不僅可以通過申請該項目被派遣到某一

歐盟國家工作，還可因持有ICT許可而被短期

或長期地派遣到除接受國以外的其他歐盟成

員國。

5. 申請ICT許可證的條件
ICT許可證的存在滿足了跨國集團對

於員工調派的需要；從被派遣者的角度，家

屬隨行和家屬勞動市場准入政策為被派遣人

員解決了後顧之憂；同時，該項政策有力地
推動了歐盟內企業員工的流動，可謂一舉三
得。相應地，這項誘人的許可證的獲得則需
要被派遣者滿足以下的條件:

6.ICT許可證申請的程序性問題 

首先，該項申請的提交屬於移民局的

業務範圍。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在收到申請

後，移民局需在90天內做出決定。為方便申

請者，各項申請的表格自2016年11月29日

起放於移民局網站上，申請者可自行下載填

寫。ICT許可證的申請費用與高技術移民的

申請費用相當。若移民局認定此雇主為保薦

人，那麼該項申請可採用快速程序，在此情

況下移民局的決定時限大約為兩週左右。

有關企業內部調任更多信息，您可以聯

繫移福嘉律師事務所中國部。

Nina Matt
中国部律师，擅长移民法，
尤其擅长与工作相关的移
民。她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工
作许可及居留许可的法律
咨询。

Nina Matt, advocaat, lid van China 
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met name 
voo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Zij adviseert zowel bedrijven 
als particulieren over werk- en 
verblijfsvergunningen. 

Xinwen Ruan
中国部成员，负责中国法律
的研究，以及帮助中国客户
和律师之间沟通。

Xinwen Ruan, 
lid Chinadesk, is 

verantwoordelijk voor het verrichten van 
onderzoek naar Chinese regelgeving 
en bevordert de communicatie tussen 
Chinese cliënten en advocaten.

Eline  van Deijck,
Eline van Deijck中国部律
师，擅长移民法。她为各类
企业提供人员派遣方面的咨
询及行政处罚案件。同时也
提供个人获得居留许可的法
律咨询。

Eline  van Deijck, advocaat, lid van de 
China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Zij adviseert grote en kleine bedrijven 
ove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en 
boeteprocedures. 
Ook adviseert zij particulieren over het 
verkrijgen van een verblijfsvergunning. 

證， 簡稱： ICT 許可證

流動性:當員工在某成員國擁有ICT許可

證時，他或她可以較為輕鬆地被派遣到

該集團公司在另一個成員國的公司。

歐盟法優先於成員國的國內法

 額外入境要求

企業員工可擁有居留與工作結合的許可

非歐盟公民

在申請遞交以及調任派遣的過程中，已於

境外公司有工作合同

將被派遣到公司在歐盟境內的員工

指令中所規定的經理，專業人士，以及

培訓生

申請人需為前文所述的經理，專業人士或

者培訓生；

申請人擁有專科或大學學歷，培訓生需有

碩士學位；

專業人士，例如：藥劑師，建築師，或者

有外國認證資格的醫生等；

申請人已被公司聘用至少3個月；

申請人與在歐盟以外的雇主簽署了有效的

培訓或工作合同，或者是雇主為該人士簽

署了派遣信；

當提交申請時，申請人原則上居住地需是

除荷蘭以外的地方；

在過去的6個月當中，該申請人沒有通過

申請ICT指令的許可而在荷蘭居住過；

在調任期結束後，申請人會回到在歐盟以

外的公司集團就職；

申請人的工資需符合以下條件：其工資必

須達到高技術移民的法定最低工資與假日

津貼的標準要求，並且其工資必須與其職

位，年齡，專業知識，工作經驗，還有與

荷蘭相關部門或行業的市場標準相匹配；

接管的公司必須與派遣的公司屬於同一個

公司集團；

建立接管的公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使其更

便利地進入歐盟；

申請人在荷停留是最長；

接管的公司沒有因未申報工作或非法就業

而受到製裁；

接管的公司從事經濟活動，且允許派遣在

荷蘭公司員工的原因是該員工為此公司進

行經濟活動的核心成員；

拒絕申請的理由不能為不符合外僑移民法

第16條中的規定.

新聞快訊
Adam Diels
中国部律师，能够流利地用
中文与客户沟通。他在中国
客户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主要的专业领域是自雇居留
及与家庭团聚有关的移民业
务。

Adam Diels, advocaat, lid Chinadesk, 
communiceert in het mandarijns met 
cliënten. Hij geniet een hoge reputatie 
binnen de Chinese gemeenschap. 
Belangrijke vakgebieden zijn 
vreemdelingenrecht, gezinsvorming, 
gezinshereniging, en zelfstandig 
onderne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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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派遣

當跨國集團在歐盟境內（包括荷蘭）與

境外均設有公司時，公司可派遣其員工到歐

盟境內的公司工作。

荷蘭自2016年11月29日起開始執行歐

盟指令2014/66關於非歐盟員工在跨歐盟集團

內部派遣的條例。

同高技術移民和GVVA(勞動與居住相

結合的許可證的項目)等項目相比，歐盟ICT

更具有優先性。在實踐中，當申請歐盟ICT許

可證時，移民局將首先根據歐盟ICT項目的標

准進行評估，如果此類申請不屬於該項目範

圍或不符合指令的條件則將被拒絕。

歐盟ICT的優先性在和其他項目共存時

則更為明顯。當移民局發現一個高技術移民

的申請符合歐盟ICT的條件時，此申請將會按

照歐盟ICT的條件和要求進行審核，若審核通

過則申請者可獲得移民局批准的歐盟ICT項目

許可證。

由於公司內部派遣項目的申請過程幾乎

容不得差錯，且項目的選擇也是左右申請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有疑問時及時尋

求移民律師的協助便顯得尤為重要。

1. 歐盟歐盟 ICT項目簡介
ICT指令統一了歐盟成員國有關企業員

工派遣的法規，對促進歐盟內企業員工的流
動起到了深遠的意義。包括荷蘭在內的24個
歐盟成員國（丹麥，英國和愛爾蘭除外）參
與實施了該項指令，並產生了以下的影響：

2. 歐盟ICT項目申請資格
根據荷蘭移民局的規定，該指令適用

於以下人士：

關於指令對於集團公司，經理，專業人

士以及培訓生的定義請參考我們的網站。

3. ICT許可證的作用及有效期限
ICT許可證是結合了居留許可與工作許

可的雙重許可證。許可證的持有者也因此可

以作為被派遣人在歐盟境內工作。若被派遣

人可以成功地申請到勞動許可，派遣事項以

外的工作也是被允許的。

根據被派遣人的職務和具體工作內容，

許可證的時限也會有所差異，具體而言，經

理和專業人士的許可證時限最長可達3年，實

習生則為1年。需要注意的是，許可證到期後

無法延期，被派遣人需要等待6個月後才可再

次提交被派遣到荷蘭的申請。

較為人性化的是，被派遣人員還可以

申請家庭成員隨行，但申請時子女須未滿18

歲。且申請隨行的家庭成員可以自由地進入

勞動市場，也可以像自僱人才一樣工作。

4. 許可證的流動性
流動性是ICT許可證的一大特點，被派

遣者不僅可以通過申請該項目被派遣到某一

歐盟國家工作，還可因持有ICT許可而被短期

或長期地派遣到除接受國以外的其他歐盟成

員國。

5. 申請ICT許可證的條件
ICT許可證的存在滿足了跨國集團對

於員工調派的需要；從被派遣者的角度，家

屬隨行和家屬勞動市場准入政策為被派遣人

員解決了後顧之憂；同時，該項政策有力地
推動了歐盟內企業員工的流動，可謂一舉三
得。相應地，這項誘人的許可證的獲得則需
要被派遣者滿足以下的條件:

6.ICT許可證申請的程序性問題 

首先，該項申請的提交屬於移民局的

業務範圍。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在收到申請

後，移民局需在90天內做出決定。為方便申

請者，各項申請的表格自2016年11月29日

起放於移民局網站上，申請者可自行下載填

寫。ICT許可證的申請費用與高技術移民的

申請費用相當。若移民局認定此雇主為保薦

人，那麼該項申請可採用快速程序，在此情

況下移民局的決定時限大約為兩週左右。

有關企業內部調任更多信息，您可以聯

繫移福嘉律師事務所中國部。

Nina Matt
中国部律师，擅长移民法，
尤其擅长与工作相关的移
民。她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工
作许可及居留许可的法律
咨询。

Nina Matt, advocaat, lid van China 
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met name 
voo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Zij adviseert zowel bedrijven 
als particulieren over werk- en 
verblijfsvergunningen. 

Xinwen Ruan
中国部成员，负责中国法律
的研究，以及帮助中国客户
和律师之间沟通。

Xinwen Ruan, 
lid Chinadesk, is 

verantwoordelijk voor het verrichten van 
onderzoek naar Chinese regelgeving 
en bevordert de communicatie tussen 
Chinese cliënten en advocaten.

Eline  van Deijck,
Eline van Deijck中国部律
师，擅长移民法。她为各类
企业提供人员派遣方面的咨
询及行政处罚案件。同时也
提供个人获得居留许可的法
律咨询。

Eline  van Deijck, advocaat, lid van de 
China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Zij adviseert grote en kleine bedrijven 
ove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en 
boeteprocedures. 
Ook adviseert zij particulieren over het 
verkrijgen van een verblijfsvergunning. 

證， 簡稱： ICT 許可證

流動性:當員工在某成員國擁有ICT許可

證時，他或她可以較為輕鬆地被派遣到

該集團公司在另一個成員國的公司。

歐盟法優先於成員國的國內法

 額外入境要求

企業員工可擁有居留與工作結合的許可

非歐盟公民

在申請遞交以及調任派遣的過程中，已於

境外公司有工作合同

將被派遣到公司在歐盟境內的員工

指令中所規定的經理，專業人士，以及

培訓生

申請人需為前文所述的經理，專業人士或

者培訓生；

申請人擁有專科或大學學歷，培訓生需有

碩士學位；

專業人士，例如：藥劑師，建築師，或者

有外國認證資格的醫生等；

申請人已被公司聘用至少3個月；

申請人與在歐盟以外的雇主簽署了有效的

培訓或工作合同，或者是雇主為該人士簽

署了派遣信；

當提交申請時，申請人原則上居住地需是

除荷蘭以外的地方；

在過去的6個月當中，該申請人沒有通過

申請ICT指令的許可而在荷蘭居住過；

在調任期結束後，申請人會回到在歐盟以

外的公司集團就職；

申請人的工資需符合以下條件：其工資必

須達到高技術移民的法定最低工資與假日

津貼的標準要求，並且其工資必須與其職

位，年齡，專業知識，工作經驗，還有與

荷蘭相關部門或行業的市場標準相匹配；

接管的公司必須與派遣的公司屬於同一個

公司集團；

建立接管的公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使其更

便利地進入歐盟；

申請人在荷停留是最長；

接管的公司沒有因未申報工作或非法就業

而受到製裁；

接管的公司從事經濟活動，且允許派遣在

荷蘭公司員工的原因是該員工為此公司進

行經濟活動的核心成員；

拒絕申請的理由不能為不符合外僑移民法

第16條中的規定.

