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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nergie est notre avenir, économisons-la !

EDF INVESTIT DANS UNE NOUVELLE FILIÈRE INDUSTRIELLE
Au large des côtes anglaises, à Teesside, 27 éoliennes offshore produisent 
l’équivalent de la consommation électrique de 40 000 foyers. 
En France, nos projets en développement permettront la création 
de 7 000 emplois dan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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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了
世界的中轴线

1
964年在冷战的高潮中，中法正式建交。1月22日，建交前夕，戴

高乐将军说：“中国的潜能是巨大的。我们不能排除，在未来的新

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重现它曾经几个世纪的辉煌。”

高瞻远瞩还是冷静现实，总之，戴高乐深知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重新璀

璨。

    五十年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强国，并觊觎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是近

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象。它移动了这个世界的中轴线。如今“中国

梦”似乎正慢慢取代了“美国梦”。上世纪伟大的法国作家和诗人谢阁兰

对中国无比热爱，他曾经这样描述中国：“四千年来，这个实现真实的国

度。”

     如今，对法国来说，要“实现的”是，真正认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强势回归所带来的挑战。

      在东西方两个最重要的当代文明相遇之际，挑战的是文化，挑战的是

社会发展。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向北京派遣以“数学家”身份为掩护

的基督传教士，由此曾立于两条人类文明大河的交汇处。但世界格局变

化，政治风云变幻，法国疏远了中国，也改变了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中

国这么大，复杂的制度，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对很多人来说是

令人不安的。而中国的强势只能加深这些人的不安。不过，浊局自有清醒

人。吉斯卡尔－德斯坦，拉法兰等都努力改变人们对中国的固定思维。法

国和中国两个文明古国，应并肩前进在二十一世纪。

     经济方面，东风和标致雪铁龙的结合并不能掩盖法国在中国市场的不

足。当然有些企业做得很好，如法国电力，但如马识路在本期采访中所

言，依然有太多的不解乃至偏见阻碍了和中国的交流。或许我们应该聆听

前财长迈尔，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也考虑中国的利益。法国的

大区正在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值中国国家主席访法之际，《区域杂

志》为此作详尽报道。

                                                                                       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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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力积极投资风电
法国电力在英国海岸投资的27座离岸风电站

可以满足40,000户家庭的电力需求

进步，临风而至

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1月13

日，法国外交部长法布尤斯先生在外

交部接见中国新到任的大使翟隽和

Alain Mérieux先生。Mérieux先

生是中法50周年庆典合作赞助委员

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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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的地方大区遇见中国
法国各地和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快速扩张，
但依旧长路漫漫。

