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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工商会简讯

（三季度）

2020 年 9 月

一、商会活动

1、7 月 8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和会员企业代表应邀出席巴黎大区工商会举办法中

企业沙龙视频交流会。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前总理

拉法兰，我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巴黎大区工商会主席柯林等

出席并发言。会议以圆桌讨论形式就中法商界关心的中国经

济新趋势充分交流。

2、7 月 23 日，我协助欧盟中国商会组织我会会员参加

《中欧商业对话：欧盟外国补贴白皮书核心内容和对中资潜

在影响》线上会议。

3、7 月 28 日，我会协助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开展欧盟营

商环境调查，请会员企业填写调查问卷以全面了解中国企业

在欧盟经营情况和欧盟营商环境。

4、8 月 20 日，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

勤代表我会出席由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欧盟中国商会共同主办的线上“在欧中资

企业商（协）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分享了我会建设经

验，对海外商（协）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商务部副部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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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隆国强出席会议并致辞。

5、8 月 25 日，组织 15 名会员企业负责人出席经商处举

办的安全工作会议，毫不动摇做好疫情防控空工作，因时因地

推进复产。

6、9 月 11 日，跟踪法国新冠疫情发展情况，向会员发

出提醒，提醒加强防范意识，严格防控措施。

7、9 月 12 日，我会作为《欧洲时报》新媒体活动平台

“欧时代”主办的中法人才秋季云聘会的指导单位，协助开

展活动宣介。

8、9 月 28 日，法国中国工商会举办“数字货币”讲座，

由商会会长单位、中行巴黎分行副行长彭未做主题讲座。来

自中行巴黎分行、工行巴黎分行、建行巴黎分行、银联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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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分公司、航天科技欧洲代表处、卢浮集团、东航巴黎营

业部、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江苏省商务厅驻法国代表处、

首创、国浩律所、金创集团、理高金融、忠诚保险、巴黎假

日旅行社等会员单位的 50 多名代表参会。会议由商会会长、

中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主持。

讲座从货币与数字货币、虚拟币及其代表比特币、可信

任机构数字货币及其代表 Libra、法定数字货币与中法实践

等四个部分，全面梳理了数字货币的理论，重点介绍中国及

法国的数字货币的实践，展望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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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讲座，法中商会会员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数字货

币理论知识，了解了相关工作实践，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

维，提升了前瞻意识，促进了对中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思

考。

二、合作交流

1、7 月 1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应邀出席法语国家商务论坛同 COFACE 联合举办的视

频分享会，并协助邀请会员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2、7 月 2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国 MIMDSET 公司联系，了

解其企业培训和咨询业务。

3、7 月 2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法国上塞纳省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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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经济促进和企业帮扶政策，就加强中企同该省的合作进

行交流。

4、7 月 3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国安保顾问公司联系，就

向中企做关于复工安全、社会安全、中企驾照和居留卡等方

面的讲座进行沟通。

5、7 月 7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京东方法国负责人，介绍商会工作，

了解其在法开展业务，接收其提交的加入我会申请。

6、7 月 8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Ｓilk Ｒoad 负责人，就加强“一带一路”机制

下同中企合作等事宜进行沟通。

7、7 月 9 日，我会秘书处同 PET COKE 公司联系，协助

其开展项目对接。

8、7 月 10 日，我会秘书处参加同宇通客车法国公司负

责人的工作交流会，介绍商会工作，了解公司情况，之后接

收其提交的加入我会申请。

9、7 月 15 日，我会秘书处协助有关公司同海南经发局

联系合作有关食品项目。

10、7 月 21 日，我会秘书处协助会员江苏省商务厅驻法

国代表处同法国上塞纳省举办视频交流会。

11、7 月 28 日，我会秘书处同海南经发局交流法方投资

项目信息，协助海南经发局同法方对口机构联系召开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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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月 3 日，我会秘书处同海南经发局联系，就协助

筹备海南举办中国消费品博览会进行交流。

13、8 月 5 日，我会秘书处协助禾丰鱼子酱公司同巴黎

大区工商会联系，为其来法开拓市场提供协助。

14、8 月 19 日，向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联席会议报

送法中商会联系人名册信息统计表。

15、8 月 26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

表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上汽 GM 法国公司 CEO 刘新宇一行，

向其介绍商会工作和法国营商环境，并接收其入会申请表。

16、8 月 27 至 28 日，秘书处参加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以

“世界新失衡”为题举办的线上年会，并协助邀请会员企业

参加该年会。

17、9 月 7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

表蔡国枫会见会见西人马 FATRI 法国公司负责人，介绍商会

工作，接收其入会申请。

18、9 月 23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

表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法国能源咨询公司有关负责人，了

解其为中资企业提供能源节约方案服务，能源咨询公司提出

入会意愿。

19、9 月 25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总代

表蔡国枫会见法中委秘书长林碧溪女士，草拟共同工作日程，

涉及 INSTANT POURPRE、出口博览会、海南品牌展览、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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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ROAD 物流场地、虚拟货币等活动。