新聞快訊
Adam Diels
中国部律师，能够流利地用
中文与客户沟通。他在中国
客户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主要的专业领域是自雇居留
及与家庭团聚有关的移民业
务。

Adam Diels, advocaat, lid Chinadesk, 
communiceert in het mandarijns met 
cliënten. Hij geniet een hoge reputatie 
binnen de Chinese gemeenschap. 
Belangrijke vakgebieden zijn 
vreemdelingenrecht, gezinsvorming, 
gezinshereniging, en zelfstandig 
onderne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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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生實習政策放寬

此前根據外僑勞動法，只有當實習是一門必修課時，學生不需要申請勞動許可即在公司進行相關實習。 
2016年10月1日起，此政策放寬到所有非歐盟、歐洲經濟區及瑞典的學生，他們可以在學習期間進行與專業
相關的實習而無需申請勞動許可。但是為了防止政策被濫用，實習時必須由公司、學生和學校間簽訂三方協
議。三方協議中需寫明實習職位，由學校來判定該職位是否與專業相關。三方協議模板可在EP Nuffic網站
上下載：https://www.epnuffic.nl/hoger-onderwijs/toelating-en-verblijf/stage/stage-nederlandse-
opleiding。

高技術移民轉自由卡

如果公司在2012年6月1日沒有再聘用過高技術移民，移民局將取消公司保薦人的資質。由此將引發高技
術移民無法採用高技術移民身份進行延期的問題。解決的方法有三種，其一公司可以再次申請保薦人資質，從
而使員工可以順利延期。其二高技術移民可以跳槽到另一家有資質的公司，再由這家公司協助延期。其三，如
果該高技術移民已在荷蘭連續居住滿五年，可以申請自由勞工卡。

未成年孩子獨立居留許可

未成年孩子跟隨父母前往荷蘭，可以在荷蘭居住滿一年後申請獨立居留許可 （humanitair niet tijdelijke）。
已成年的孩子只要是在未成年期間跟隨父母來荷蘭，也可以申請。獨立居留許可，顧名思義即不依附於父母或
其他任何人的居留許可。如果父母的卡因各種原因被更改、取消或撤銷，孩子的卡不會因此受到 影響。

Nina Matt
中国部律师，擅长移民法，
尤其擅长与工作相关的移
民。她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工
作许可及居留许可的法律
咨询。

Nina Matt, advocaat, lid van China 
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met name 
voo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Zij adviseert zowel bedrijven 
als particulieren over werk- en 
verblijfsvergunningen. 

Xinwen Ruan
中国部成员，负责中国法律
的研究，以及帮助中国客户
和律师之间沟通。

Xinwen Ruan, 
lid Chinadesk, is 

verantwoordelijk voor het verrichten van 
onderzoek naar Chinese regelgeving 
en bevordert de communicatie tussen 
Chinese cliënten en advocaten.

Eline  van Deijck,
Eline van Deijck中国部律
师，擅长移民法。她为各类
企业提供人员派遣方面的咨
询及行政处罚案件。同时也
提供个人获得居留许可的法
律咨询。

Eline  van Deijck, advocaat, lid van de 
Chinadesk, is gespecialiseerd in het 
vreemdelingenrecht. 
Zij adviseert grote en kleine bedrijven 
over arbeidsgerelateerde migratie en 
boeteprocedures. 
Ook adviseert zij particulieren over het 
verkrijgen van een verblijfsvergunning. 

新年伊始，中国就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侵
袭，特殊的时间节点，以及病毒的来势汹汹导致
疫情愈演愈烈，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不免蒙上
了一层深深的担忧。

虽然当局已经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但是数据
在短时间内还是节节攀升。目前，不仅仅是中国，
临近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都相继爆发了感染，
甚至连荷兰周边的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出
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事件。荷兰外交部在
2月5日将出行建议更改为：如无必要，暂勿前往
中国大陆地区旅行(allen noodzakelijke reizen)；
针对武汉地区的旅行建议则是已经被提高到了
暂勿前往（niet reizen）。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已经持有荷兰短期申根
签证的华人想要合法地延长签证期限以期能够
错过国内的疫情高峰同时不会影响未来再次前
往申根国家的旅行计划。我所工作人员在近期多
次联系过移民局和荷兰外交部门以期获得一个
明确的答复。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2月初
获得了第一例成功延期的案例，我们也据此发布
了相关的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是随着
申请人员的增多，移民局也针对因新型冠状病毒
造成的短期签证的延期做了进一步的规范。

2020年1月31日，移民局在其官方门户网站
宣布，鉴于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移民局（签

证的实际负责机构为签证局和荷兰外交部）会谨
慎地考虑及评估每一个延长短期签证的申请，
在此过程中，航班是否被停飞也会被纳入评估
的范围内。而根据我们在后续的实践中发现，飞
机是否停飞会被认为是是否延长签证的重要考
量依据。

根据移民局的规定，申根签证的延长仅有在
及其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延期，比如因疾病或
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而无法离开荷兰的情况。申
根签证的延长需要首先和移民局做约会（需要在
签证到期之前和移民局做约会），在申请的过程
中，申请人需要提供充足的资金证明，申根签证
的延长最多为90天。

结合以上的移民局最新消息，以及一般性
的签证延长规定，并结合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
验，总结如下：

1. 申请人需要首先和移民局联系进行延长
签证的约会申请；

2. 申请人需要提供资金证明：
a. 如申请人持有的是旅游签证，需要提供

其有足够资金的证明，包括且不限于：信用卡额
度，银行存款证明等；

b. 如申请人持有的是探亲/访友签证，需提
供本人有足够资金的证明，或者担保人的收入证
明，如担保人的工资单，工作合同等（如担保人是

自雇居留者，可以提供银行流水以及其公司的年
结和报税单）

3. 如申请人持有的是探亲/访友签证，还需
提供担保人的担保函。担保函可以是复印件的形
式，或如需要可以在移民局当场填写。；

4. 机票取消单及护照：
a. 机票取消单可以明确地向移民局证实其

航班被取消的事实，在其他材料充足的情况下，
将有一定几率获得批准，但是具体决定权会由相
关官员当场进行决定。如果机票取消并同时向移
民局提供自动改签的信息，将不属于机票取消订
单的范围。

b. 机票订单未获得取消，则移民局很有可
能会拒绝安排一份约会，即申请人甚至难以获得
到移民局当面递交材料的机会。

注意：申请者如有意向获得延期，请务必提
早进行安排，如超过签证期限再进行延期申请则
有可能同时获得限制入境令，这将是得不偿失的。
即使获得延期后，申请者也需要注意其签证的期
限，以免超期居留对签证造成不良的影响（比如两
年的限制入境令）。

随之欧洲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逐渐增
多，移福嘉律师事务所在此也提醒所有华人提高
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Adam Diels

Xinwen Ruan

Chenxi Dou

广告 ADVERTISEMENT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
尔丁·阿尔通1日发表声明说，2月底以来
已有超过8万名非法移民从土耳其西北
部边境进入欧洲。未来几天，这个数字可
能还会增加。

阿尔通说，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空前的难民流和非法移民问题不仅
是土耳其的问题，也是该地区、欧洲和整
个世界的问题。

阿尔通表示，土耳其对“认真和稳健
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土耳其将做好自己
的事情，但其他国家也必须在这个问题
上尽自己的力量。

据悉，许多非法移民试图从土耳其

西北部的埃迪尔内省进入欧洲。由于土
耳其上周宣布将不再阻止叙利亚难民前
往欧洲，使得在过去两天里，很多非法移
民通过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埃夫罗斯河
乘渔船或充气船越境进入希腊。

据报道，土耳其军队2月27日晚在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遭到叙政府军空袭，
造成36名土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随后，土耳其政府称将不再阻止叙利亚
难民进入欧洲。

土耳其官员称，土耳其目前已收容
大约370万叙利亚难民。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最近多次表示，土耳其不会再独
自面对叙利亚难民问题。

（本文编译自新华网）

土耳其称8万多名非法移民越境进入欧洲

▲ 图片来源：De Tijd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日表示，
早前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核酸检测
试剂存在问题，导致一些州紧急寻求批
准使用其自行研发的试剂，目前已经对
无效试剂展开调查。

据路透社2日报道，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29日表示，为了实现加快对新冠病
毒肺炎的筛查，将允许一些实验室立即
使用其研发的检测工具。

29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

示，纽约州将立刻使用该州自行研发的
测试套组，此举已在前一天获得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的批准。3月1日，纽约州确
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史蒂芬·
哈恩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了解到检测试剂的问题后，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合作，最终发现一些试剂的问题是由
制造问题导致的。我们将与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携手解决制造方面的问题。”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里克斯·

阿扎尔1日对美国广播公司称，目前美国
拥有7.5万核酸检测试剂，未来一周将大
幅扩大生产量。美国已有超过3600人接
受检测。

此外，他提到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对
于目前检测试剂的研发和当前的生产状
况有信心，这些检测试剂通过了广泛的
质量检控程序。

（本文编译自中国日报网）

造假！ 美国政府对无效核酸试剂展开调查

▲  图片来源：De Telegr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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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早春复工穿搭流行趋势，
每一个都是心动的感觉！

2020年春夏流行色已经新鲜出炉了。每年都要用最in的颜色将衣柜
填满哦。 现在再不知道2020的春夏流行色，你就要落伍了。 迎！接！春！
天！ 为了让你们在大好春光里做最靓的仔，这些早春最美的4个颜色，一
定得穿起。