位于上海的罗纳阿尔卑斯展示厅是法国大区和中国区域合作的精彩标志。

法中经济关系就好像半杯水。

一半满着：我们注意到中

国在法投资自2007年来暴增了五

倍，有超过15000人受雇为这些

集团工作。同时，有2000个注册

在案的法国中小型企业在中国或与

中国开展长期业务合作，这个数目

比十年前翻了近一倍。但另一半空

着：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1680

亿美元，而对法国的投资额只排第

八位，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乃

至意大利，英国，甚至还不抵比利

时！自然，法国外交部门做了大量

细致的工作以鼓励我们的企业去中

国投资，邀请我们的民选代表们更

妥善地迎接中方企业，但仍然任重

道远。

如果解决方案就来自我们的地方大

区呢？

很多情况下这已经是事实了。很多

大区已熟稔国际合作，它们没有坐

等邀请，而早早地就主动去接触中

国的合作伙伴。中国近十年来在北

京的推动下开展的地方财政分权改

革，更便利了我们地方大区和大中

小城市的经济团体同它们对应的中

国合作伙伴进行对话，并创造出更

高的效益。

正因如此，尽管巴黎大区仍然

占有中国在法全部投资的一

半左右，中方在法的大宗投资近年

来越来越多出现在地方大区。这其

中，在奥弗涅大区(L’Auvergne)，

中方收购了安迪苏（饲料添加剂）

集团的控股股权，在中心的罗纳阿

尔卑斯大区(Rhône-Alpes)，海尔

（电器）集团开办了研发中心，

在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圣元

（奶制品）集团建设了一家工厂。

另外，从某种程度上，因东风集团

部分地收购标致股份，标致集团

所在的弗朗什孔泰大区（Franche-

Comté）也可列入这个名单。

    与此同时，法国各大区及其它

经济团体在区域合作中活跃程度是

空前的。70家经济团体参与了超

过150个合作项目，带动了90多

家中国合作伙伴。不仅如此，我们

从最初不可或缺的团结互助和文

化交流的层面，进入了实实在在

的经济合作阶段。若干机构为此投

入了大量心血和人力，包括法国

外交部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协助办

公室（DAECT），以及对应的中

国外交部支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APCAE），当然，还有

法方的法国地方政府合作委员会

（CNCD）。

     当我们观察法中区域合作的版

图时，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有三个战

略领域格外突出：经济，可持续性

发展和伴随大学间交换项目的教

育领域。有16家法国地方机构在

中国设有长驻代表机构，它们促成

了1000多家法国工商企业进入中

国。

为保证以上各类项目顺利展

开， 我们先后于2005年在

武汉，2007年在波尔多，2010年

在南京举行了三次法中区域合作会

晤。第四次会晤将于2014年11月

6日和7日在斯特拉斯堡举办（见相

关介绍一）。每一次会晤都有数百

名法中代表济济一堂，以决定其优

先举措落实于哪个领域，如城乡可

持续性发展，气候问题，可持续性

旅游项目，城市和城郊结合部的交

通，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措施，

卫生以及社会保障计划等等。围

绕这些主题，去年法国外交部长首

次发起了“关于支持法中区域合作

的项目招标”。共有十五个提交项

目，并可喜地取得外交部资助的立

项财政支持，共计353,000欧元，

其预算总额约2300万欧元  （见相

关介绍二）。

  当然，某些大区如巴黎大区，香槟

阿登（Champagne - Ardenne)，

卢瓦尔河（Pays de la Loire），南

比利牛斯（Midi-Pyrénées）和阿

基坦大区（l’Aquitaine）没有等候

项目招标就已经在中国绽露头角，

甚至与中国频频往来。 每当罗纳阿

尔卑斯主席楷瀚先生到访上海，由

于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在此拥有极高

的知名度，大区主席受到的礼遇级

别与部长无异，无论这个阶段法中

外交关系如何。

   作为在中国四川相当活跃的香槟

阿登大区的主席巴希先生（Jean-

Paul Bachy）也说：“中国人关

注长远关系。”换而言之，应该给

予这些合作以充分的时间，接受一

些走形式的契约，以换取应有的相

互信任。中国人比对世界上其它经

济和商务伙伴更加注重长远关系和

信任。但无论如何，挑战与机遇同

在。我们的区域，因其灵活性，经

济视野和良好关系，已经取得一手

好牌，在这种形式的经济伙伴关系

中赢面极大，前提是如果我们为它

们提供各种便利。

外交部项目：
从弗朗什孔泰区到
香槟阿登区

   外交部核准的项目中，斯特拉斯堡

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的地球科学联合

教育发展项目（阿尔萨斯区），安徽

省的长期生态旅游发展计划（弗朗什

孔泰区），武汉市的一个生态街区的

建设（阿基坦区），以及四川省农产

品增值计划（香槟阿登区）等都可圈

可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有格勒诺布尔

（Grenoble）和苏州两市关于医疗方

面的合作，波尔多（Bordeaux）和

武汉两市减少碳排放的实施，以及图

卢兹（Toulouse）和重庆共同就可持

续城市化发展所做的工作。

                                   邓欣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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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大宗投资不
单着眼巴黎大区 
(l’ile-de-France)，
它们的脚步也迈入
了其它大区。

当楷瀚先生（Jean-
Jack Queyranne）到
访上海，他受到的是部
长级别的礼遇。

2013年12月6日，法国总理埃罗（Jean-Marc 

Ayrault）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

法建交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揭幕。

阿尔萨斯将迎接第四次
法中区域合作会晤

    第四次法中区域合作会晤，将

由阿尔萨斯大区作为东道主，于

11月6－7日在斯特拉斯堡音乐和

议会大厅举行。近千名与会者将

参与此次盛会。

    会晤将分组讨论“城乡空间的

规划整合”，“地方经济发展，

中小型企业和旅游”，以及“致

力于地区发展的科研，高等教育

和创新”等课题。

    此次法中团体的高端会晤期待

开展更多的合作，也为两国企业

家提供了同各区域领导会面并洽

谈各类合作的可能。

 当大区遇见中国  当大区遇见中国

© Matignon Y. Malen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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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杂志： 您如何评价过去20

年来中法区域间地方层面关系的

进展？

巴希：虽然说中国至今还是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但各地方的经济

自主权已得到认可。所以在两国

区域和区域间的直接合作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的合作方式。这种趋

势甚至是全球性的，包括一些美

国的州府也已经参与进来。中国

地方性的集体经济和开放的市场

经济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区域杂志：请你具体阐述一下您

的上述观点？

巴希：好吧，举例来说，香槟阿

登大区和中国四川省建立了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我在香槟区接待

了省长；紧接着，五月底，四川

省 委 书 记 将 携 同 省 内 各 大 工 商

企业前来香槟阿登大区考察，重

点关注当地的投资潜力和贸易机

会。

区域杂志：与中国战略伙伴的合

作有何特别之处吗？

巴希：在我们的合作关系中，中

方总是太过拘泥于形式，经常需

要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中签署各类

协议、文本、友好条约，等等。

而每次在开始下一个步骤之前，

中方又总是希望能提前得到完全

的确认。不过，在上海世博会之

后，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实质

性的合作进程得以加快。

区域杂志：我们能和中国合作伙

伴们实现双赢吗？

巴 希 ： 当 然 ， 我 们 已 经 有 许 多

成 功 案 例 了 。 有 一 个 中 国 集 团

成功收购了圣迪济耶市的味好美

（McCormick）公司。今年四

月，我们将在四川南充举办为期

一周的“香槟节”，并籍此机会

展示我们大区的各类农产品。对

于我们这儿的中小企业来说，这

可以说是天大的良机，他们都是

由此才第一次去中国呢。我还想

特别补充的一点是，此次活动的

绝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的中

国合作伙伴承担的。此外，我们

正在建立一个中小企业行业信息

库，而这正是我们经济交往中的

一个薄弱环节。

区域杂志：总而言之，我们应该

如何建立一个成功的双边关系？

巴希：中国人更看重长远关系，

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而是应当逐

步取得中方的信任。于此同时我

们也必须对中方充满信心。只有

这样，双方才能在和睦友好的氛

围中开展商贸， 合作并不断前

进。

Ph. M. 

王洁译 

“中国人有长远意识”……  
香槟阿登大区主席以及法国区域协会（ARF）国际事务负责人，巴
希先生（Jean-Paul Bachy）呼吁：中法区域间地方层面的联系需
要进一步加强发展。

中小企业行业信息库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行业的发展，

香槟阿登大区首先建立了企业信息

库，吸引热衷于法中两国交流的企

业加入其中。作为法国首个区域企

业信息库，它涵盖了200家长期支

持法中贸易合作的企业。

 采访 巴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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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黄镇（左）出任中国首任驻法
大使。这是他在爱丽舍宫递交国书后同戴高乐
总统合影留念。

见证中法五十年友谊的时刻 

1980年10月20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左
二）和夫人（右三）、女儿（右一）在西藏拉萨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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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希拉克总统访问中
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希拉克签署了
《中法联合声明》。

2013年4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会谈
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奥朗德
举行欢迎仪式。

1994年9月，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待来
访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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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鹏
 摄

香槟阿登大区主席巴希先生到访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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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朗、希拉克时代，法国

