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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工商会简讯

（二季度）

2021 年 6 月

一、商会活动

1、 4 月 6 日，我会联合致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致同

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网络研讨会，探讨法国和中国纳税人在

税务稽查中所面临的新转让定价策略趋势。当前国家预算正

处于困难时期，世界经合组织发布了几项期待已久的关于金

融交易的重要建议。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目前税务机关都

对转让定价安排进行了高度审查。研讨会简要介绍在此类税

务审查中的主要争议点，并从战略角度就如何更好地应对此

类审查提出专业建议。

2、4 月 18 日至，由我会主办的“法国历史文化线上一

小时沙龙”主题讲座第三讲于每个周日举办。该讲座由会长

单位、中行巴黎分行聘请长期从事中法艺术和历史比较研究

的邓捷老师主讲。主题包括移民、等次讲座，为会员企业新

老员工普及驻在国基本知识。

3、4 月 21 日，我会联合法中委员会以线上形式举办中

法团队合作创新奖启动仪式。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

兰（Jean-Pierre RAFFARIN），法中委员会联合主席让-路

易·肖萨德（Jean-Louis CHAUSSADE），中国驻法使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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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参赞鲁荣凯，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

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合作单位开云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玛丽·克莱尔·达维（Marie-Claire DAVEU），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主席、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安托

万·佩蒂（Antoine PETIT）等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

由法中委员会秘书长林碧溪主持。安迪苏公司执行副总裁法

比恩·西奎尔(Fabien Siguier)，MCE-5 公司副总裁弗雷德

里克·杜波依斯（Frédéric Dubois）介绍了此前参与中

法团队合作创新奖合作的实践和体会。30 余位中法企业代表

参会并通过问答环节同主办方进行交流。

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由法中委员会设立于 2014 年。自

2016 年起，法国中国工商会开始支持并参与此活动。中法团

队合作创新奖，是中法两国之间唯一一项对中法双文化团队

共同开发的杰出创新奖目进行奖励的活动。2021 年中法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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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奖将于 11 月 29 日揭晓。

4、4 月 23 日，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

勤出席由欧盟中国商会、北京大学和中国银行共同发起成立

的“欧盟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回顾与展望：中欧

经济与战略关系论坛”。

5、4 月 29 日，我会组织中资企业参加中国贸促会举办

的“科学管理压力，积极调适情绪”在线心理讲座，邀请心

理专家围绕咨询中被提问较多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问题

进行针对性辅导，并介绍维护心理健康的技巧方法。此前，

为帮助驻外人员更好化解身心压力，筑牢抗“疫”心理防线，

中国贸促会联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社工联合会心理健

康工作委员会等心理专家团队为我驻外中资企业、机构人员

开通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开通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9

月 17 日，形式包括电话咨询与线上咨询。

6.5月26日，我会与法中委员会合作举办线上紫色会晤，

主题为中法市场新落地企业的经验分享。宇通法国公司负责

人刘军平介绍宇通 2020 年在法国设立子公司以来的发展情

况，法国 INDIGO 公司代表 Benjamin VORON 介绍 INDIGO 公

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

总代表蔡国枫致辞。会议由法中委员会秘书长林碧溪主持。

来自中法企业的 20 多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还设置了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分享环节，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琵琶教授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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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授介绍琵琶艺术，并现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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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月 6 日，我会与文华书院合作举办线上文化讲座，

请纪录片导演骆昊主讲《文艺复兴的匠心传承》。

8.6 月 11 日，我会协助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境外中资企业

商（协）会联席会议主办的“把握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防范

应对海外安全风险”赋能培训。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关专家解析当前全

球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新发展格局下境外中资企业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讲解后疫情时代中

资企业如何防范化解海外投资风险。

9.6 月 22 日，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巴黎大区工商会和

我会联合主办的中法企业交流会在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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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举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主席

柯灵，我会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法国电力

集团前执行副总裁马识路，《中国—欧洲，大转折》一书作

者、自由撰稿人巴维兹等现场出席，中法企业界代表 200 余

人远程在线参会，巴黎大区工商会副主席安戈铎主持会议。

与会嘉宾就中法两国经贸合作、中欧合作、“十四五”

规划、绿色发展、中欧投资协定、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协定、

中法和中欧合作发展前景、抗疫合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探讨，并回答了与会企业界人士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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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主办，法国中国工商会联合欧

洲时报和法国华人卫视具体承办的“中法经贸合作成果展”

（ Exposition de la Coopération Economique et

Commerciale Sino-française）于 6 月 28 日正式上线。本

次展览以中法两国交往历史为主线，从双边经贸务实合作的

角度出发，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形式，系统回顾中法两国

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向更高层次

和更多领域拓展的历程，是了解中法合作共赢成果的一个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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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寄语本次展览时表示，中法两