充满盎然生机的绿色，素来和春天最般配。今年最好穿的一抹绿色，胡椒梗
绿。带着些许偏黄的暖调，透着一丝自然的味道，清新感十足却丝毫不会浮

躁，自带年轻感，显白也是没的说！
高级的“薄荷绿”也是春夏的绝佳选择，低饱和度加入朦胧的灰色调，仿佛
在晨雾笼罩的森林畅快呼吸。鲜艳的“牛油果绿”也值得尝试，足够明艳却

也不会太过醒目张扬，而且很有少女感。

绿色

饱和度低、空气感强的
蓝色让人一看到它便

不由地心旷神怡。优质
的面料搭配蓝，高级感

满满。
无论是家居设计还是服
装设计，只要用到了蓝
色，立刻拥有舒适感。
蓝色明显适合大多数

人，明亮又柔和，无论你
是白皮还是黄黑皮，穿
它都是只变明亮，不会

显黑。

蓝色

黄色是让人心情变好的颜
色，Pantone十大流行色有白
杨金和芒果莫吉托黄。 但金黄
色其实有点挑人，更适合高阶
选手，芒果黄对普通人来说会
更好驾驭一些。还有明度低一
点的嫩黄色，和萌动的春天也
是绝配！不用大色块，一件单

品或配饰点缀，时尚魅力就和
春光一样苏醒过来啦。

黄色

紫色今年春夏依然时髦。
同样难驾驭的紫色，搭配时需要找对适合自己肤色的一种。稍微深

一点的紫色适合肤色白皙和有点气场的姑娘。
淡紫色，或接近灰色的紫色则比较低调，打造“丁香花”一般恬淡优

雅的气质。

紫色

流行时尚┃FASHION & TRENDS

▲ 图片来源：Harper's Bazar ▲ 图片来源：Pinterest

▲ 图片来源：Pinterest

▲ 图片来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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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2日，英
欧双方将正式开始就贸易关系进行谈
判。然而，从近日双方发布的谈判纲领来
看，英欧分歧仍在。

据报道，英国已于1月31日正式脱
欧，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在过渡期期间，
英国政府仍然沿用欧盟的法律和法规。
但过渡期将于12月31日终止。

报道称，将有约100名英国官员抵
达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进行第一轮
会谈，谈判将持续至3月5日。第二轮将
于3月下旬在伦敦举行，之后计划将每两
到三周举行一次会谈。

双方表示，他们希望在年底之前达
成协议，以便从2021年开始，在航空、渔
业、学生交流等各个领域进行新的合作。

然而，从英欧双方近日发布的谈判纲领
来看，目前双方在渔业、司法合作和爱尔
兰边境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

英国内阁大臣迈克尔·戈夫更是在
1日的社论中，为英方立场定下了毫不妥
协的基调。他说，“我们希望与欧盟建立
最佳的贸易关系。但我们不会丢掉新恢
复的主权。”

英国此前表示，英国寻求与欧盟达
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但将在6月份视进
展决定是否退出贸易谈判。如若贸易协
议无法达成，双方贸易关系将回到世贸
组织规则下。舆论认为，这一结果对互为
重要贸易伙伴的英欧而言将是“双输”。

（本文编译自中国新闻网）

英欧贸易谈判在即分歧仍在 
英方立场坚定

▲ 图片来源：Gemeente.nu

法政府拟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或引发新一轮示威
据《欧洲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月

29日，法国总理菲利普引用宪法49-3条
款，宣布将不经投票，强行通过饱受争
议的退休改革法案。反对党称将对政府
发起弹劾。工会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示威
行动。

据报道，2月29日下午，菲利普到国
民议会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执政党的掌
声中，总理称这是为了结束与反对派的
无谓争论，进入下一步法律程序。

菲利普承诺将继续与社会各方就法
案条款对话磋商，同时希望终结有关退
休改革的争论，以服务于3月15日开始
的市政选举。

总理：结束“昂贵”闹剧
总理菲利普表示，法国国民议会2

月17日开始对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进行
辩论。国民议会中反对该法案的议员提
出了多达4万条修正条款。菲利普透露，
经过两周辩论，还有近3万条修正案等待
审查。

总理称，辩论过程过久，政府方面
很可能难以按原计划完成立法议程，因
此采取了不经议会表决的步骤，“议员们
没有让法国人看到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
责，而是在代价昂贵地演出闹剧。”总理
表示，动用“49-3条款只是一个步骤，而
不是结束”。

国民议会主席费朗(Richard Ferrand)
向政府“勇敢的决定”致敬。他认为，面对反
对党的“系统性阻挠”以及“工作草率的议
员”，动用49-3条款才能让政府部门“正
常运作”。

反对党、工会批评政府决策
如此一来，退休改革法案应该将在

国民议会通过，除非国会通过反对派的
弹劾案。但从2月底的情况来看，弹劾政
府几乎不可能。

右派大党共和党议员首先表态称，

称如此改革“不可接受”，并且法案“从未
经过议会投票”。

包括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不屈的
法兰西党在内的左派议员随后发表意
见，批评其“践踏议会程序”。左右派大党
共和党和社会党主席出面谴责：“这再次
证明总理能力不足……比起议会讨论，
政府更喜欢启动49-3条款的粗暴做法”。

法国总工会(CGT)主席马丁内兹谴
责“政府的态度让人无法忍受”，并宣布
本周即开始新一轮工会运动。

法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卢塞尔3月1

日宣布，工人们将在3日下午行动，在国
民议会门口举行新一轮活动。

各地民众连夜示威反对
在菲利普曾经担任市长的勒阿弗尔

(Le Havre)市，当地警方称，大约140个人
2月29日夜间从勒阿弗尔市政府出发，在
市区大街上打砸窗户、垃圾箱和汽车。

在巴黎，数百人集结在国民议会附
近和平示威，表达对政府决定强行通过
退休改革法案的不满。示威者直到29日
夜间10点之后才逐渐散去。

2019年12月开始，法国各界掀起反
对政府退休改革的大罢工。2020年1月
中旬，应“改良派” 工会要求，政府撤销
原定改革草案中的“基准退休年龄”，大
罢工逐渐停止。

（本文编译自中国新闻网）

▲ 图片来源：France 24

▲  图片来源：Al Jazeera

96岁的马哈蒂尔辞去马来西亚总理职务，72岁的毛希丁宣誓就任
新华社吉隆坡3月1日电（记者林昊 

郁玮）马来西亚前副总理毛希丁3月1日
在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直播画面显
示，毛希丁当日身着马来传统服装，在最
高元首阿卜杜拉的见证下完成宣誓。

毛希丁现年72岁，2009年至2015年
担任马来西亚副总理。2016年，他与前
总理马哈蒂尔一起创建土著团结党。土
著团结党与人民公正党等4个政党组成
的反对党阵营希望联盟在2018年5月大
选中胜出，毛希丁在马哈蒂尔政府中担

任内政部长。
2月28日，土著团结党宣布该党国

会议员决定提名党主席毛希丁为总理候
选人。随后，反对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巫统）和伊斯兰教党等宣布支持毛希丁。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2月29日表示，

阿卜杜拉认为有可能在国会下议院获得
过半数议员支持的候选人是毛希丁。根
据马来西亚宪法，总理由国家元首任命，
必须是一名“在最高元首看来应该会得
到国会下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议员”。

马哈蒂尔2月24日辞去马来西亚总

理职务，同一天土著团结党宣布退出执
政的希望联盟，导致希望联盟失去在下
议院的多数议席优势。26日，马哈蒂尔
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如果得到足够支持，
他愿重新担任总理。

马哈蒂尔2月29日晚发表声明，表
示自己获得了国会下议院过半数议员的
支持。他3月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表示，希望尽快召开国会会议，以让国会
议员们表决新总理是否掌握国会下议院
的过半数支持。

（本文编译自新华社）▲ 马哈蒂  图片来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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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人力
资源机构ECA International日前发布了其
最新的“外籍人士最宜居的欧洲城市“榜单，
荷兰的海牙、埃因霍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四个城市皆位于榜单前15位。荷兰与瑞士共
同成为有四座城市入围前20的国家。

ECA此次针对480个城市的居住环境进
行评估，包括医疗服务、住房及设施、社会
关系、休闲娱乐、政府补贴、人身安全、空气
质量这些要素。海牙在荷兰入选的城市中蝉
联第一，在总榜单中与瑞士的日内瓦并列第
三。爱因霍芬第五，阿姆斯特丹第七，鹿特丹

第十二。
ECA的分析师Neil Ashman提到：“北

欧城市，如斯堪的纳维亚，还有荷兰、瑞士，连
续几年得分较高。良好的交通网络、高质量的
医疗体系、长久稳定的政治环境，意味着外籍
雇员可以很好的适应到当地这座城市”。

而荷兰海牙除了作为最宜居城市之外，
它也作为荷兰最为受欢迎的活动城市，每个
月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活动。在这
里，我们为您节选了2020-2022年最不可错
过的活动名单，不管您何时来到海牙，这里
时刻都会有有趣的活动在等待着您。

2020-2022年
您的海牙旅行活动日历已上线

海牙将通过巨星篝火海滩活动庆
祝海滩季节的开始。从2020年4月17日
至18日，海牙海滩将会变成一个大型的
开放且免费的节日活动区。无论年轻人
还是老年人，在这里您都会找到一些文
化，音乐，烹饪和体育活动。

巨星篝火海滩

2020年4月17日至18日

作为Clingendael公园的骄傲-日本花
园由于其短暂的植物存活时间和易损坏
性，每年仅开放一小段时间。所有人免费
入场。

日本庭园

2020年4月 - 6月和10月 - 2022年

“至关重要的电影”是正义之城海牙一年
一度的人权与社会正义电影和辩论节。为期
九天的音乐节还设有脱口秀，辩论，音乐表演
和艺术博览会。

“至关重要”电影节

2020年3月20 - 28日

荷兰解放日祭

2020年4月 - 6月和10月 - 2022年

荷兰解放节每年5月5日在海牙的马里耶尔德
（Malieveld）举行，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这项免

费活动的亮点是一位名人的表演，他是和平大使，
将会乘坐直升机飞抵活动现场。节日的节目包括在
城市周围露天舞台上进行的表演以及其他许多活
动，例如辩论，街头戏剧，儿童活动和节日市场。您
会有很多机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自由。

圣帕特里克节
(St Patricks Day)