媒体对于中国，总体上观

望，上下打量的好奇。譬如热烈

地组织“中国年在法国”，媒体

对于这个古老国度的文化人文做

了深入的报道。法国人对于“中

国”这个字符是爱慕与倾心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这个巨人抖

擞身躯，跑起来，扬起尘土，追上

全球化这趟车，一人还占几个座

位，法国人不情愿挪位，但是，中

国人说了：我有票，好景色要一起

看呢。

    是的，当今的法国媒体对于中

国心情是复杂的。

    但是需要理解西方媒体，并

不像中国主流媒体那样毫不羞涩

地，正襟堂皇地为自己的政府做

搽脂抹粉的经纪人。西方媒体对

于自己的政府，像一只嗡嗡的苍

蝇，从粪中钻入，闻见气味，俯

冲下去，叮自家人的短，毫不手

软，尤其法国人，这个地球上深

深为自己的“人权”这中隐形文

化遗产自豪的民族，对于中国这

二十多年来飞速发展产生的问题

并不留情。

    在媒体报道里，经常提及中国

的关键字不乏负面：

    贪污，贪污的层面以及追溯到

根源——体制的报道。不过，贪

污腐败情色仇杀的好莱坞大片，

薄熙来案永远是媒体的焦点。

    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与污染问

题，从空气、食品到水质，等等。

例如长江三峡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

报道。

    人权问题，例如死刑问题、黑

煤窑，富士康跳楼案等等。

    少数民族的融合问题，西藏新

疆等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的隔膜，

文化的被弱势。

    但是正如中国是当今经济世界

里闪晃晃的新贵，法国人也看见

了他的鲜亮，蓬勃的生机。对此

法国媒体也不吝笔墨，对中国经

济发展做了一系列系统深入客观

的报道：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的分析预测。

    对于中国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

报道，例如复星集团入股Club-

Med, 东风集团入股标致雪铁龙。

    中国在发展中的科技实力，例

如小米，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和

最近上了月球的玉兔。

    对于泱泱而至的中国游客在巴

黎的报道，法国依然是中国人海

外旅游消费的首选地。

    可见，法国媒体对中国是又爱

又恨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

化情结，对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始

终是好奇的，敬畏的；恨是中国

在经济的大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这个情感是纠结的，正如老佛爷

的法国售货员，对于面前大无畏

刷卡，大声喧嚷的中国人，他的

眼神是复杂的，爱他如衣食父

母，恨他如邻家土豪。

薇薇

旅法设计师, 自由撰稿人 

《都市快报》专栏作者

法国媒体看中国
生活在法国二十多年，感觉到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由调情，
热恋，冷漠，再回首，千里千寻复杂纠结的过程。

在2004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同时为迎接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的访问，巴黎的艾菲尔铁塔首次用红色灯光打

照。该活动同时也是庆祝中法两国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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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攻略 – 节目 –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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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提供各种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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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杂志：目前呢？

马识路：今天，法国电力在中国

是最大的外国电力商。目前，中

国建成的和在建的40座核反应

堆中有27座采用了法国模式。通

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法电和中广

核的合作关系继续开花结果。中

广核和法电的合资企业正在台山

建造两座1700MW的第三代核

电站。这个伟大的工程为法国的

核电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

区域杂志：法国能由此获益吗？

马识路：30年来，法电的声誉及

其同中国业界的紧密联系为整个

法国的核电工业带来生机。无论

是大公司（阿海珐、阿尔斯通）

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设备生产

商还是技术维护业，都是受益

者。法中电力协会（PFCE）目前

有86家法国企业组成。他们都在

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自PFCE

成立以来，这些法国企业的在华

营业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5亿欧

元，并在法国本土创造了2000个

职位。

Michel Bassi

翻译：王洁

énErgiE

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

工业的重心。目前，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核

电市场。在这个非凡的发展过程

中，法国电力为中国的核电事业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国电

力将其倡导的核电模式成功引入

中国，并帮助法国的中小企业在

中国的核电市场中找到位置。马

识路是法电集团的二把手、执行

董事会成员，也是集团的中国元

老，他领导法电在中国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

区域杂志：法国电力是什么时候

进入中国的？

马识路：故事从1983年开始，

中国政府计划建造一座核电站。

项目组在进行了全球考察之后，

最终选定了法国的压水堆技术。

更重要的是，中方决定学习法国

的“建造－安装－运营”一体

化，以便明确电站运营方的全权

责任。这和国际上通行的“交钥

匙”做法很不一样。法国模式中

由电站运营方设计、建造电站，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真正掌

握了核电技术、对电站了如指掌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持久安全的

运营。

    第一个电站就建在广东大亚

湾。在和中广核的合作中，法国

电力主要负责项目设计、并提供

总体架构、工程建设的指导。在

供应商合同谈判方面，负责和法

玛通（今阿海珐）签订了核岛合

同及和GEC（今阿尔斯通）签订

了常规岛的合同。法电还负责培

训中国工程师。 

区域杂志：法国电力是如何迎合

这些需求的？

马识路：我们还是相当谨慎的。

法国电力先期派遣的15人团队首

先负责谈判我们在这项大工程中

的承担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第一

次输出我们的技术，并且是去到

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可以说

是放开一搏了。大亚湾项目是工

业实践，但也是法国和中国人文

和文化的交流：法方为中方超强

的适应能力所折服。双方共同迎

接挑战，共同进步。150个中国

人和30个法国外派专家构成的工

程师队伍很快成长起来，并围绕

着项目形成了一条包括中小核电

企业的产业链：共有400名法国

外派专家驻扎在工地，其中100

名是法电的外派。

区域杂志：当时你们的使命是什

么？

马识路：是要推广法国电力、主

供应商（阿海珐和阿尔斯通），

和法国其他相关的核电中小企

业。同中广核分享我们的标准模

式体系和运作经验，帮助中广核

建立一套适应中国的标准模式。

本着分享的精神，以大亚湾为起

点，双方在相互信任中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

    很快，我们的合作范围不再限

于核电：水电方面，得益于我们

的经验，法国电力早在80年代就

帮助中国建造水泵电站。阿尔斯

通为三峡提供涡轮机组。在90年

代，法电也开始介入热电领域，

我们关注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

法电在三门峡和大唐电力共同经

营一家燃煤发电厂，运用的是法

电最尖端的超临界技术。

法国电力

        最大的外国电力商
马识路，法国电力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
与我们分享集团在中国的成功故事。

中国建成的和在建
的40座核反应堆中
有27座采用了法国
模式。 法电在中国的投资

为法国本土的中小
企业贡献了2000个
工作岗位

中国目前有30座在建核电站……
区域杂志：您如何看待法电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马识路：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能

源消费国，可见中国在全球电力市场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有30座在建核电站，也就是说，全世界

每两座在建的核电站中，就有一座在中国。核电

产业的成败，相当一部分取决于中国市场。中国

选择了法国模式并认同我们运营理念，对我们来

说是个好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和法电、

阿海珐一起研制一个新的1000MW的中法反应

堆。这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还促使我们一起去

英国共建两座第三代核电站。法电在中国的运

作，带动了整个法国核电产业链，让我们继续保

持技术和能力的优势，而最终获益的还包括法国

本土核电。

 采访 马识路先生  采访 马识路先生

马识路对《区域杂志》谈法国电力的中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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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维先生首先是历史学家、地

理学家。他也曾当过记者。

今天，他在法国外交部主管法国各

地的对外关系，其中主要包括和中

国的关系。去年十月开始，他开始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

（l’économie circulaire）的研

究。

        他为《区域杂志》（Régions 

Magazine）介绍法国各地与中国

这个大国打交道的策略。

区域杂志：您解释说，中法地方合

作关系的“去集权化”是双管齐

下。首先这是人与人的合作，教

育，可持续发展，地方管理。然

后，这也是寻找新市场的途径，无

论是中国企业在法国的投资还是法

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关于

这一点，我们真的做到 “双赢”了

吗？我们似乎都感到，中国是得益

者...

