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法国中国工商会简讯

（四季度）

2019 年 12 月

一、商会活动

1、10 月 4 日，由法中工商会和巴黎大区工商会、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举办的“2019 中法投资对话”在巴黎举办，

主题为“中法经济合作的新机遇：共享中国消费升级红利”。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巴黎大区工

商会主席柯林、法中工商会主席潘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

长杰恩等和 500多位中法经济、企业界及媒体人士参加活动。

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获得会议“中法企业社会责任奖”。

卢沙野大使致辞 （人民网记者 葛文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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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诺会长致辞 （人民网记者 葛文博摄）

会议现场（人民网记者 葛文博摄）

2、10 月 16 日，法中工商会组织 10 余家会员企业到卢

瓦尔大区南特市参观考察当地企业，同大区经济发展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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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了解当地经济和投资政策，参观空客装配车间，虚拟

现实科技园，农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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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月 31 日，由法中工商会、中欧生产力中心、中

国进出口银行巴黎分行联合举办的生产力合作专题论坛在

中国进出口银行巴黎分行举办。来自中欧生产力中心，中铝

材料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巴黎分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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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航天器零件模具公司，DS 律所，中兴发展法国公司，

巴黎第十三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等就开展生产力合

作进行交流研讨。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共同讨论了创

新中心建设的模式和可行性，会员企业中兴发展法国分公司

与中欧生产力中心达成了引入更多合作者共同建设国家级

创新中心的合作意向；二是法国国家科学院先进材料国家实

验室（LSPM）与中欧生产力中心初步达成了建立先进材料联

合研究中心的合作意向；三是中欧生产力中心与具有 40 年

模具设计优势的法国卢瓦尔研究公司探讨了合作可行性，初

步明确将为卢瓦尔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四是促成中铝与法方

对接，促成南昌一家企业与中兴发展，巴黎 13 大、普瓦捷

大学与瑞典一家设计公司及企业与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论坛

结束后，中欧生产力中心向法中工商会致感谢信；中铝材料

院表示，本次论坛专业性强、内容丰富、讨论深入、合作空

间巨大，超出了预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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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月 25 日，法中工商会和法中委在中国进出口银行

巴黎分行共同举办主题为“融资催化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

的中法企业紫色联谊会。中法企业代表 40 人参加会议。中

国进出口银行巴黎分行行长费朝晖先生、道达尔基金会主席

Yves-Louis DARRICARRERE 先生致辞。中国进出口银行巴黎

分行副行长卢向红女士、法国兴业银行全球银行业务副总裁

Thierry d’ARGENT 先生作主旨发言。会议由法中委秘书长

林碧溪女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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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26 日，法中工商会会组织召开中资企业座谈会，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同中航科技、中国电信、海南航空、

锦江卢浮集团等中资企业代表座谈交流，潘诺会长出席会

议，会议由蔡国枫秘书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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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月 16 日，法中工商会组织会员代表出席我驻法大

使馆举办的庆祝澳门回归 20 周年招待会。

7、12 月 16 日，法中工商会组织会员出席法中委法中创

新大会暨法中团队创新奖颁奖典礼，出席紫色晚宴和法中委

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

8.12 月 17 日，由法国社保局 URSSAF 指导，致同法国

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主办，法中工商会联合协办的社

保稽核法律培训与风险防范讲座在致同之家举办。法国社保

局 URSSAF 资深检察官 Alain DELOUVEE 先生作为主讲嘉宾，

全面介绍了法国社保稽查体系及重点，包括社保稽查的机构

设置和职能、社保稽查的形式以及如何在实际操作中管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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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稽核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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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月 18 日，法中工商会组织会员参加法国毕马威和

毕马威律所举办的驻法中企专场讲座，介绍法国整体税务、

法务和社保环境和制度。

二、对外交流

1、10 月 14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会见跨文化培训师杜

安娜女士，就组织中资企业开展跨文化交流培训进行交流。

2、10 月 15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 2019 中法品牌

文化峰会。

3、10 月 15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第三届中法跨境

电商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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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月 21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领侨处新址启用仪式。