2020年3月15日

海牙将会在Grote Markt举办荷兰最大
的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与荷兰的爱尔兰
俱乐部和海牙盖尔体育协会合作，免费举办
传统的爱尔兰音乐和舞蹈节，届时将会有爱
尔兰市场，无数吉尼斯啤酒等等。如果您想加
入请确保穿好绿色的衣服！

thehague.com 海牙旅游荷兰海牙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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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一世于1404年生于布鲁塞
尔。他是布拉邦特公爵安东一世和圣波
勒伯爵的女儿约翰娜的二子。1415年，
安东一世在阿辛库尔战场上被杀害。长
子约翰四世被任命为布拉班特公爵，而
菲利普被任命为圣波勒、利尼伯爵。勃
艮第公爵约翰一世要求获得他的两个
侄子约翰和菲利普的监护权，但布拉班
特公国议会担心这样布拉班特会失去
其独立性，因此不同意。经过谈判决定
让约翰一世成为菲利普的监护人，且由
布拉班特议会直接任命监护约翰四世
的监护委员会。随后约翰一世带菲利浦
去了巴黎并任命他为巴黎司令。

1420年，布拉班特约翰四世在他
夫人雅各巴和布拉班特公国议会强烈

抗议的情况下，任命约翰六世为荷兰、
泽兰伯国的摄政者。布拉班特公国议会
决定临时任命约菲利普一世为布拉班
特公国摄政者。虽然约翰四世承认了自

己的错误，而议会重新接受他为布拉班
特公爵，但此后布拉班特公爵几乎失去
了全部的影响力。

1427年，约翰四世突然去世。菲利
普继任为布拉班特公爵。1430年，菲利
普准备与安茹公爵的女儿尤兰德结婚，
但他去接新娘的路上突然死亡。许多人

怀疑菲利普可能被毒死了，但是医生进
行了尸检后，发现他死于胃溃疡。

菲利普没有合法的后代，因此勃艮
第公爵菲利普三世根据之前签署的协
议被任命为布拉班特公爵。菲利普被埋
葬在特爾菲倫的施洗约翰教堂里。

布拉班特、林堡公爵菲利普一世

Igor老师在2018年给中荷商报
的读者带来全新系列《荷兰历史名
人传记》，与大家分享荷兰历史精彩
故事。

中文名刘爱国，毕业于莱顿大
学汉学院，主修汉语言文学，从事中
文教育事业多年，曾于2014年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荷期间，担任其
专职翻译。

同年，创办荷中语言培训中心，
兼任校长和讲师。Igor开创的新派
教学方式，从听说读写方面提高中
国学生的荷语能力。

Igor Nuijten

www.nctaal.nl

Columnist

广告 ADVERTISEMENT

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荷中语言培训中心网站: www.nctaal.nl

上课地点：
Spanjaardstraat 23
3025 TG Rotterdam

荷兰语课程
•	初级班（A0-A1）
•	中级班（A2-B1）
•	高级班（B1-B2）

中文授课
免费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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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范艾克《戴蓝帽子男人》（可能是菲利普一世）

▲ 布拉班特公国地图

▲  布拉邦特公爵菲利普一世

▲  布拉邦特公爵菲利普一世

▲ 菲利普一世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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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德西韦临床效果待评估

专家：天气转暖并不意味疫情转折

在湖北省 9 日晚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表示，目前疫情仍然处于

高发期，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临床效果也有待评估

证明。

中新社报道，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

关组专家陈焕春在发布会上表示，病毒的特性是喜

冷怕热，因此，从病毒性疾病发病的规律来看，从

头年的 10 月份至次年的 4 月份左右，这半年时间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处于病毒性疾病高发期。他认

为，湖北目前疫情仍然处于高发期。

陈焕春说，保护易感人群主要靠疫苗和药物，

在疫苗和药物没有研发出来之前，最关键的措施是

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同时，在没有疫苗和

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传染病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隔

离措施。他还透露，专项承担单位初步筛选的 3 种

潜在药物能够在细胞水平抑制病毒的复制，用于新

冠肺炎的治疗。近期又发现 5 种药物对病毒有抑制

作用。

目前，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瑞德西韦已经在武

汉进行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其进展和效果备受关注。

对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彭志勇表

示，目前很难说效果怎样，要等到试验后，专家一

起评估效果，还需要统计学专业人士证明是否有效

果。

元宵节后，中国多地 9 日起大幅回暖。

中新社报道，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在中国北方

经历降雪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开始明显回升。

未来两天，北京地区的最高温度突破 10℃，上海、

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地区最高温度将触及 15℃，

在广州、深圳等南方地区，超过 20℃的强势暖意

来袭。疫情交加的“孤单寒冬”中，人们太渴望春

天的到来。久违的太阳，让不少长期宅在家里隔离

的人们开始“心里长草”，蠢蠢欲动。

不过对此，多位专家认为，天气的转暖并不意

味着疫情转折。尽管病毒“怕”热，但超过 56℃

且持续 30 分钟以上的高温才会对新型冠状病毒起

作用。而气温与病毒的消长目前尚无定论。

专家提醒，大降温和“过山车”式的气温起伏，

加上外出，容易使人抵抗力下降，让病毒更易乘虚

而入。因此，与其“幻想”依靠天气，不如坚守自

己的责任田，少外出不扎堆，才有可能尽早迎来战

“疫”胜利。

目前是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是防范社区传播的

重要时期：一线抗疫者 24 小时与死神赛跑，而居

家的市民仍需坚守好“大后方”。不妨多点耐心，

待到疫情结束时，何愁繁花不自来？

9 日，湖北省召开第 19 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在发布会上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 SARS 冠状病毒相同的受体

进入细胞，与蝙蝠中发现的 SARS 相关病毒拥有

87.1% 的相似形，与 SARS 病毒有 79.5% 的相

似度。与一个云南的蝙蝠样本中发现的冠状病毒的

相似度高达 96%。

专家口误称新冠病毒属 SARS病毒

中新社报道，“分析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SARS 冠状病毒。 ” 陈焕春说。

陈焕春的这一说法令外界震惊。不过之后，在

媒体对此说法进行核实时。陈焕春表示当时为口误。

“真的不好意思，完全属于口误，掉了两个字。” 

陈焕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应为“新型冠状病毒

属于 SARS 相关冠状病毒”。

在陈焕春对媒体澄清自己是口误时，他说了 9

句对不起，表示希望媒体帮忙订正，并最后道谢。

陈焕春表示，相关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冠状病毒存在相关性，但并不相同，新型冠

状病毒不是 SARS 冠状病毒。

9 日稍晚，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

南山院士、中国疾控相关专家也相继对媒体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毒，不是 SARS 病毒。

新冠病毒和 SARS啥关系？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了解到，虽然新冠病毒并

不是 SARS 病毒，但与 SARS 冠状病毒有相关性。

那么，新冠病毒和 SARS 病毒到底什么关系？

1 月 23 日，在 bioRxiv 预印版平台上，中国

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表了一篇论

文。

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早期，团队从 5 名患

者中获得了全长基因组序列，它们之间几乎完全相

同，共有 79.5% 的序列识别到 SARS-CoV。

团队对 7 个保守的非结构蛋白的两两序列分析

表明，该病毒属于 SARSr-CoV。

2 月 3 日，上海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在《自然》

“Nature“杂志在线发表论文，鉴定了一种新型

的 RNA 冠状病毒（也就是新冠病毒 )。对完整病

毒基因组（2.9903 万个核苷酸）的系统进化分析表

明，该病毒与一组 SARS 样冠状病毒最相似（89.1%

核苷酸相似性）。

这几组研究说明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新

冠 病 毒 与 SARS 病 毒 相 近， 但 与 SARS 病 毒

79.5% 的同源性也不能证明是同一种病毒。

“同科同属不同种”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呼吸科专家解释道，SARS

是急性严重呼吸综合征的英文缩写，致病原是一种

冠状病毒，但这个 SARS 冠状病毒和 2019 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在分子遗传学背景上有很大相似性，

但不能说是同一种病毒。“可以理解为东北虎和华

南虎的关系。但不能说东北虎就是华南虎。” 这位

呼吸科专家说道。

钟南山则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的一

种，它跟 SARS 冠状病毒是平行的，二者是同一

类（病毒），但不是同一种。

SARS 冠状病毒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专门指急

性呼吸综合征的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是另外一种病

毒，都属于冠状病毒。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则称，SARS 病毒是属于冠状病毒科，β 病

毒属，与新冠病毒同科同属但不同种，共同点都使

用同样的受体，即新冠病毒进入细胞的“抓手”是

与 SARS 病毒一样的，这是两者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在其他地方又离得太远了，是不同的种。

“同科同属不同种，这属于病毒分类。不同种

的一个病毒，在好多方面都不一样。”高福说。

钟南山：新冠病毒非 SARS 病毒 
二者同类不同种 陈焕春修正口误 致歉连说 9 个“对不起” 

	

李克强：对病毒传播途径要及时发出权威声音

中国总理李克强 9 日赴中国医学

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考察疫情

防控科研攻关，慰问一线科研人员。

综合新华社、中国政府网报道，

李克强说，要继续做好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进一步加强对确诊

患者的集中收治和对疑似患者、发热

病例、密切接触者的集中隔离和观察，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

率和病死率。

在电镜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

介绍了用于研究新冠肺炎药物和疫苗

的动物模型、病毒传播途径研究等情

况。

李克强说，科学防控很重要的是

加快研究清楚病毒传播途径，这样就

能更有效地开展群防群控，把宝贵的

防控资源用到该用的地方，发挥更大

效用。他叮嘱科研人员，对民众关切

的病毒传播途径等要及时发出权威声

音，以利科学防控。

在病原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李克强详细了解抗病毒药物筛选等情

况。科研人员称，目前有效药筛选已

取得积极进展：从全球 2000 多种药

物中筛选出 30 多种，进而通过细胞试

验从中又筛选出效果比较明显的几种

药物，其中一种药物通过体外细胞试

验表明，可抑制病毒复制，另外两种

已启动临床试验，其他正在加快研究

中。

李克强说，有效药物是打赢这场

阻击战的重要制胜武器，是提高患者

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抗疫一

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此十分期盼。

他表示，药物研制要尊重科学、遵循

规律，把安全性和有效性作为根本标

准。早一天发现有效药，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这个病毒就不可怕了，

就能给全社会一个“定心丸”。

▲ 李克强在实验室详细了解抗病毒

药物筛选等情况。� 新华社

▼李克强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 中新社

“早一天发现有效药，就能给全社会一个‘定心丸’”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各国专家也接连对病毒展开研
究分析。9日，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在新闻发
布会上对新冠病毒公布最新分析结果，指“新型冠状病
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该说法引发业界争议。稍后，
陈焕春表示该说法属于口误，并向公众致歉。中国国家
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
是一个新的病毒，不是 SARS病毒。