乐维：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

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夸

张”的代名字。全世界的目光都转

向中国。我们法国的地方区域也要

关注中国，当然，法国的地方预算

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双赢”

这一说法。我想提醒大家不要短

视：首先法国的区域需要扩大在

中国影响力。当罗纳阿尔卑斯大

区的主席楷瀚先生（Jean-Jack 

Queyranne)去北京或上海，他受

到最高规格的待遇！那是对罗纳阿

尔卑斯大区在中国工作的肯定。受

益于大区的不懈努力，该大区有

160家企业在中国落户建立了分支

机构。卢瓦尔河大区也在中国取得

不俗的业绩并且涉及不同行业，比

方说马匹养殖或者水上运动等等。

法国的各地区都结合自身的特点寻

求一个独特的和中国合作的具体模

式。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区域交流

是“双赢”的。

困难，在于中小企业……
   与法国的整体经济情况相关，在

法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十年前，大约有一千一百家登记在

案的，和中国有固定生意往来的中

小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也仅限于

两千家而已。这个发展显然是过于

缓慢了。很多企业因种种原因（可

能是害怕竞争）没有登记。 同样，

中国企业的对外发展也会遇到困

难。有时候，令我们的中小企业感

到欣慰的是，法国有UBIFRANCE

来帮助法国企业出口。他们都可以

获得标准化的帮助包括获得信用贷

款和打通各个环节。而中国企业不

一定都可以得到帮助。

区域杂志：回到第一点，人与人

的交流，您如何看待在中法关系

中重提人权问题？或者您认为我

们需要回避这个问题以取得在中

国的发展？

乐维：在此我要申明两点。我目睹

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人权

状况取得了瞩目的改善。人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包括个

人的自由。如果单纯谈论广义的人

权，我们可以和中国进行开诚布公

的对话。在中国，这样的讨论是持

久的。媒体也加入这个问题的讨

论。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去中国或

者离开中国的考量标准。

       还有一点很重要：五十年来，

法国的大区和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关

系、法国城市和中国城市的关系并

不会受到中法总体关系时冷时热的

影响。通常地方官员在中国都受到

礼遇，即便在中法双方外交关系相

对紧张的阶段。这也是中法加强地

域性交流和交流质量的重要性。

Ph. M.

王洁译

“这就是双赢！”
乐维先生（Jean-Claude Lévy ）在法国外交部主管各地区和中国的
关系。他与我们分享其对两国关系的独到见解。 

乐维在中国。他著有《循环经济：生态危
机？变化的世界、转变的中国》，由国立
高等路桥出版社出版（2009年）。

 采访 乐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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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全球有150000员工，其

业务已经覆盖了170多个国家，

实现高达390亿美金的年销售

额。华为2003年进入法国市场，

如今已在法拥有650名员工。华

为法国技术公司的总经理王业明

可谓业界老将，2004年以来他就

担负起开拓欧洲市场重任。

区域杂志：可否介绍一下华为在

法国的发展概况？

王业明：在法国开展业务是华为

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10年的努力，华为在法国

发展成为一家拥有650名员工

的 企 业 ， 其 中 7 8 ％ 是 本 地 员

工。目前公司总部在巴黎大区的

Boulogne-Billancourt，同时在

Issy-les-Moulineaux，里昂、波

尔多和南特都有分支机构。

区域杂志：华为一直以研发能力

著称……

王业明：华为一向专注研发。其

每年的研发费用至少是年销售额

的10％。公司拥有7万名研发人

员。我们在欧洲有16个研发中

心。今年，我们在法国设立四个

研发中心，其研发方向都是法国

的尖端领域：基础学科（数学）

研发、物联网研发、芯片技术和

设计美学研发。华为可以在法国

招聘到在此领域最优秀的管理人

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区域杂志：你们在法国的运作有

什么特点呢？

王业明：华为来法国，不是简单

地说，我们来“卖设备”了。当

然，我们来是要做生意的，但我

们更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家“全球

企业”，而不是说“国际化”那

么简单。我们有一个更远大的理

想，就是让各地的分公司充分成

长起来，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能

力中心”：这是与当地情况相结

合的“当地能力”，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长期地成长。华为在法

国和本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

搞创新开发，因为只有通过本地

伙伴，我们才能研发出符合本地

需求的产品。我们也努力支持本

地的中小电信企业，这样才能建

立起一个真正的创新产业链。

 比方说，我们和里昂的“La 

Cuisine du Web”（一家支持网

络发展的协会）一起搞了一个竞

赛项目来鼓励创新网络企业的产

业链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华为

在全球来说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

尝试，是我们对创新和科技发展

的承诺。

图文：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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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寻求当地能力增长”

区域杂志：其他中国投资者也要

想扎根法国，您对他们会有什么

建议呢？ 

王业明：我个人觉得，我对法国

要比很多法国人还来得乐观。我

们的法国员工都很有职业精神，

很有能力，对创新也有开放的心

态。他们同时也追求生活质量。

在法国，需要有耐心，不能自以

为是地只讲究中国式经营一味追

求业绩增长。当然，对等的，这

也适用于想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法

国企业。

华为科技法国公司总经理王业明在位于巴黎大区的总部办公室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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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省区的葡萄酒，雅文

邑，鹅肝，油焖鸭，西

梅以及卡苏莱敲开了中

国的大门。在这片拥有13亿人口

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土地上，阿

基坦和南比利牛斯大区正在联手开

办五家法国西南省区特色产品专卖

店。两大区的委员会并不直接投

资，而是由区域政府同专业人士共

同开办的法国西南省区协会出面，

与中国投资方签订协议，由中方负

责建设并管理这些地方产品专卖

店。法国方面，两大区在2013和

2014两年间各投入100万欧元，

由位于波尔多的法中 CHEN DI 伙

伴事务所负责寻找商务合作方。

    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中国

金叶集团投资的第一家专卖店于

2013年7月12日开幕。首块敲门

砖落在了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省

会武汉。武汉市有900万人口，标

致，雪铁龙和雷诺均落户于此。大

量的法国企业外派人员居住在这

里，武汉也已曾举办过波尔多和阿

基坦的葡萄酒节。金叶集团对这家

面积900平方米的店铺以及未来遍

布全省的专柜计划投资共计200万

欧元。新店坐落于城市新区一座砖

面建筑的底层，包括店铺，餐厅和

一间用于推广法国西南省区生活艺

术的展示大厅。

   另两家新店将于2014年7月和

9月在成都开放。成都市有920

万人口，是中国中西部重镇，也

是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森宇集团

将负责这两家店铺，事实上他们

甚至有意在五家专卖店注入高达

1000万欧元的投资。因图卢兹与

成都近邻重庆市互为友好城市，

长期以来，四川和南比利牛斯大

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下一个目标是2015年打入

北京和上海。”阿基坦大区负责

农业和农产品事务的区域委员会

阿基坦和南比利牛斯大区
中国专卖店落成
在法国西南省区的标棋下，阿基坦和南比利牛斯两区联合在中国开
办了地方产品专卖店。2013年7月武汉店胜利开幕。在成都，今年
将有两家新店陆续开张。

