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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工商会简讯

（二季度）

2020 年 6 月

一、商会活动

1、4 月 17 日，我会同西蒙律所合作举办“面对新冠疫

情：企业的应对措施与复工准备”网络会议，解读当地政府

对经济补助、缴税延免等举措，介绍制定复工计划、工作现

场保护、商业模式转变等复工准备工作。

2、4 月 18 日，中国商务部向我会致感谢信，对我会积

极号召会员企业筹集和捐赠紧缺医疗物资驰援国内抗击疫

情，指导会员企业认真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表示感谢。

3、4 月 22 日，我会会长潘诺先生在线主持召开第二届

理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

告，由于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人员变更，审议通过我会会

长由潘诺先生更换为何立勤女士；审议通过商会增设“名誉

会长”一职，由潘诺先生担任，拟提交下次会员全体大会审

议；审议通过将金融、通讯通信、商法服务、旅游等 4 个行

业工作组升级为金融、通讯通信、商法服务、文化旅游行业

委员会。会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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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法使馆经商处高元元公参等应邀出席会议。

4、4 月 27 日，为调节疫情影响下的焦虑情绪，增加对

法国文化的知识兴趣，我会同会员企业、欧洲凯撒旅游公司

合作举办“全球研学人直播讲坛”活动。

5、4 月底以来，为服务会员企业及时了解法国 5 月 11

日逐步解禁计划和企业复工政策法规，我会同会员企业、钧

德律师事务所合作举办了多场法律专题视频讲座，包括 4 月

29 日“疫情中的欧洲法律问题”，5 月 4 日“不动产法规”

讲座，5 月 5 日“疫情下劳动法，复工复产注意事项”讲座、

“新能源法”讲座 ，5 月 6 日“紧急状态：企业负责人面对

的刑事风险”讲座等。

6、4 月 30 日，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公众

号海外抗疫系列报道报道法国中国工商会新闻《中法工商界

守望相助，携手抗疫》。3 月以来，我会及在法中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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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法国卫生部、医疗机构、对口机构和合作伙伴等捐赠医

用口罩 120 余万只，医用手套、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

80 余万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援法国抗击疫情，受到法

国各界好评。

7、5 月 5 日，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

女士在线主持召开专题视频会议，交流中资企业防疫经验和

应对法国解禁计划新措施。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高元元公参

等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邀请西蒙律师事务所韩博律师详细介绍法国逐步

解禁计划中针对企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法律法规对复工的

要求，劳工法相关补助措施、合同履行等方面的情况。

我会副会长、华为法国公司总经理施伟亮，副会长中国

工商银行巴黎分行副行长王琨、中国建设银行巴黎分行行长

缪如林先后分享本单位的防疫经验和应对法国逐步解封计

划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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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月 11 日，欧盟中国商会网站报道法国中国工商会

新闻《法国中国工商会交流中企防疫经验探讨应对法国解禁

计划》。

9、5 月 12 日，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 联席会议公众

号海外抗疫系列报道法国中国工商会新闻《法国中国工商会

多措并举 积极应对当地疫情新形势》。

10、5 月 12 日，为适应法国疫情防控新措施及复工计划，

防范中企可能遇到的疫情防控风险，法国中国商会制定《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并要求会员企业须制定排查风险及疫情

防控的紧急预案。

11、5 月 19 日，法国中国商会同德尚律所合作，联合法

国商务投资署共同举办线上讲座，主题为“法国政府对受疫

情影响企业的支持措施”。来自法国商务投资署和德尚律所

的专家就法国政府在税法、劳动法、银行法和移民方面的措

施进行法律解读。

12、6 月 3 日，法国中国商会秘书长出席境外商会联席

会议及首批成员商会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暨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投资机遇推介视频会。

13、6 月 16 日，法国中国工商会举办中法团队跨文化专

题培训“如何跟法国同事共事：有效沟通的诀窍”，邀请法

国资深中法文化培训师杜安娜女士作专题讲授，30 多名中资

企业代表参加培训并进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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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月 26 日，我会部分会员出席经商处举办的中企座

谈会，就企业抗疫、复工复产、未来发展等问题等进行交流。

15、6 月 30 日，法国中国工商会出席境外商会联席会议

欧洲国家成员商会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战略合作线上签

约仪式。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代表商会

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签署《关于推动（法国）共享海南自

由贸易港机遇的合作备忘录》并发言。双方将在信息共享、

展会合作、贸易投资促进等方面开展合作。

二、合作交流

1、4 月 9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联系，

沟通国内捐赠物资通关事宜。

2、4 月 17 日，我会秘书处向巴黎大区工商会提供中法

合作抗疫中法文新闻素材。



6

3、4 月 20 日，我会秘书处向法语国家商务论坛复函，

交流中法企业合作抗疫情况。

4、4 月 23 日，我会秘书处向法中委复函，确认商会作

为今年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的特别支持单位。

5、4 月 28 日，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

勤，法国中国工商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蔡

国枫出席福建省联合工作组与中国驻法使馆、旅法华人华

侨、中资企业远程视频会议。

会议何立勤会长代表我会会员，就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同

与会者进行了交流。

6、5 月 6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应邀出席中国驻法使馆同法国 BRED 银行、法语国家