本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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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多达30+个博物馆、文
化机构以及画廊，从3月7日(星期六) 
晚8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让你嗨
到半夜！比如，原住民美术馆；税务海
关博物馆；海军陆战队博物馆；棋子博
物馆。

主办方还将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
工具，有巴士，也有有轨电车。据说，买
一张票就能玩上5个小时！

鹿特丹博物馆夜 Museum Nacht 010

2020年3月7日 8pm - 2020年3月8日1AM, 鹿特丹 (Rotterdam)

荷兰娱乐┃HAPPY IN HOLLAND

梅尔维格博览会（Melkweg 
Expo）为当代女权主义艺术家提供
了这个机会。新一代年轻人使用形
象和语言来解决女权主义问题，对
于她们/他们而言，女性的地位是她
们工作的重要主题。 他们为“坏，胆
大和勇敢”的女权主义者创造了一
个独特的宇宙。女权主义者们以语
言和图像为武器，从而发动革命，并
通过装置，影像和视觉作品来给予
受众挑战。

梅尔克韦格（Melkweg）到2020 
年 已 有 五 十 年 历 史，“ 坏 女 权 主 
义 ” 展 览 可 以 追 溯 到 梅 尔 克 维 格

（Melkweg）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它

曾是女性权利的倡导者和1970年
代女性节的组织者。

此外，在3月4日（星期三）和3
月7日（星期六），该展在晚上8点闭
展，这与电臀舞研讨会和“坏女权
主义”讲话有关。 

女权主义展：Bad Feminist

周二—周日 11:00 am - 23:00 pm,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时候我们会
听到儿童教育者说，我们要让孩子们
有更多机会玩，在玩当中成长。

这次海牙博物馆之夜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让儿童科学地玩耍，既注
重体验，也提供儿童教育。在沉浸式的
玩耍体验中培养良好思维习惯。这些
展览和活动以儿童为设计对象，具有
非常强的互动性，启发孩子在玩耍当
中学到知识。

包括在埃舍尔博物馆，可以参加
workshop学习；在内城教堂，有各种“
寻宝活动”和密室逃脱等；Hofwijck花
园，让孩子进行太阳系探险，加入寻宝
队伍。

海牙儿童博物馆夜 Museum Nacht Kids Den Haag

2020年3月14日，5pm-10pm, 海牙 (Den Haag)

活动内容：马斯特里赫特已经举
办过四个博物馆之夜，但是听说每一
届口碑爆棚哦。包括，印刷艺术博物
馆，听着爵士，参加workshop；天堂书
店、卢米埃电影院、扬·范·艾克学院，
都充满了艺术气息；据说，天堂书店里
还有互动装置及即兴表演在等着你。
和马城近的朋友们，可不要错过了。

马斯特里赫特博物馆夜 Museum Nacht Maastricht

2020年4月17日 7pm - 4月18日 5am, Maastricht

2020年，一年一度的
博物馆之夜即将来袭！

举办城市：鹿特丹， 海牙， 马斯特里赫特

图片来源：Museum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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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脸面具就能盗刷你的钱？

方便是挺方便，但这种人脸支付
也存在着被盗刷的风险。这不，今天
一个关于“3D面具骗过人脸识别系
统”的话题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榜。

说是美国有家叫做kneron的人
工智能企业制作了一些3d人脸面具，
并让员工们戴着它去测试各种支付
工具。其中就包括我们常用的支付宝
和微信。结果发现，在他们测试的手
机里只有具备Face ID的 iphoneX没
被骗倒，其他手机上的支付宝和微信
都能通过核实且进行付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面具还骗过了
火车站里的人脸识别系统，测试人员
成功用它进站买了车票，著名科技媒
体The Verge也证实了该实验的真实
性，因为kneron公司给他们看了这
段测试视频。

但许多家境富裕的网友可坐不住
了，纷纷表示担忧或者不用刷脸支付。

就这样，事情越炒越火，最后连微
信都出来回应了，称用户如果因为刷
脸支付导致资金丢失可以申请全额赔
付。这也算是给我们打了针定心剂吧！

其实说起来，3D人脸面具现在
已经不少见了。比如隔壁岛国就有一
家专门这种面具的公司——REAL-f，
以前也跟你们介绍过。

这家公司能从照片中提取面部
数据，并将其生成3D模型。然后再利
用树脂和塑料，通过3D打印技术制
成一张张活灵活现的“人脸”。

这种面具可以逼真到什么程度
呢？即使你的脸像月球表面一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它也能精确地还原出每一个坑。不信
你瞧，这色泽！这皱纹！这毛孔！

这样的人脸面具骗过一般手机
其实没什么好震惊的。因为现在很多
手机用的还是2D人脸识别，安全精
度比较低，严谨点的可能还会再加个
活体检测，不然用照片都能骗过去！

而像苹果、华为某些具有3D人
脸识别的手机就安全多了，它们除了
能用传统的光学镜头捕捉人脸外，还
能用“点阵传感器”或者“tof镜头”采
集3D数据，因此不容易被照片和面
具破解。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我们真的得
买这些手机才能愉快地用刷脸支付
吗？不用担心，因为现在要制作一个
陌生人的3D面具还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你得通过扫描来采集对方头部
的三维数据，这个过程就很难不被人
发现。

其次，你还得投入高昂的成本去

购买高精度的扫描设备和打印设备，
据业内人士估算，现在一个3D人脸面
具的成本约为5万元！造假难度极高！

（本文编译自瘾工厂 ）

如果要说这些年来什么事情最让我扎心，那一定是手机上支付方式的升级。 赚钱速度没有提升，
付钱速度倒是越来越快，现在甚至只要脸对着手机钱就没了。

现代人对自己的外在美越来越重视，尤其是
女性，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都不会出门口，所以
很多女性就算出门买个快餐也要化妆，仪式感也
是满满的。别以为化妆已经很繁琐，到了晚上卸
妆也是很麻烦的，相信天天化妆上班的女士就深
有体会。

著名化妆品牌花王最近就推出了一款另类的
人工皮肤FineFiber，喷一喷就能够拥有化了装的
效果，重点是卸妆时撕下来就搞定。 

这个人工皮肤让电影画皮里面的情节变成
现实，FineFiber使用了一种聚合物溶液技术，通
过专用的喷涂设备喷射到皮肤上，只要等上20
秒，喷出来的纤维就会形成一层超薄保护膜，如
同在皮肤上再画上一层皮肤。

这层保护膜轻薄细腻，与真实皮肤的性质相
当接近，但厚度仅有0.5微米，可以像化妆一样完
美地遮挡各种痘印、毛孔和雀斑等，让皮肤呈现
完美嫩滑的最佳状态。

比涂抹化妆品的效果要好，同时又防水透气，
不会令皮肤受“委屈”。

用FineFiber打底后再化浓妆还能起到保护
作用，让皮肤与化妆品的各种物质隔离。到卸妆
时也非常简单，把膜直接撕下来即可，省时省力，
也让皮肤不再受卸妆过程中的各种折腾。

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多小仙女都按奈不住
了？但这种技术要等到明年才会用到化妆品方
面，姊妹们还需等等。

未来还可能推广到医疗领域的应用。对于烧
伤皮肤的人来说绝对是福音，喷一喷就能换一张
皮，非常值得期待。

花王造了一块人工皮肤，简直是现实版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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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沿着路
线拾级而上，时长1个小时的直播开启，
由布达拉宫管理处的两位讲解员接力
直播。

“羌仓（意为酒窖）”、珍宝馆、无字
碑、下马石、强康殿、圣观音殿……讲解
员向网友讲解了布达拉宫常规旅游路
线的景点，同时也介绍了白玛草、阿嘎
土等常被游客忽略掉的藏式建筑特色。
直播中，恰遇工作人员在整理藏文古籍
文献，直播画面也带网友近距离感受了
具有千年历史的藏文化底蕴。

此外，直播专门带网友参观了不
对外开放的布达拉宫红宫顶层。讲解员

介绍了红宫金顶群的工艺、风格，还向
网友展现了站在红宫顶层俯瞰拉萨城
区的独特视角。

每年布达拉宫客流量在150万人
次左右。淘宝直播数据显示，此次布达
拉宫直播总计观看量达到92万人次，
其直播1小时在线客流超过全年一半以
上的线下游客量。

布达拉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布达
拉宫管理处处长觉旦表示，为响应中国
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向民众提供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
务的倡议，布达拉宫与江苏、甘肃、海南
等地博物馆同日开启直播。

觉旦告诉记者：“此次在淘宝直播

间开播，利用数字化的新方式，让布达
拉宫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淘宝直播‘云
春游’让人们足不出户就感受布达拉宫
的魅力。同时，直播也营造了更有趣、更
有互动性的参观体验。”

他还提到，布达拉宫墙体厚、佛殿

数量繁多，所以专门安排了移动信号
车保障直播，并在佛殿内增加了信号
设备。

他表示，未来不久，布达拉宫还将
进行一场文物主题的直播。

（本文编译自中新网）

随着视频画面的切入，3月1日，
1300多岁的布达拉宫迎来其网络直播的首秀。

拉萨布达拉宫
      迎来网络直播首秀

2月28日，法国卫生部宣布，将取消
国土范围内所有封闭环境中超过5000
人的大型活动。

3月1日，巴黎卢浮宫闭门谢客，其
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就疫情与医学专家
开会探讨，以决定是否持续闭馆。据悉，
决定此项决议时，卢浮宫馆内的300多
名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投票，结果仅有2
人同意开馆。此外，在关闭期间，卢浮宫
馆内为柜台加装了隔离罩，并增加了洗
手液的供给。

除卢浮宫外，该禁令也将影响法国
数百家剧院和数千场文化活动。

不过，位于疫情重灾区的Creil市市
长让·克劳德·维尔曼（Lean Monde）却
认为，马克龙政府的防疫措施仍不够，应

该加强防疫力度。他指出，虽然Creil市
已经关闭了学校、禁止聚众，但是托儿
所并没有被关闭，同时交通也在继续流
通。他认为这样的措施是不完整且有风
险的。

在 普 通 民 众 防 疫 方 面，法 国 卫 生
部一再强调，口罩并不是防疫的最佳措
施。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近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
指出：“减少感染风险的最佳方法是勤洗
手，避免行贴面礼或握手。”