下一个目标：北京
和上海！

左图: 武汉法国西南省区专卖店的店面

右图: 武汉店开幕式上的品新活动。

阿基坦和南比利牛斯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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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是信息通讯技术行业的领导者，并成功进驻法国市场。
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说到法国，我比大多数法国人还
来的乐观！”

“我们搞竞赛项目来
刺激完善创新网络企
业的产业链。”

aQuitainE Et miDi-pYrEnEEs



副主席黑诺先生（Jean-Pierre 

Raynaud）说，“我们想先在这

五座城市站稳脚跟。不过未来的

目标是在中国每个大城市都开出

专卖店来。我们或许也可在布鲁

塞尔和伦敦也依照同样的模式进

行发展。”

     就如波尔多葡萄酒，作为第一

批外销品，法国西南省区的产品

在中国早已有销售，尤其是热尔省

的普莱蒙葡萄酒和鹅肝产品。“

不过，我们打算优先帮助那些初

次出口的商户，毕竟大批量的外

销并不容易。”南比利牛斯大区

负责农业和农产品事务的区域委

员会副主席拉巴特先生（Vincent 

Labarthe）解释道。

  武汉新店9个月来订购了21万

欧元的产品，其中70％是葡萄

酒和烈酒。“我们对此很满意，

尽管我们也想推进得更快些，

并对一开始的市场摸索进行一些

纠偏。”拉巴特先生说，“我们

将500种商品压缩到120种以促

进零售。餐厅的主厨原先是中国

人，现在也换成了法国厨师。”

       中国对大约560种性质的产品

要特别征收关税，其中超过半数是

葡萄酒。目前葡萄酒（70％来自

波尔多）和高度酒占有销售额的七

成，因此我们眼下的目标是提高罐

头和成品菜的销售， 这其中，阿

基坦的产品占有2／3的销售。猪

肉产品目前进口仍然受禁，而它们

却是两个大区重要的产品类别，特

别是巴约纳风干火腿。不过此进口

限令5月就将放开。

       成都的新店将有奶酪专柜精彩

登场，并将引进阿基坦的牡蛎和鱼

子酱。法国西南省区的产品在中国

大有前景。“我们将产品品质，精

致生活和友好态度放在第一位。而

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强大，这

只要看看他们拥有的汽车总量就知

道了。”黑诺先生说。产品配有蒙

托邦省普卢弗塔格（Prooftag ）

公司的起泡编码防伪标识。对于饱

受食品安全困扰的这个国家来说，

产品质量就是试金石。当年中国的

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之后，洛特省一

家企业向中国出口了整一个集装箱

的牛奶。“法国对本国食品的优秀

品质推广不够，而中国的消费者们

正在翘首期盼。”拉巴特先生总结

道。

   Laurent Marcaillou

译：邓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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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和高度酒
占去七成销售…

西南省区的标旗到底是什么？
       2012年分别由马尔威先生（Martin Malvy）和
胡赛先生（Alain Rousset）主持的南比利牛斯大区和
阿基坦大区共同开发了西南省区标旗。因两个大区有
大量产品通过共同的质量认证，另外两区还有许多生
产鹅肝，葡萄酒，巴约纳风干火腿，西南农场猪肉等
产品的联合公司，若干农业组织希望通过两区联手对
这些产品进行市场推广。但是，由于国家原产品命名
监控委员会的相关规定，除了鹅肝，鸭肉，猪肉和农
场鸡四类产品以外，“西南省区”不可以作为其它产
品的标签。

     由此，“西南省区”并非品牌，而作为标旗出现在
商品沙龙的推广席上。因出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需要，
又加入了“法国”两字。然而文森－拉巴特表示：“这
个标旗我们依然希望可以逐渐发展成一个品牌。”这一
日，拥有1116种不同产品的260家企业加入了法国西
南省区协会，从此将2个大区的政治和专业组织的力量
整合在一起。协会投放的“法国西南省区有机产品”，
从2013年底起，获得了国家命名许可，从此，30多家
企业的390个有机产品将有权贴上此标签而在市面上亮
相。

拉巴特先生和马尔威先生去年1月7日在图卢兹接待成都代表团

图
片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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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纳阿尔卑斯和中国的

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

纪 。 早 在 1 8 9 5 年 ，

里昂商会首次向中国派驻经济使

团。如今，罗纳阿尔卑斯还是唯

一在上海世博会建设永久性展馆

的法国大区。这座桥头堡，对于

想要在中国设立公司的法国企业

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罗纳

阿尔卑斯是在中国投资的第二大

法国大区，其投资份额占法国对

华总投资的19%。相对应的，

目前有27家中资企业在大区落

户，共提供近2000个工作岗位。

最新入驻罗纳阿尔卑斯的是中

国银行和收购飞机制造商LISA 

Airplanes的MABIAN Dark 

Horse Mining。

里昂直达上海

 今年罗纳阿尔卑斯在大区主

席楷瀚先生（Jean-Jacques 

Queyranne）的支持下，计划在

里昂举办一次高规格的中法经济

论坛。大区在上海建立了罗纳阿

尔卑斯俱乐部，而中方的合作伙

伴也同样在大区成立俱乐部。大

区还将加强与四川省的联系。大

区已经成功地将Camping Indigo

引入四川：去年10月野营营地奠

基仪式标志着法式野营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

 

      这些发展对两地的直行提出了

要求。里昂有望在三四年内直飞

中国。里昂上海航线的开通必将

对两地的频繁交流做出贡献。

119年的特殊关系
罗纳阿尔卑斯和中国有着长久而紧密的联系，
该大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法国排第二位。