工商论坛（FFA）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重启机遇”视频研

讨会。卢沙野大使出席会议发表主旨演讲。来自法国国家铁

路公司（SNCF）、达飞海运（CMA CGM）、雷诺汽车、老佛

爷百货等 40 余家法国企业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会议。

7、5 月 7 日，我会秘书处将吉林省医疗防控物资供应企

业名录发卢瓦尔大区经济署，并发布到商会官网。

8、5 月 14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中委沟通确定担任中法

团队合作创新奖的中方评委推荐名单。

9、5 月 18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

表蔡国枫应邀出席欧盟中国商会第一届全体会员大会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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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出席会议并致辞。

10、5 月 29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沟

通中法旅游文化年项目 2021 年觉醒展事宜， 邀请中企参与

并支持活动。

11、6 月 5 日，我会秘书处同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和我会

会员联系在海南自贸港合作事宜。

12、6 月 6 日，我会秘书处接待非洲 ENGAGEO 公司拜会，

就加强同中企合作进行交流。

13、6 月 11 日，我会秘书处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巴

黎大区工商会召开工作视频会议，对法国企业参加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交换意见，并就法国企业入住海南自贸港等合

作事项进行了交流。

14、6 月 17 日，我会秘书长蔡国枫受邀出席由法中委举

办的卢沙野大使同法国企业见面视频会议。巴黎银行、苏伊

士集团、欧莱雅、达索系统、乐斯福、法液空、空客等近 60

家法国企业参与了此次视频会议。法中委员会双主席乐明瀚

和苏塞德分别主持会议和做总结讲话。

15、6 月 26 日，我会作为欧盟中国商会会员，组织会

员企业出席欧盟中国商会“中欧商业对话”活动。中国驻欧

盟使团经商处夏翔公使和中欧论坛发起人高大伟教授作主

旨演讲，六位法律专家和企业家就欧盟投资审查制度等相关

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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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月 30 日，我会秘书处参加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

举办的线上分享会，了解巴黎大区对企业的帮扶政策。

三、行业委员会（工作组）动态

1、5 月 14 日，我会通信通讯行业委员会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 2020 年第二季度会议。

我会副会长、华为法国公司总经理施伟亮主持会议，介

绍了有效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经验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支

援法国社会的做法。

会议肯定了前一时期各成员单位抗疫的有效成果，并就

企业防疫措施、法国企业政策及 5G 背景下通讯企业在中法

发展前景等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为扩大在行业内的影响，会议建议更名为通讯数字化委

员会，吸收非会员中资企业加入该委员会，在为法国社会做

出贡献的同时，增强自身业务，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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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月 18 日，我会金融行业委员会举办合规反洗钱经

验“云共享”论坛，会议由我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巴黎

分行行长金宁主持。论坛介绍了合规反洗钱理念、日常监督

以及检查监管等各项工作。

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商会金融行

业委员会主席、中国进出口银行巴黎分行行长费朝晖，中国

建设银行巴黎分行行长缪如林，交通银行巴黎分行行长张路

发言并交流各自银行的经验。法国中国工商会秘书长蔡国枫

应邀与会参与交流。

四、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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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法国抗疫

人民网巴黎 5 月 17 日电 （记者李永群）“法莱斯风能

发电场 3 号风机叶片发现细小裂隙，受疫情影响厂家维修团

队无法到达现场，怎么办？”总部位于巴黎的中广核欧洲能

源公司运维团队资产经理马克西曼·阿莱在新冠疫情期间碰

到了棘手问题。通过“智能分析技术”，阿莱检测到了上述

问题，并协调公司维修团队，找到替代方案，在叶片裂隙的

早期阶段予以干预，防止裂隙扩大，避免了重大故障停机。

类似的核心技术能力也应用在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的

其他风力发电场。疫情期间，位于法国屈伊特伯风能发电场

的风机由于主轴承原因产生了较大噪声，该公司声学专家克

里斯·弗朗索瓦和资产经理阿莱共同对此展开“模型计算分

析”，发现风机在面向特定方位时会产生噪声。基于该分析，

该公司对风机的运行系统进行了设置，当风机面向特定方位

时自动停机，在其它方位时照常运转。这样既消除了噪声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也避免了因风机全时段停机而造成发电损

失。3 月 17 日起法国全面实行禁足，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严

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利用“智能分析技术”“模型计算分

析”等运维核心能力进行远程干预，保障了供电免受疫情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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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一样，法国中资企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通过保障电力供应、通讯畅通、金融服务、空中