据巴黎沙普提厄医院急诊部医生
昆廷·德拉诺伊（Quentin Delannoy）透
露，过去几天内可疑的病例太多，不可能
逐一检测，医院人满为患，没有空余床位。

德拉诺伊表示，法国目前的“疑似病
例”骤增，一些人未经检测就只能回家。

针对疑似病例，法国医生会先了解近期
是否曾去过疫情高发地区，如果有则被
安排接受更详细诊断，评估其严重程度
是否需要住院，但若医生认为没有必要，
则建议居家隔离观察。

疫情已对法国的航空业、旅游业和
酒店业等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据航班监
测平台FlightRadar的数据显示，法国往
返中国的航班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
大幅下降。巴黎戴高乐机场2020年1月
22日至2月12日只有278架来自中国的
飞机降落，同比下降29.1%。在旅游业方
面，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表示，第一季度法国旅游业营收或将同
比下降至少20%。

为给企业和员工纾困，2月28日，
法国劳工部长穆里尔·佩尼科（Muriel 

Pénicaud）、勒梅尔和维兰协同雇主和
工会组织举行会议，宣布在疫情发展中
将采取的新措施。

据介绍，在员工必须隔离而无法上
班的情况下，从缺勤第一天即与保险机
构对接，全额发放工资。对于因疫情导
致短期失业的员工给予补偿，对于因疫
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的企业给予扶持。

（本文编译自中国日报网）

卢浮宫闭门谢客

▲  图片来源：Teller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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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身免疫力 
才能“百毒不侵”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
球爆发蔓延；加之3月气温逐渐回升，气候反复时暖时寒，雨水逐渐
增加，正是流感、水痘、风疹等呼吸道疾病和消化道疾病高发的季
节。因此，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才是“王道”。

增强免疫力是指通过一定手段来使自身免疫力加强。免疫力
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 

（病毒、细菌等）、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
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那么增强自身免疫力呢?
首先，多喝水多锻炼。虽然这是老

生常谈，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做法正
确的毕竟还是少数。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多喝水，喝对
了水呢？喝水指的是要多喝白开水，研
究证明，白开水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有着
十分理想的生理活性作用。水很容易透
过细胞膜而被身体吸收，使人体器官中
的乳酸脱氢酶活力增强，从而有效地提
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特别是
晨起的一杯水，尤为重要。晨起喝一杯
温开水，可以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促
进代谢，还有助于刺激胃肠的蠕动，防
止便秘。

我们常说一天当中正常人需要补
充八杯水，差不多是1500~2000毫升。
喝水不足会严重影响身体的健康。另
外，午餐前适当喝点水有助于激活消化
系统活力，午餐半小时后（午睡后），可
以少量喝些水，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让
自己更清醒一些。

其次，多运动。“青青园中葵，朝露
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三
月的春天，万物欣荣，是入体生理机能、
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三月的养生要
根据自然物候现象及自身体质差异进
行合理的精神、起居、饮食的调养。春天
万物复苏，应该晚睡早起，散步缓行，这
样可以使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比起我
们常说的器械运动或是瑜伽等有氧运
动，一些普通的小习惯小锻炼，或许更
有效。

早起伸懒 腰 。经 过 一 夜 睡 眠 后，
人体松软懈怠，气血周流缓慢，方醒之
时，总觉懒散而无力。若四肢舒展，伸
腰展腹，全身肌肉用力，并配以深吸深
呼，则有吐故纳新、行气活血、通畅经
络关节、振奋精神的作用，可以解乏、
醒神、增气力活肢节。所以提倡春季早
起多伸伸懒腰。

慢跑对于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
脂、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增强机体免
疫力、延缓衰老等都有良好的作用。慢
跑还有助于调节大脑活动，促进胃肠
蠕动，增强消化功能，消除便秘。春天
慢跑，还能看到满眼绿色，对视力的恢
复也很有好处。

跳绳，跳绳属于一种非常简单而
且什么时候都比较适合的有氧运动，在
跳绳的过程中能够帮助身体大量的消
耗脂肪，而且有利于提高心肺的活力，
对于身体的灵敏度和协调能力也是一
个很大的考验。

第三，食疗。《千金方》载，春季饮

食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春季要注
意多食甜，少食酸以养脾。多食甜，如大
枣、锅巴、山药、韭菜、菠菜、荠菜、鸡肉、
鸡肝等。少食酸，如西红柿、柠檬、橘子
等。可适当进食一些性味甘平食物，如
山药、薏米仁、莲子、大枣、荸荠、银耳、
扁豆、芡实等;疏肝理气之品，如用陈
皮、菊花、玫瑰花、甘草泡水代茶饮。

1. 党参山药陈皮粥
原料：党参10克，山药20克，大米 

（或小米）100克，陈皮5克。
做法：党参、山药洗净切小丁，大

米洗净，加入适量水同煮，煮开后10分
钟，加入洗净切碎的陈皮，再煮15分钟
左右即可。

功效：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强
身健体，可用于脾气虚、痰湿重，食欲不
振，免疫力低者。

 
2. 红枣莲子鸡腿汤
原料：红枣10颗，鸡腿2个，薏米20

克，莲子15克。姜片、盐各适量。
做法：
1、鸡腿洗净，剁块;薏米淘净，冷水

泡4小时;莲子洗净，去心;红枣洗净
2、砂锅加水适量煲沸，放入薏米、

莲子、红枣、鸡腿块、姜片，大火煲沸，
改用小火煲至鸡肉熟软，加入盐调味
即可。

功效：开胃健脾，滋补元气，润泽
皮肤，促进血液循环和保养心脏，对
体质虚冷的女性，更能起到益气活血
的效果。

 
3. 海带排骨汤
原料：海带、排骨、葱段、姜片、黄酒。

做法：将海带蒸半小时，取出再用
清水浸泡4小时，切成长方块。净锅内加
入清水，放入排骨、葱段、姜片、黄酒，用
中火焖烧约20分钟，放入海带，再用旺
火烧沸10分钟调味即可。

功能：猪肉富含维生素A，具有滋
阴润燥、丰肌泽肤、补中益气的作用。

第四，足浴。春天是一些疾病的高
发时节，想要预防疾病，就一定要增强
自身的免疫力，泡脚就是一种极好的
养生保健方法，有益于提高人体的免疫
力。那么什么时候泡脚为宜？晚上九点
左右是泡脚的好时候，晚上泡脚可以有
效的舒缓身心，还能活血、有益于肝肾
的健康。

 
1、紫苏叶足浴方
紫苏叶60克，将苏叶连煮3次，去

渣取汁，混匀足浴。每日1次，15-30分
钟。

2、艾叶足浴方
艾叶60克。将药物加入适量清水

中煮沸，煮沸20分钟后，去渣取汁，混
匀足浴。每日1次，15-30分钟。

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不注
意保证充足的睡眠，身体的抵抗能力大
大下降，身体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
出现多种异常的表现症状。另外，如果
长期失眠，那么可以适当调整好作息习
惯，比如在睡觉前喝一杯牛奶，或者是
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到操场跑步，都能够
促进深度的睡眠。

第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如果
经常保持快乐热情的生活态度，往往抵
抗力也会更高，患病的几率会比时常悲
观的人小很多。另外，保持乐观向上的

情绪，有助于提高内分泌的调节，促进
内环境的稳态，也让身体更加健康，免
疫力得到大大的提升。

文章及图片来源：39健康网，三顶
养生网，百度百。

七步洗手法：
第一步（内）：
洗手掌 流水湿润
双手，涂抹洗手液

（或肥皂），掌心相
对，手指并拢相互
揉搓；

第二步（外）：
洗背侧指缝 手心
对手背沿指缝相

互揉搓，双手交
换进行；

第三步（夹）：
洗掌侧指缝 掌心
相对，双手交叉沿
指缝相互揉搓；

第四步（弓）：
洗指背 弯曲各

手指关节，半握
拳把指背放在另

一手掌心旋转
揉搓，双手交换

进行；

第五步（大）：
洗拇指 一手握另
一手大拇指旋转揉
搓，双手交换进行；

第六步（立）：
洗指尖 弯曲各手

指关节，把指尖
合拢在另一手掌

心旋转揉搓，双
手交换进行；

第七步（腕）：
洗手腕、手臂 揉搓
手腕、手臂，双手交
换进行。

▲ 图片来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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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抗疫 “共享员工”渡难关
餐饮门店与生鲜电商“冰火两重天”  员工流动缓解双方压力

传统的实体店铺恐怕没想到，有一天会和“老对手”互联网电商握手言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多家餐饮企业面临收入骤减、员工待岗、成本激增的压力，而阿里旗下电商盒马鲜生秀了一波让人耳目一

新的“神操作”：共享员工。此前自曝“扛不过 3 个月”的知名餐厅西贝，有超千名员工赴盒马上班。

“共享员工”一词引发全网关注，源于 2月 3

日盒马通过官方微博宣布知名餐饮企业云海肴、青

年餐厅的员工将转投盒马，当起了配送小哥。双方

合作解决了餐饮业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也缓解餐

饮企业的成本压力以及电商配送人员短缺的压力。

线下：门店冷清，多家餐馆零收入

中新社 9日报道，广州天河岗顶的盒马鲜生店

来了两位“新员工”，其中的刘灿泉是连锁餐厅探

鱼在春节期间的留守员工，没想到疫情一来，门店

早早关门，员工没事情做，工资也受到影响。即使

每天宅在宿舍，吃喝等日常消费一样都不能少，收

入就成了问题。“我们经理说可以来这边上班，我

就报名过来了”。

“我们企业有 500多员工，从年初一（1 月 25

日）到现在一直停业。”湛江大型餐饮企业御唐府

负责人海君说，即便复工，生意也未必能立即恢复，

员工可能需采取轮岗制，这样会产生不少富余人力。

公司不想裁员，但没有营收，陷入两难境地。

餐饮是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行业之一，据广东

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近日的调查，在广州、深圳、

佛山等广东多地，春节期间 96%的持续营业餐饮

企业同比营收下降五成以上，其中三成企业收入几

乎为零。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企业面临租金、人工、

能耗、税收等多重成本压力。

线上：订单翻倍，配送人员缺口大

与线下的冷清景象相反，不出门让“宅经济”