罗纳阿尔卑斯在上
海的展厅有利于大
区的发展

     尽管有传言说罗纳阿尔卑斯大区

在上海的展厅会的费用颇高，大区依

然坚持这是大区企业打开通往中国大

门的钥匙。在170个已经成功进入中

国市场的大区企业中，40%是通过

展厅的服务迈出了第一步。目前展厅

面向企业的36个展位中25个已被租

用。在这个发展期，大区承担的展厅

运作费用正在逐步减低。同时，Paul 

Bocuse烹调学校兼餐馆也在大区财

政支持了三年后实现收支平衡。最

后，政府今年将重点在中国推广其支

持的“世界之屋”（des Maisons 

de l’International）项目。该项目

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落户罗纳阿尔卑

斯上海展厅。

Olivier Constant

翻译：王洁

位于上海的罗纳阿尔卑斯展馆

2013年4月，法国外交部长法布尤斯在上海的罗纳阿尔卑斯展馆。

罗纳阿尔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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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6 年 卢 瓦 河 谷 大 区 委

员 会 在 主 席 欧 可 喜 先 生

（Jacques Auxiette）的

带领下，和山东省展开了积极频

繁的合作。山东是中国第三经济大

省，和山东的合作对于大区和中国

的交流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经济

方面。2006年，大区代表处在山

东的港口城市青岛揭幕。八年来，

代表处积极向中国市场推广卢瓦河

谷，大区由此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均

有受益。之后，大区的第二个驻华

代表处在北京设立，并进一步推

动了大区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深入交

往 。

        2012年6月，卢瓦河谷大区决

定在北京的法国商会建立大区办事

处。当时，大区的很多企业都迫切

希望将和中国的合作交流扩展到其

他省份，在首都北京设立办事处可

以更好地把大区影响力覆盖到中国

的其他区域。同时，位于中国的权

力中心，北京办事处可以更好地帮

助大区和其他法国官方机构进行沟

通，诸如大使馆、UBIFRANCE、

法国商会等。

四大领域
       卢瓦河谷大区和山东的交流不

仅限于经济交流，而是力求在各

个领域均有突破和建树。因此，

经济、教育、文化和体育是大区

在华交流的四大领域。

      经济方面：首先，大区长期关

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法律法规变

化，并且热心为大区的企业在华

牵线搭桥；

      其次，为大区的出口企业提供

帮助，从寻找渠道到帮助企业设

立中国办事机构等等；

        另外，通过政府公关和提供专

利知识保护来维护大区企业的利

益。大区办事处和山东省各级政

府机构均发展并保持良好关系。

    最后，通过宣传卢瓦河谷大区，

并与AFII（法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机

构）积极合作，吸引更多的中国投

资者来卢瓦河谷投资。

       教育方面：教育的合作分两

方面，一方面大区支持卢瓦河的

中学和山东的中学积极合作，结

对“姊妹学校”。目前大区内不

少中学都有中文课程，其中有五

所中学和济南、淄博的学校有紧

密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

双方也在加强合作。大区的高校

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留

学生。

       文化方面：卢瓦河谷大区支持

大区的艺术家去中国进行交流。

文化交流是大区提升“软实力”

的有效途径。

      体育交流：卢瓦河谷大区和山

东省共同培养乒乓球和帆船项目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卢瓦河谷从青岛进入
中国
卢瓦河谷：从各个领域寻求突破口，多方
尝试，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策略。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的现代海港城市，有700万人口。

青岛，以其港口地位，成为山东的经济中心。这里

也是中国的旅游胜地和水上运动中心。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水上项目在此举办。

大区主席欧可喜先生到访中国时受

到隆重的接待。

饲马业：进入中国的跳板？
       2007年以来，大区极力支持马匹饲
养业的发展，而在山东，特别是在青岛的
成功是大区进入中国的跳板。2012年大
区再次踏出了关键性一步：在北京的法国
商会设立了驻京代表处。 如今卢瓦河谷大
区的影响力可以更好地覆盖全中国。随着
中国富裕阶层的快速增长，卢瓦河谷的马
匹饲养、兽医、培训和其他与马匹相关的
产业都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

饲马业：进入中国的跳板？

      因为2008奥运会水上项目在青岛的成
功举办，青岛力图将自己建设成中国的“
帆船运动之都”。但中国在此领域的法律
法规还不健全，整个帆船制造业分散且不
规范。Bénéteau，大区的一家水上运动
设备制造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10年进
入青岛市场的。卢瓦河谷在法国的水上设
备工业中占领先地位，大区因此于2011年
参与了青岛的“未来城市”项目竞标。在
UBIFRANCE和法国商会的帮助下，两家
大区的企业（Piriac Diffusion Marine和
Navi-Line）成功地参与了这个项目。

中国的水上运动设备市场在高速发展

       南特港和青岛港的“首次接触”可以
追溯到18世纪。法国第一条远航中国的
商船L’Amphitrite就是在南特卸货，将
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象牙和屏
风等商品带到了法国。

       如今，法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但南
特努力平衡和青岛的货运往来。2012年
南特从青岛的进口量（57,000吨）比上
一年增长了23％；而南特向青岛的出口
量（36,000吨）比上一年增长了105％

。这与大区驻青岛办事处及青岛港驻南特
办事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卢瓦河谷的马匹出口到中国 

港口：传统合作在继续

青岛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卢瓦河谷在青岛
的代表们

       卢瓦河谷大区驻青岛办事处主
任在亚洲生活多年，有着丰富的市
场经验。他带领着一个精通中法文
化的团队，为大区的企业提供各种
服务。无论是需要出口协助，还是
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个性化服务，
办事处为大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
供便利。和大区商会和农委一起，
目前办事处已经帮助超过300家区
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卢瓦河谷大区驻青岛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加尼尔先生（Olivier Garnier）

办事处副主任周女士（Cécile Zhou）

项目主管姚女士（Charlène Yao）

项目助理顾女士（Mathilde Gou)

推广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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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酒卖到中国去