运输等，积极助力当地抗疫。

“网络英雄”保障通讯畅通

华为法国公司结合“武汉抗疫”取得的技术支持经验和

法国运营商实际情况，迅速集结技术力量为法国抗疫提供通

讯保障，并应运营商请求从国内紧急调拨法国网络升级所需

设备，总计 100 个集装箱，600 余吨货物。

4 月 2 日出版的法国《回声报》报道了疫情期间被誉为

“网络英雄”的电讯工程师，其中讲述了两名华为法国公司

工程师为保障法国网络安全运营而不辞辛劳的感人故事。

疫情期间，很多医院面对大量的远程咨询和远程工作，

必须通过增加设备、 增加网速防止网络崩溃。 3 月 18 日，

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希望将巴黎罗斯柴尔德医院的网络容量

提高 50%。“在正常时期，这需要 2 至 4 周的时间。但在这

紧急时刻，我们从勒芒紧急调运了设备，连续奋战 36 小时

全部完成了客户要求的扩容工作”。华为法国公司工程师帕

特里斯·福维尔对记者说。

为了维护移动网络，华为法国公司质量与安全主管贾马

尔-埃尔·古尔蒂在禁足的第一周，穿越了布列塔尼地区 1538

公里，在车里睡了 5 个夜晚。 “我吃干粮，做好了睡在车

里的准备。昨晚我预定的两家酒店被取消，但是我总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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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的地方。” 古尔蒂说 ，“即使工作到凌晨 4、 5 点，

但一想到人们的微笑，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金融服务传递中国温度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银行巴黎分行采取多种措施为受疫

情影响的法国企业提供支持。 法国某大型汽车制造公司是

巴黎分行重要出口客户之一，其合作进口商是湖北一家公

司，进口信用证开证行为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为减少疫情对

中法贸易的影响，巴黎分行减免了因疫情导致的开证行迟付

利息。由于疫情期间单据正本无法快递到湖北分行进行承

兑，为满足法国客户在 2 月底时 3 笔出口发票金额共约 200

万欧元的融资需求，巴黎分行提出暂不寄单并用押汇方式融

资的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保证企业供应链资金不断，增强

了法国企业对与中国贸易的信心。

受疫情影响法国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响应当地政府和银行同业公会的倡议，在严格把握风险的前

提下，对部分资质较好的酒店、餐饮和服装制造行业的企业

提供支持。通过延长客户还款期限，为部分客户提供利息和

本金的延期支付，落实政府担保贷款方案，加快研究疫情期

间的信贷策略，为企业稳定经营保驾护航，支持客户渡过难

关。

巴黎大区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全法三分之一，疫情告

急，口罩告急！3 月 25 日，巴黎大区议会第一时间找到中国



13

工商银行巴黎分行，提出为其向国内某国有外贸企业进口

1000 万只口罩开立付款保函的需求，并为其解决供需双方

“款到发货”和“货到付款”的分歧。

分行上下克服在家远程办公的不便，经过紧张有序的多

方沟通衔接，克服了操作和流程上的各种困难，于 3 月 31

日成功开立保函，确保口罩采购合同正式生效。

此笔业务工行巴黎分行不仅提供专业的金融产品，还利

用工行在国内雄厚的客户关系和网络渠道，积极协助贸易双

方快速敲定购销合同条款。由于供销双方素未合作且口罩资

源稀缺，工行从一个被动的金融服务提供者转成了双方赖以

信任的中间人，主动帮助设计条款、调停分歧。在此期间，

新出台的航空限飞规定使得货物运输又成了突出问题，工行

及时协调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为客户提供了可靠的货运渠道。

工行强大的网络支撑、积极的响应能力、担当的社会责任获

得了客户高度赞赏。

“空中桥梁”运输抗疫物资

3 月 18 日，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承运的中国援助法国首

批抗疫物资运抵巴黎戴高乐机场，外包装上印着的中国古诗

“千里同好，坚于金石”与法国文豪雨果名言“Unis nous

vaincrons”（意为“团结定能胜利”），引起了中法双方

的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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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中法之间的“空中桥梁”为运输抗疫物资发

挥了重要作用。4 月份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在中法之间执行了

30 多班货运包机，5 月份计划执行 46 班，累计运输 2000 多

吨防疫物资。东航是目前中国民航最大的一支“客改货”改

装宽体机队，除了全货机外，还有 8 架拆除座椅、增加载货

空间的 A330 飞机，每周运行 240 多班，比去年同期的航班

数几乎翻了一番，全球领跑“带货”，有力支援了世界各国

疫情防控。

为了援助法国抗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积极投入“客

改货”包机运输，运送了大量法国政府和企业从中国采购的

防疫物资。北京—巴黎、上海—巴黎的“客改货”包机，从

4月初的每周6班，增加到 4月中旬至 5月份的每周近20班。


	中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法国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