更为红火，网购及物流行业迎来用人高峰。京东近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各项“宅消费”需

求整体大幅超过去年，其中生鲜类的成交额最高达

到去年同期的 400%，宠物生活的成交额最高达

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设立的 3000

亿元（人民币，下同）专项再贷款，成为不少疫情

防控重点企业的救急、救命钱。首批专项再贷款于

10 日发放，9家全国性银行和 10 个重点省市的地

方法人银行将获得资金。

综合中新社、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于 1

月 31 日下发通知，安排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

支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

款。央行副行长刘国强 2月 9日明确，3000 亿专

项再贷款资金要快速精准落实到位，金融机构拿到

企业名单之后，原则上 1天，最长 2天，要将贷款

发放到位。刘国强表示，9家全国性银行和 10 个

重点省市地方法人银行已向央行申请首批专项再贷

款，首批专项再贷款于 10日发放。

9家全国性银行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

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

10个重点省市为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

安徽、重庆、江西、北京、上海，每个省人民银行

省级分支机构选择辖内不超过 3家地方法人银行。

刘国强称，由于贷款既享受再贷款支持的优惠

利率，又有财政贴息，存在很大套利机会，因此各

方面要把好关，管好用好专项再贷款这一救急、救

命的钱。国务院已明确审计署后续将对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金融机构要做好贷后管理，配合审

计部门做好专项再贷款的专项跟踪审计，防止资金

“跑冒滴漏”。

10 日起，申通快递、韵达速递全面恢复网络

运营。中国邮政局 7日召开电话会议指出，计划在

2月中旬，快递业生产要恢复到正常产能的 4成以

上。

上海界面新闻 9日报道，坚持“春节不打烊”

的直营物流企业如顺丰、邮政EMS、京东物流、

丹鸟物流（菜鸟）、苏宁物流等，目前复工情况较好。

此外，圆通快递自1月28日起全网正式恢复运营，

但不包括疫情严重的地区；德邦快递从 2月 3日起

陆续开通互发快递服务；部分快递公司全面复工未

发布明确时间表。一方面，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在

调集运力，优先配送武汉及湖北地区的防疫设备；

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快递企业面临着

短期全面复工难的问题。

中国邮政局 2019 年发布的快递员生存现状调

查报告显示，76.31%的快递员来自农村。在疫情

防控与春节返乡潮的双重作用下，大批快递员工无

法及时返城，造成快递企业迟迟不能全面复工。

另外，由于各地的政策不同，快递公司各地网

点的复工时间也有差异。如上海市要求全市邮政快

递企业 3日正常恢复运营，江苏省要求原则上不早

于 9日 24 时前复工，杭州市则宣布 10 日起所有

快递企业全面复工。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预计，要

到 2月 11 日之后，“通达系”等主要快递公司才

能保证全国网络恢复相对完整运行的状态。

做好内部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快递企业面临的一

大挑战。除了进行相应的消毒、监控和管理，多家

快递公司还投入资金支持“抗疫”。如圆通速递宣

布设立总额为 3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抗击疫情

扶持基金，针对有困难的分公司给予免息借款扶持；

中通快递设立 1亿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基金，

着重保障一线员工健康安全。

上游电商方面，阿里巴巴（菜鸟）、拼多多等

公司均积极提供配送补贴，鼓励一线快递员。

国家政策方面，2月 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1月 1 日起，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

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

赵小敏表示，疫情将加速行业洗牌的过程，一

些在抗疫中表现比较杰出的物流企业会得到更高的

社会认同和更大的市场回报。

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4%。

当月，湖北CPI 同比上涨 5.5%，涨幅与全国大体

相当。

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分析说，从同比看，1月份中国CPI 涨幅比上

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扩大既有春节及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因素，也有今年与去年春节错月、

去年对比基数较低的因素。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0.6%，涨幅扩大 3.2

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4.10个百分点。食品中，

鲜果价格下降 5.0%，连续四个月下降；鸡蛋价格

上涨 2.8%，涨幅回落 4.5 个百分点；牛肉、羊肉、

鸡肉和鸭肉价格涨幅在 10.4%—20.2%之间，均

有不同程度回落；猪肉价格上涨 116.0%；鲜菜价

格上涨 17.1%。

1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6%，涨幅扩

大0.3 个百分点，影响CPI 上涨约 1.29 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据测算，在 1月份

5.4%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 4.0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4 个百分点。

北京 KTV“K歌之王”总经理致全体员工的

一封信 8日登上微博热搜。信中指出，公司持续闭

店，财务压力巨大，因此于 9日与全店 200 多名

员工解约。

成都《每日经济新闻》9日报道，根据网传的

截图显示，“K歌之王”北京旗舰店总经理在信中

指出，该店 2019 年业绩下滑，本来准备在 2020

年大展拳脚，没想到突发疫情，“持续闭店的状态

让公司现有的财务承受巨大压力”。

信中指出，律师建议公司优先进入破产程序，

这样只需承担注册资金 1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的债务，其中包含员工工资、社保和其他外部债务，

但因为这与实际应当支付的薪资差距很大，因此，

公司管理层决定，于 2020年 2月 9日与全体 200

多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如此一来，员工解约后能

拿到比公司直接破产更多的工资。另外，公司也缴

纳了员工 1月份的社保。

信中末尾指出，员工若在规定时间内对上述方

案不作答复，则视为默认同意。而若有 30%人不

通过该方案，公司将被迫进入清算程序。

网民评论称，北京市 10 日正式复工，“K歌

之王”宣布 9日与全体员工解约，“是真的撑不下

去了”。此前有网民爆料，“K歌之王”是一个高

端 KTV，根据大众点评网站的信息，该店人均消

费 2119 元，在北京娱乐会所热门榜中排名第一。

2016 年 3 月，有自媒体晒出“万达公子”王思聪

在“K歌之王”消费一晚的 6张单据，显示其共消

费 250 万元，此事还上了微博热搜。

记者 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2月 8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7 万人次，同比

下降 85.4%。2 月 9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00万人次，同比减少 82.2%。

中新社报道，国铁集团客运部副主管游雪松介

绍，2月 8日，北京、上海、广州地区较大客运车

站到发旅客数量保持低位运行，全部配置智能红外

测温设备，以无干扰式测温为主，辅以手持测温仪

和温度计测温。

北京地区的北京西站发送旅客 0.8 万人次，

同比下降 92.1%，到达旅客 4万人次，同比下降

74.9%；北京南站发送旅客 0.7 万人次，同比下降

93.1%，到达旅客 1.8 万人次，同比下降 81.5%；

北京站发送旅客 0.6 万人次，同比下降 80.7%，

到达旅客 2.7 万人次，同比下降 43.7%。

上海地区的上海站发送旅客 0.5 万人次，

同比下降 90.6%，到达旅客 3 万人次，同比下

降 60.4%；上海虹桥站发送旅客 1 万人次，同比

下降 92.7%；到达旅客 5.8 万人次，同比下降

63.3%。

广深地区的广州南站发送旅客 4.4 万人次，同

比下降 35.3%；到达旅客 7.9 万人次，同比下降

28.1%；广州站发送旅客 0.6 万人次，同比下降

84.9%，到达旅客 4万人次，同比下降 63.3%；

广州东站发送旅客 1.2 万人次，同比下降 81.4%，

到达旅客 1.1 万人次，同比下降 88.8%；深圳北站

发送旅客 1.5 万人次，同比下降 84.4%，到达旅

客 4.9 万人次，同比下降 64.4%；深圳站发送旅

客 0.2 万人次，同比下降 98.9%，到达旅客 1.1 万

人次，同比下降 96.2%。

游雪松表示，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各地复工返

校时间安排，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增减列车，精准

安排返程运力，科学安排席位分布，引导车内旅客

分散就坐。同时做好进出站旅客全面测体温和列车

运行途中旅客测体温抽检，尽最大努力减少返程运

输疫情传播风险。

千亿专项贷款怎么发？央行明确
9 家全国性银行和 10 省市地方银行获首批贷款 

曾因“王思聪一夜消费 250 万”话题引爆全网
快递业抗疫：短期全面复工难

1 月份中国 CPI 同比涨 5.4% 

直营企业复工情况较好   加盟网点压力大

北京“K 歌之王”与全体员工解约

中国铁路重点车站到发客流低位运行

2 月 8 日，山东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口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医疗用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

去年的 230%，游戏设备达 254%，健身训练达

243%。

盒马鲜生全（中）国经营管理总经理胡秋根介

绍，随着疫情爆发，盒马订单量增长非常快，春节

留守员工劳动强度非常大，放假的员工不能及时返

岗，因此产生联合餐饮企业解决用工问题的想法，

“餐饮员工安全，又受过专业培训，能够迅速用得

上”。

于是，2月 1 日，经过北京市商务局生活服务

处和烹饪协会牵线，盒马与云海肴迅速达成合作，

2日就有云海肴员工到盒马上班。

据悉，除了云海肴、青年餐厅、探鱼，蜀大侠、

望湘园等餐饮企业的员工也将陆续赴盒马上班。“共

享员工”经面试、培训、体检、确认劳务合同后，

分别入驻盒马各地门店，参与打包、分拣、上架、

餐饮等工作。相应的劳务报酬将由盒马支付。

超市也缺人  沃尔玛邀请歇业员工

据上海界面新闻报道，在盒马与餐饮企业“共

享员工”后，沃尔玛超市也于 5日宣布，欢迎其他

企业暂时歇业的员工来沃尔玛工作，尤其是具有专

业技能的员工。

沃尔玛在其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举例称，

疫情爆发后，猪肉销量暴增，在沃尔玛购物广场武

汉印象城店，每天的猪肉分割量从以前的 80 公斤

左右暴涨到 300公斤左右，让该店唯一一名肉类分

割技工的工作大增。

与此同时，永辉、北京超市发、安徽生鲜传奇、

山西金虎便利等零售企业也纷纷发出欢迎暂歇员工

的邀请。

共享需考虑“健康风险 + 回流时间”