5、10 月 21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巴黎大区工商会

举办的中国济南经济推介会。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法方合

作伙伴标志雪铁龙、法国液化气公司代表等作主题发言。

6、10 月 30 日，河北省商务厅代表团拜会法中工商会秘

书处。

7、10 月 30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会见法语国家商务论

坛主席、BRED银行董事长让提利先生。

8、11月 5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会见华人卫视台长、

法国培训机构专家，就开展面向中企的文化、语言培训等进

行交流。

9、11月 18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 2019年《财富》

全球论坛。来自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的代表共同探讨和交

流塑造国际商业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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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 19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会见法国留尼旺地

区华人总商会会长。

11、11月 22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法中企业沙龙

10周年庆典和“法国企业在华前景解读”大会。中国驻法大

使卢沙野，巴黎大区工商会会长 Didier KLING等出席会议并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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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月 29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展望与创新基

金会举办的人工智能论坛。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出席论坛。

13、12 月 2 日，法国 A2GT 咨询公司负责人拜会法中工

商会秘书处，就为中企活动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进行交流。

14、12 月 4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中华缘文化交流

高端论坛。

15、12 月 11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法华俱乐部午

餐会。

16、12 月 11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会见先生，就向巴

黎公安局反映简化中企员工居留手续等方面进行交流。

三、行业组活动

1、11月 29日，通信行业工作组在中国电信法国公司召

开年度第四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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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企业

1、10 月 4 日，国开行法国工作组负责人拜会法中工商

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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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月 8 日，会员企业 Channe 公司负责人拜会法中工

商会秘书处。

3、10 月 8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南航花城广州幸

福之旅展播暨换季产品推介会。

4、10 月 10 日，方圆十里公司负责人拜会法中工商会秘

书处。

5.10 月 1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事务负责人拜会

法中工商会秘书处。

6、10 月 14 日，中建投法国公司负责人拜会法中工商会

秘书处。

7、10 月 21 日，中国建设银行团组拜会法中工商会秘书

处。

8、10月 22 日，云南能投集团代表团拜会法中工商会秘

书处 。

9、11 月 6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走访会员企业欧亚情

旅行社。

10、11 月 8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组织会员企业到铜

陵铜冠 Griset公司、Hoayi工厂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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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月 15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 11 月 15 日，走访

伟东云集团法国德莫斯教育培训集团，了解集团业务版块、

欧洲业务、服务“一带一路”等情况，交流为中资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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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第三方合作、申请入会等事宜。

12、11 月 22 日，中关村管委会团组拜会法中工商会秘

书处。

13、12 月 2 日，华扬联众法国公司负责人拜会法中工商

会秘书处，并提交入会申请表。

14、12 月 2 日，四川商务厅法国代表处负责人拜会法中

工商会秘书处。

15、12月3日, 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东航客户答谢会。

16、12 月 3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中欧铁路中国（金

华-法国）座谈会。经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前期促进金华市同

法铁对接，目前金华市已经和法国国家铁路局达成了基本意

向，有意开通一条崭新的从金华到法国的中欧班列。本次座

谈会旨在为中法企业搭建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通过中欧铁

路的开通，增加中法两国贸易物流的互动, 有更多的企业在

两地互相合作、投资经营。

17、12 月 10 日，法中工商会秘书处出席南方航空、厦

门航空产品推介及客户答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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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员动态

1、10 月 8 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花城广州幸福之旅展

播暨换季产品推介会在巴黎举办。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经商处

高元元公参出席并致辞，巴黎旅游局局长梅内格（Corinne

MENEGAUX）代表巴黎市市长伊达尔戈向南航表示祝贺。法中

工商会会员企业代表，法方合作伙伴，法国华人社团、旅行

社，媒体等近百人参加活动。广州是南航总部所在地，广州

市旅游局与南航集团于 2017 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南航巴

黎营业部成为广州城市旅游境外推广中心。巴黎营业部将广

州旅游和南航自身产品销售相结合，促进中欧间的旅游和经

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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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5 日，华为公司在巴黎举办第四届欧洲生态大

会，聚焦智能时代下与欧洲产业的合作与共赢，共有超过 500

家合作伙伴和 4200 多位嘉宾与会交流。全球已有 228 家财

富 500 强企业，其中欧洲有近 50 家，选择华为成为数字化

转型的伙伴。大会期间，华为还与一批行业领先企业发布了

新的合作内容，深化合作领域、扩大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