中
国市场竞争激烈。朗

格多克鲁西荣大区自

2007年来在市场推广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法

国南部”（Sud de France）这

个“大品牌”下，大区开始了有创

造性的中国市场开放。当年，大区

委员会领导管理的朗格多克鲁西荣

大区海外之家在上海开幕。这为大

区出口中国的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

推广途径，这也是大区在中国的一

个形象窗口。大区之家为企业和中

国进口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并使得大区的葡萄酒成功地打入了

中国市场。“‘法国南部’这个品

牌对我们来说太重要太宝贵了，这

个品牌的认证使我们的葡萄酒在中

国名声大震”，大区的奥瑞尔酒庄

（Domaines Auriol）的销售总监

蒙特先生（Emmanuel Monte）

告诉我们，因为有了法国南部提供

的销售支持和保障，他们得以成功

地开拓了中国市场。 

销量仅次于波尔多

     得益于大区的支持，2010年

奥瑞尔正式在上海落户并聘用了一

名自愿到上海工作的大区员工。目

前，奥瑞尔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很满

意，公司1400万欧元的年销售额

中有40万来自中国。“大区给予

我们很多帮助，我们的员工可以分

享大区的资源”，蒙特先生说。大

区已经累计了超过了1200个进口

商的信息和大家分享。自2011年

起，朗格多克鲁西荣葡萄酒在中国

的销量突飞猛进，连续三年均仅次

于波尔多葡萄酒。

  2013年，大区出口2500升葡

萄酒到中国，销售额为5600万欧

元。这数据背后是大区海外之家

的六位员工们为大区推广作出的

贡献。中国著名畅销书作家郭敬

明在相继出版《下一站伦敦》、

《下一站台北》之后，成功出版

了新书 《下一站法国南部》。 

Ysis Percq

翻译：王洁

“法国南部”（Sud de France）这个品牌的诞生和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大区葡萄酒在中国的销售。

首先要了解
这个市场
  “法国南部”市场开发总监傅
耶尔先生（François Fourrier）
告诉我们：“大区之家在海外的
设立是为了更接近当地的客户。
这是大区帮助大区企业出口发展
的途径。大区海外之家在中国设
立之前，大区的企业很少来中国
挑战这个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确
实有它的复杂之处。双方文化差
异也很大。通过我们这些年来的
工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成
功地建立了一个进口商网络，了
解了当地市场的需求，这样我们
可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法国南部”在武汉博览会上的展位

奥瑞尔酒庄得益于大区的海外之家，并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朗格多克鲁西荣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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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瓦河谷：

人口

个小省

第5大
法国大区（人口数量）

第5大法国大区
（GDP总量940亿欧元）

第5大法国大区（面积）

第3大农业大区

的居民满意大区生活

学生, 7,000科研人员
150 科学实验室

5大酒标“Muscadet”, 
“Layon”, “Vallée du Loir”, 
“Saumur”和“Anjou”

欧元的财政预算，
其中514,000,000欧元
为投资

法国第三大葡萄酒产区群，共有86个产区，
图为国际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目录的酒庄

这里是大西洋造船厂（现称STX），自1860年来就建造
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图为MSC Preziosa号

125个庄园，8个艺术历史名城，4个自然公
园，2,500公里自行车道。图为Saumur庄园和庄园的
自行车道

450公里海岸线，210公里的沙滩，375
公里的河流，有同时接待140万游客的能力，全年游客
人数约1800万。图为Olonne的沙滩。

推广



勃艮第大区和香港贸易发展局自2010年
以来建立了合作关系。其目的在于推广
两地在经济层面的合作：葡萄酒、旅游

和文化遗产…… 双方合作受到大区工商会、勃艮
第葡萄酒协会和勃艮第旅游局的大力支持。

    在这合作框架下，勃艮第大区于2013年在香
港设立了大区代表处。代表处位于法国驻香港商
会，并负责大区在亚洲的各项工作：

•   帮助勃艮第的中小企业开发亚洲市场

•  推广勃艮第旅游业

•  勃艮第和亚洲的机构在科研、教育、职业培训 
和文化交流领域合作

www.region-bourgogne.fr
Conseil régional de Bourgogne — Page officielle

Alice DESPUJOL

勃艮第
优胜的合作伙伴 香 港

照片由 Alain Doire和勃艮第旅游局提供

勃艮第大区驻香港代表
电话：＋852 22 94 77 96
邮件：adespujol@cr-bourgogne.fr

paYs DE la loirE

卢瓦河谷大区和中国的关系

在近七年来取得了飞速的

发展，尤其是同山东省的合作。

大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高笛

业先生（Jean-Noël Gaultier）
接受了《区域杂志》的采访，向

读者介绍该大区在中法正式建交

50周年之际，和山东省在政府、

经济及文化三方面的合作交流计

划。

区域杂志：大区怎么会选择和山

东缔结合作伙伴关系？

高笛业：由大区主席欧可喜先生

（Jacques Auxiette）牵头，自

2006年起我们大区的河畔拉罗

什（la-Roche-sur-Yon）率先和

中国开展交流。我们发现山东和

我们大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

说，两地都有一些重要的临海城

市，而青岛港和南特港可谓交相

辉映。通过和山东的合作，可以

提升卢瓦河谷在中国的知名度。

区域杂志：这种区域间的合作关

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高笛业：首先是政府层面的。我

们首先确认了这种合作关系的目

的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通过

我们在山东的办事处，大区的五

位代表为双方企业牵线搭桥。

     2006年以来，超过300家企业

通过我们的办事处进入了中国，其

中170家成功地开发了中国市场，

并且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在当地

落户。而我们大区在中国的业务也

在扩张：我们在北京也设立了代表

处，以便更深入中国市场，因为调

查显示有77％的企业已将中国看

作最重要的目标市场。

    文化方面，去年我们邀请了中

国国家交响乐团来参加大区的“

中国艺术节”巡演。

在我们的提议下，两家法语培训

中心（法盟）在山东成立了。而

相应的，2009年孔子学院在昂热

（Angers）设立，成为大区的汉

语中心。

区域杂志：目前有什么精彩的合

作项目？

高笛业：我们的合作领域还包括

体育、教育、餐饮和酒店等等，

甚至还有马术方面的合作。青岛

正在为当地跑马场的建设寻求卢

瓦河谷的技术支持。而我们也希

望借此将我们先进的马匹养殖技

术引进中国。

Chloé Chamouton

翻译：王洁

山东，这么远，又那么近……
卢瓦河谷大区和中国的临海大省山东不断加强联系。
这两地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青岛园艺博览会

                即将开幕
  高笛业告诉我们，今年的青岛园艺博览会将历
时六个月（4月－9月），卢瓦河谷大区的展位有
1500平方米，可以很好地为参观者展示来自昂热
的Végépolys公司的园艺技术和葡萄种植技术。博
览会预计接待1200万参观者，对于卢瓦河谷大区
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推广旅游的好机会。

高迪业先生主管卢瓦河谷大区的国际事务

卢瓦河谷

欧可喜主席带领卢瓦河谷大区代表团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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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久，香槟阿登商会