20、9 月 25 日，秘书处参加境外商（协）会联席会议办

公室举办的 GDPR 培训视频会议。

21、9 月 28 日，邀请法国雇主协会、法中委、巴黎大区

工商会、法语商务论坛等对口机构出席由中国贸促会和国际

商会共同主办的“坚持开放合作，重振全球经济”工商界线

上特别会议。

三、会员动态

1、9 月 14 日，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成功发行 5 亿美元全

球商业机构首笔蓝色债券。本次债券为 3 年固定利率，在中

资发行人同期限公募债券史上票息最低，是 2018 年以来中

资金融机构美元债发行非亚洲投资者占比最高的一笔债券。

此笔蓝色债券成功吸引大量欧洲绿色投资者下单，有助于推

动践行“中欧绿色伙伴”理念。

蓝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用于可持续型蓝色经济相关项

目的绿色债券。本次蓝色债券是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继 2017

年发行三币种绿色气候债券后发行的第二笔绿色债券。截止

目前，全球仅三笔蓝色债券发行，前两笔分别为 2018 年塞

舌尔政府及 2019 年北欧投资银行所发，本次发行是全球商

业机构首笔蓝色债券，对建立蓝色债券标准，提升市场对蓝

色经济的关注度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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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又称海洋经济。传统海洋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

因渔业过度捕捞、海洋污染、沿海生态破坏等，海洋生态环

境面临严重威胁与挑战。面对全球海洋生态难题，联合国于

2015 年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将海洋治理列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倡导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

境，要求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大力发展蓝色经济。

2、点亮爱、注入光——建行巴黎分行传递抗击疫情金

融正能量。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当

一场跨越大洋的“战疫”全面打响，法国中国工商会会员企

业、建行巴黎分行积极响应建设银行总行“全球公益动员令”，

同心协力、合舟共济，携手法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传递

中国力量。

一、紧急行动，昼夜不息，迅速驰援国内防疫医疗一线，

履行国有大行的责任和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大年初二,巴黎分行接

到建总行下达的抗击新冠疫情全球指令，紧急部署，迅速行

动，第一时间成立了分行疫情防控小组，组织骨干力量启动

医疗物资的跨境驰援。期间，分行员工 24 小时状态在线，

多方联系货源，对接质量标准，确定接收单位，准备捐赠报

关材料，协助打包装机和清关运输，星夜兼程，确保医疗物

资及时送达国内受捐慈善机构及医院。通过不懈的努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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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成为法国最快反应并成功向国内抗疫一线捐赠的中资

企业，得到了使馆、商会的充分肯定，并向在法中资企业分

享了建行经验。

2 月外航停飞中欧航班，运力奇缺的情况下，分行勇挑

重担，充分发挥本地影响力，在国航、东航及兄弟单位的鼎

力支持下，积极搭建疫情防控物资的中欧运输生命线，为建

行卢森堡、阿姆斯特丹、米兰、华沙、巴塞罗那等机构的境

内捐赠提供坚实的运力保障。

建行巴黎分行员工赶赴机场报关公司，协助打包装机和清关运输

二、投桃报李，休戚与共，万里驰援法国抗疫行动，为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中国力量。

2 月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多国快速蔓延，在疫

情面前，巴黎分行充分演绎金融人的价值、情怀和担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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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和使馆的统一部署下，分行积极参与法国当地抗疫，紧

急联系货源，全力组织运输，并在第一时间将捐赠物资送达

法国红十字会、警察机构以及养老院、全法学联等一线机构，

支援法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充分展现建行社会责任担当。

法国红十字会为此发来感谢信，对建行巴黎分行在危难时刻

所给予的无私帮助和支持表示由衷感激。

3 月份，在欧洲各国陆续封城的紧要关头，分行密切联

系中远海运，通过全天 24 小时无间断的运输保障，驰援 6000

公里，协助周边 6 个国家建行机构，完成稀缺医疗物资的跨

境运输任务，确保所在地区分行的口罩第一时间运达，并捐

赠当地一线医疗机构和急需人群。

建行巴黎分行第一时间筹集紧缺物资，捐赠法国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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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践行“新金融”、共建“新生态”，“全球撮合家”

智能对接法国医疗物资采购紧急需求，为国际防疫合作提供

建行方案。

3 月疫情在法国爆发初期，法国医疗物资极度缺乏，分

行了解到法国政府有 10 亿口罩的订单需求，第一时间与法

国卫生部联络，表达希望助力法国政府在华医疗物资采购，

通过总行“全球撮合家”智能跨境撮合在线平台，并联动境

内分行，成功撮合两家国内企业纳入法国政府采购名单。同

时，分行通过“全球撮合家”，集中资源，精准对接，成功

撮合法国当地医疗防护用品企业、法国中资酒庄协会等单位

与国内的医疗物资供应商，签订了采购医用口罩合同 330 多

万只，并提供运输、报关等一条龙服务支持，在不到半个月

内成功将物资运抵法国，大大缓解当地医疗系统的防疫压力。

四、爱心凝聚，携手战“疫”，员工积极捐款，传递建

行人的爱与温暖。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分行于 2 月、5 月两次积极参与

了由建欧组织的“支援国内抗击疫情爱心捐款”和由法国华

人卫视与法国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团结一心，携手抗疫”支

援法国疫情的爱心捐款活动，并得到了分行全体员工的踊跃

响应。大家表示，虽然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在一线奋斗，

但可以献一份爱心，为疫情防控尽一点微薄之力。两次爱心

捐款分行共筹集捐款 4400 欧元，助力祖国和法国抗击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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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

正如 8 月初建行发动全球员工集体创作、倾情演唱的原

创英文歌曲《点亮爱》所描述的那样：黑夜无论怎样悠长，

也阻挡不了曙光；不管有多困难，我们将渡过这一切。建行

巴黎分行风雨同舟携手相助，点亮爱、注入光，一起创造美

好的明天！

点亮爱，中国建设银行倾情奉献原创英文歌曲，为全球抗疫注入

温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