外界期待“共享员工”这一新模式催生新机会，

不过，也有人对此有顾虑。《北京商报》采访的一

名餐饮企业负责人称，企业的顾虑在于员工安全、

员工福利以及疫情过去后的员工召回问题。比如多

数餐饮企业负责员工一日三餐及住宿，如果员工外

出工作，会提高被感染的风险。

另外，如果疫情得到控制，餐饮企业要开工，

若员工不能及时归位，也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影响。

赶制口罩 加大供应

中国财经┃CHINESE FINANCE30 2020年3月5日



Editorial Office: Gedempte Burgwal 45, 2512 BS Den Haag
T: 070 888 88 58  |   E: info@chinatimes.nl
Advertising: T: 070 888 88 58  |   E: sales@chinatimes.nl
Design: T: 070 888 88 58  |   E: dtp@chinatimes.nl
Printer: Rodi Media. All rights reserved,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is a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laws

324期 China Times Special
Next edition 16-04-2020
Deadline 09-04-2020

S P E C I A L  3 2 2
2 0 2 0年 1月 1 6日

中荷商报-首选机上报纸，您身边的新闻
您可以在东方行，华南行以及各个中餐厅免费取阅中荷商报，在以下各大航班上也可以阅读到
中荷商报。

发行地：荷比卢德等地区，荷航/法航电子版/南航/东航/厦航随机读物Distribution:
NL/BE/DE/LUX . In-flight at KLM/CZ/MF/MU. 发行人: Atom Zhou, 顾问: Harry Cai, 
总编辑: Vincent Zhu

COLOFON

请发邮件，
扫描Email to:
info@chinatimes.nl 

Mini-Advertentie 
(Te koop/Te huur/
Gevraagd/Overige)

China Times
Gedempte Burgwal 45, 
2512 BS Den Haag 
T: 070 888 88 58
E: info@chinatimes.nl

ABN AMRO BANK   
NL39ABNA0626972841

□ 4月16日
□ 5月14日
□ 6月18日
□ 7月16日
□ 9月17日

1格/Vakje

2格/
Vakjes

4格/
Vakjes

1期/
Plaatsing

2期/
Plaatsingen

3期/
Plaatsingen

□ € 25

□ € 45 

□ € 80

□ € 45 

□ € 80

□ € 150

□ € 65

□ €115

□ € 225

招 聘
海牙市中心公司招聘全职/兼职员工

-性别：男女不限
-年龄 ：40周岁以下

-语言能力 ：必须中文/英文流利，
能流利使用荷兰语者优先

-必须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
-有团队精神，能和同事相互沟通合作

-有荷兰驾照和私家车者优先。
燃油费、停车费均可报销

-无需相关工作经验 
-薪资待遇及工作时间：面议

有兴趣者可联系: 06 888 895 77 
(电话/微信/whatsapp均可)

男 記 裝 飾
工 程 公 司

KVK號碼:27308371

承接
餐館酒樓，薯店飯店。
住宅字樓，天花間隔。
油漆墻紙，膠質門窗。
煤氣水電，花園鋪磚。
豐富經驗，一手包辦。
價錢公道，包您滿意。

06 488 148 17
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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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荷蘭的中國房地產經紀人

可接受微信或支付寶轉賬付款
可申請各大銀行和機構貸款
多年交易經驗
協助客戶降低交易價格
貸款成功率非常高
可辦理原房貸高利率轉低利率手續
根據不同客戶情況定制購房計劃，
並給予購房建議（私人定制）
多語言貼心服務：荷蘭語，
英語，粵語，國語，溫州話
協助您規避交易風險，大幅降低交易損失
協助客戶申請第二套住房貸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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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普通話 / 粵語 / 溫州話
請撥打或微信

070 888 88 31 / 06 88 889 577
我們提供免費專業咨詢，請提前預約

英語 / 荷蘭語
06 18 788 7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10:00 - 18:00
地址：Gedempte Burgwal 45
           2512 BS Den Haag
郵箱：info@88makelaars.nl
網站：www.88makelaars.nl

房產
中介

可接受微信或支付寶轉賬付款
可申請各大銀行和機構貸款

可辦理原房貸高利率轉低利率手續

070 888 88 31 / 06 88 889 577

020-620 27 78

中粵英荷多語言服務最放心!
全程一條龍服務最專業的勞務公司!!!

現在的法律規定在雇主完成勞工局的任務的前提下，可以申請到
兩年的勞工照。非歐盟勞工需要5年才可以申請自由卡。注意: ˙ 自由勞工延期

˙ 家庭團聚
˙ 家屬來荷蘭短期探親簽證
˙ 高技術移民
˙ 學生畢業後轉工作居留
˙ 投資移民
˙ 勞工在荷5年申請永久居留
˙ 免費諮詢電話:  020-620 27 78

傳真:  020-638 73 28
地址:  Slotermeerlaan 69-C10,1064 HA Amsterdam

郵箱:  info@asianchefs.nl
网址:  www.asianchef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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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招聘
招聘微信平台管理员和

网络推广员1-2名，
要求有一定的网络社

群运行经验或了解SEO
技术者为佳。

info@chinatimes.nl

Kimono Almere
Belfort 16-18, 
1315 VB, Almere
T: 036 530 32 44
kimono-almere.nl

中荷商報
新媒体编辑实习

地点:海牙
要求：中英文，会荷兰语为佳。

熟悉掌握微信，微博等媒体编辑。
良好的中英文编写能力。

可独立工作，有团队精神，认真负责。
请将简历及动机信发至邮箱:

info@chinatimes.nl

中荷商報為各行各業的在荷華人及其公司
企業提供多樣化的專業翻譯服務，並同時

荷蘭文翻譯中文
市政廳個人資料數據庫摘要 Uittreksel GBA
出生證摘要 Uittreksel Geboorteakte
結婚證摘要 Uittreksel Huwelijksakte
良好行為證書 Verklaring Omtrent Gedrag
文憑（最多 1 頁） Diploma (max. 1 pag)
工商會記錄摘要（最多 2 頁） Uittreksel Kvk (max. 2 pag)
駕照 Rijbewijs
護照 Paspoort

中文翻譯荷蘭文
結婚證 Trouwboekje
出生證 Geboorteakte
文憑 Diploma
學銜證 Bewijs Academische Titel
戶口本證明 （最多 4 頁） Hukou (max. 4 pag)
駕照 Rijbewijs

專業的翻譯及  認證  服務

提供個人證明文件的翻譯及雙認證服務，例如公證、護照
及學業證書等重要文件，法律文件翻譯（證明書、出世證明、
個人合同、公司約章、政府文件、公司註冊文件等）。

Email：info@ChinaTimes.nl  |   Tel: +31 (0) 708 888 858 
Add: Gedempte Burgwal 45，2512 BS Den Haag

出售
CUniq手機預付卡，包含1GB 上網流量包，
30天有效期。 4G信號覆蓋中國內地及香港

地區。銷售點Gedempte Burgwal 45,
Den Haag或88shop.nl。
歡迎咨詢070-8888858。

招聘
实习

房屋中介實習
負責協助88Makelaars，要求流利的

中文和英文。 工作地點海牙。
聯系方式 leon.Zhou@88makelaars.nl



售房手续费低至€650起! 不成功不收费!
88Makelaars是��一��地产中��司，��于����街Gedempte Burgwal街40�。我们的服务内�是�提供专业的�地产买卖相�服务,

为���户量��制，打�属于�的�业计划��论�是购�自�，还是购��资，或是想转����的银行�贷，�或是�让�的�产,

88Makelaars�地产中�都可�为�做�，�选址看��申请贷����成转让，助力成功�一��
我司可提供�荷兰范围内的购�/贷�服务�

购�/贷��地域�制，让��坐�中�可办理���的���

业务范围： 房产买卖、 房产贷款、 房产出租、 店铺转让 、 小额贷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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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请各�银行/贷���的贷�（��惠的��）
◼  �年的�易经验可帮�户规��易风险，�����成功获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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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全荷兰唯一一家拥有
房产中介牌照的华人房产经纪公司!
我们是全荷兰唯一一家拥有

房产中介牌照的华人房产经纪公司!

Karperdaal 19
现有一��Kijkduin的�华联�别墅��，��
于 一 � 绿 �，儿 � 友 � 的 � � 中，� � 休 闲 � 园
Ockenburgh和Madestein一样，该�也�����
路，��Kijkduin�滨�假胜地�10�钟路�。这�
���面积约167平�，拥有4间��，2�独�的卫
生间��带���和淋�的现代��，附带独�的
�车库和宽�的��园。购物中��在�行范围内，
周围绿树环绕，�行�可��附���。

Den Haag ��

Thijssestraat 169
现有一��于Laakhaven West��的宽���的
����。该������，设有各种儿��乐设
�，而且�行�可��各种中小�，����中等。
�此��，各种�动设�也应有尽有。该地�的��
也十�便�，骑车�可�����中�，�行�可�
���HollandSpoor�和超�。��的��面积约
为96m²，拥有宽�的�厅、带有��的独�淋�间
和3间��，在主��可��受��足的阳�。是�
自�的绝佳选择。

Boele van Hensbroekstraat 18
现有一��于Laakkwartier�维护��的
3层式联�别墅��，面积约100平�，3�
1厅，带前��园。土地�有��有。由于�
�于中�地�，����，��，�动场和�
共���点，也临���的Rijswijk和Park 
den Burgh。�地����，是����的
�选择。

Dr. J. Presserstraat  180
现有一��于Houtwijk�的联�别墅��，约
115平�，拥有4间��，一�现代�的��，�
洁时尚的����一���园，���几年翻
�过。该�是一�环���，儿�友�的��
�。���便，骑车可�Kijkduin, �行可�附�
的购物中�，自��，小�和中�。

Den Haag �� Den Haag �� Den Haag ��

年: 1974    |      面: 167m²      |      �: 4

€ 460.000 k.k. € 365.000 k.k. 

年: 1982     |      面: 115m²      |      �: 4 年: 1994     |       面: 96m²      |      �:3

€ 235.000 k.k.

Gedempte Burgwal

Raam
straat

Paviljoensgracht

Lutherse Burgwal

中荷商報
月滿城

Fishkings

东北小吃

华南行

普通话/粤语/温州话请拨打或微信: 
070 888 88 31 / 06 88 889 577
英语/荷兰语: 06 18 788 788

info@88makelaars.nl   88makelaars.nl

微信公众号 “荷兰房产中介(NL88makelaars)”

Gedempte Burgwal 40, 2512 BV Den Haag

€ 249.000 k.k.

年: 1935     |       面: 100m²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