国经贸务实合作发展势头良好，法国如今已成为中国在欧盟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法国最大的亚洲贸易伙伴，

2020 年中国更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法两国双边贸

易额持续增长，去年已接近 700 亿美元，但两国合作仍有很

大发展空间，希望中法共同努力早日突破贸易额千亿美元大

关。卢大使指出，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很多国家尤其是

发达国家在经贸政策上更加趋向保护主义，引发很多在欧洲

投资的中国企业担忧。此外中法双向投资合作也不均衡，仍

有很大潜力。中国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大幅

降低关税，大力改革经贸政策，如今已成为全球关税最低的

国家之一，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不断减少，投资领域持续放宽，

吸引越来越多的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投资者赴华兴业。

中国愿意与法国共同努力为双向投资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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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

本次展览以在线展方式呈现，主要包括大使致辞、中法

企业家采访视频、历史回顾、关键数据、中法企业合作等栏

目，聚焦人员交往、物流合作、金融联通、能源合作、航空

航天、数字通信、农业食品、地产基建、文化旅游、商法服

务等内容，部分展示在法中资企业在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

任和开展对外交流方面的实例。

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欢迎中法

各界嘉宾上线浏览观展。

展览链接：

http://expo-reussites-cn-fr.aecf-france.org。

二、合作交流

1、4 月 2 日，我会秘书处同法中委举办视频工作会议，

商议紫色会晤和创新奖颁奖会的筹备情况。

2、4 月 7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蔡

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 Avallon 市文化协会代表，就两机构加

强合作交流进行沟通。

3、4 月 8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蔡

国枫会见欧洲时报代表，研究中资企业合作线上展览有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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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 12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出席巴黎投资局产业推介视频会。

5、4 月 13 日，我会秘书处赴中国文化中心选取拟于紫

色会晤上播放的中国文化视频片。

6、4 月 14 日，我会秘书处同欧洲时报召开视频工作会

议，研究中资企业合作线上展览有关方案。

7、4 月 15 日，我会秘书处同巴黎工商会召开视频工作

会议，研究筹备中欧投资视频论坛事宜。

8、4 月 15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出席法语国家商务论坛举办的进博会推广活动。

9、4 月 28 日，我会协助法语国家商务论坛组织会员企

业参加线上会议，邀请以色列驻法大使 DANIEL SAADA 作“后

疫情时代的区域战略”主题分享。

10、5 月 17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应邀出席中欧生产力中心线上工作研讨会。

11、5 月 18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 avallon 市文化协会、MSL 市政厅办

公室主任等，商明年中国节合作事宜。

12、5 月 19 日，我会协助法语国家商务论坛组织会员企

业参加线上会议，邀请嘉宾为诺曼底大区主席 Hervé Morin

作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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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月 20 日，我会协助法语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组织会

员企业参加线上研讨会。

14、5 月 25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法国汽车零配件协会主席，就汽车行

业合作进行交流。

15、6 月 23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会见前来拜会的 avallon 市文化协会负责人，交流筹

备明年中国节活动事宜。

16、6 月 25 日，我会秘书长、贸促会法国代表处总代表

蔡国枫拜会法中委秘书长林碧溪女士，商议开展中法团队合

作创新奖候选团队招募、策划紫色联谊会等下半年合作事

宜。

17、6 月 30 日，我会协助法语国家商务论坛组织会员企

业参加线上会议，邀请 SNCF 总裁 Jean-Pierre Farandou 先

生作主题分享。

三、行业委员会动态

1、4 月 15 日，我会通讯通信与数字委员会召开季度视

频会议。我会副会长、委员会主席、华为法国公司总经理施

伟亮从中美欧地缘博弈，疫情，科技，经济和合规等领域带

来的挑战等方面进行主题分享，并近期行业相关信息。我会

会长、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何立勤，我会秘书长、贸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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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代表处总代表蔡国枫出席会议并发言。华为、中移动、

中国电信、中兴、海康威视、TCL、OPPO 等委员会成员单位

的代表参加会议。

2、6 月 4 日，我会金融委员会发表《在法中资银行推动

中法合作共赢联合声明》。声明称， 2020 年以来，新冠疫

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疫情期间，中法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合作基础，后疫情时代中法合作仍拥

有广阔空间。在法中资金融机构自觉以促进中法经济合作为

己任，一致同意从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力支持本地经

济发展、助力中法贸易投资合作等三个方面着手，为推动中

法经济合作积极提供金融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