的“中国俱乐部”拜

访了UBIFRANCE（法

国官方帮助法国企业出口外贸的

组织）的时候，UBIFRANCE中

国事务总监费南德女士（Isabelle 

Fernandez）重申了中国市场的

重要性：“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

市场带来的商机对我们来说是很

关键。我们还需要积极引导我们

的企业。一方面中国很大，市场

情况复杂；另一方面，我们不能

忽视这个预计在2025年左右成为

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

    香槟阿登大区早在几年前就

预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大区于

2010年和四川省签订了经济文化

合作协议，而与其交流最为频繁

的莫过于和其省会城市成都。四

川省有9100万人口，这个大省就

是香槟阿登大区的商业目标。

项目招标

     于是香槟阿登和四川省的合

作在资源分享、文化、教育领域

都开展起来了。2013年，为了

加强双方的商业交流，大区举

行了一个项目招标活动，鼓励双

方的企业走出去。目前，这个活

动在农业和航空后勤都取得了建

树。“目前，有约100家企业被

四川吸引了。四川省是中国‘开

发西部’计划的一部分，因此，

企业去四川投资可得益于简化的

工商手续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香槟阿登商会提到了这点。几周

前，大区的高层代表团拜访了四

川省会成都和其他各地，并和当

地政府深入探讨了加强合作的可

能性，其中包括与当地政府共建

生态社区和产品批发中心。

       费南德女士也提醒大家，进入中

国市场的门槛日益提高，中国市

场本身已经竞争激烈，可能影响

到企业的利润率。UBIFRANCE

认为，法国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准

备——必要的国际化经验、良好

的财政状况和对经销网络的控制

都是在中国成功的必要因素。

Rémy Talarico

翻译：王洁

ÎlE-DE-FrancE

进入法国的大门

 “法国企业在中国还是太腼腆

了。不过如今的中国式转换对它

们来说是难得的大好时机。”巴

黎大区工商会法中交流委员会

负责人白乐麦女士（Xiao Qing 

Pellemele）对此充满热情。她特

别强调“在投入之前，法国企业应

该建立合适的联系渠道。因为一党

制下政党不单负责政治问题，也协

助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弄明白该

敲响哪扇门。”

        为此，法中交流委员会为法国

企业提供信息和培训，以使它们“

在进入中国市场前有备而来”。同

时委员会也为中国企业在法寻找

合作伙伴。“我们在巴黎的顾问团

队将法国企业的要求传递给我们在

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由他们再处

理这些不同的请求，或寻找联系渠

道，或组合安排单独的项目。”白

乐麦解释道，在巴黎， 对于所有

对中国市场抱有兴趣的企业来说， 

组织各类讲座并接待中国代表团的

法中交流委员会无异是一扇窗口。

    另一方面，大区发展署 (ARD)
在上海设有办公室，其主要任务

就是向中国企业宣传将巴黎大区

作为进入法国市场乃至欧洲市场

的大门。同时，大区发展署中国

办公室也帮助巴黎大区的法国中

小型企业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并

进入中国市场。

  “上海和巴黎大区有很多共同

之处。”法国前驻沪总领事，东

方学研究专家马捷利（Thierry 

Mathou）说道，“两个城市在城

市规划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可相互比照。上海仍是一个工业城

市，但有望成为一个服务业中心，

尤其是在金融，商业和文化等领

域。从这个角度上说，上海正在向

巴黎这样的世界级大都市迈进。”

       我们也不应忘记大上海和大巴

黎之间的文化纽带：香榭丽舍大道

和上海的南京路是姐妹街道；大宫

和上海展览中心联系紧密；圣日尔

曼街区则同上海曾经的法租界签订

了友好协议，等等。

Renaud Lambert

译：邓欣南

中国和巴黎大区之间友情深厚，而在经济版图上亦大有可为。

去中国就业
       为鼓励法国青年去中国进行职业发展，巴黎大区委员会开展了一个名
为“北京行动”的实验项目。项目选拔10名年轻的求职者在北京的企业
里进行为期6个月的带薪实习。第一批参选者将在本年内出发。动身前，
他们将接受一系列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培训。回来后，他们将在大区与中
国有关的企业相关的岗位上就职。

52,000 

78
78家中国企业从2003年至2012年在巴黎
大区创造了2233个职位，如中国国航，
中国银行等。

8
中国是巴黎大区第8出口地，
第2进口国。

25,9  
巴黎大区对中国出口总额
25亿9000万欧元。

177 
巴黎大区从中国进口总额177亿欧元。

巴黎大区的中国身影

居住有52000名中国人，包括2841
名管理人员和在法兰西岛各高校注册
的5250名中国学生。

由法国前总理，中国专家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主持“中法互联”大会，法国对中国的出口商

和在法的中国企业领导济济一堂。

卢瓦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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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机缘
对于香槟人来说，加强和中国西南大省四川的合作，
带来了无尽的商机。

糖酒会
    2014年成都糖酒会于2014年
3月28日至3月31日在成都举行，
大区的很多酒商将借此机会在法国
展厅内参展。参展的目的是提高
大区酒类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如

UBIFRANCE所言，此类展会能很
好地提供直接面对需方的平台，提
高企业出访的效率。三天的展会预
计会吸引26万人。

2011年的四川省糖酒会。香槟阿登在这里成功开拓了和四川的合作潜力。

香槟阿登

亿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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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age et pose du dôme de l’EPR à Flamanville

EDF RECRUTE 6 000 COLLABORATEURS PAR AN
Croire au progrès, c’est d’abord se projeter dans l’avenir. 
Chaque année, nous recrutons 6 000 nouveaux collaborateurs 
en France pour renouveler, d’ici à 2020, 30 % de nos effectifs. 

edfrecrute.com 

L’énergie est notre avenir, économisons-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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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奔腾在中国

   “中国人对马匹可谓情深意重，

我们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下诺

曼底主管农业的副主席杜富先生

（Francois Dufour）告诉我们，

大区在马匹养殖方面的优势需要

加强推广。目前，大区养殖九万马

匹，包括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等

各种马术比赛用马，以及用于运力

的普通马匹。大区还建有各种马术

场地用于比赛、训练等。大区和芒

什共同资助在圣洛（Saint-Lô）新

建了一个马匹养殖中心，进一步加

强了大区在该领域的商业化。大区

的Cirale马匹医学影像中心接待了

很多中国兽医和马匹专家。

       下诺曼底和卢瓦河谷这两个

大区于2013年10月在北京设立了

共同代表处。大区不遗余力为区内

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便利。二

月，我们陪同马匹专家和ATOUT 

FRANCE（一家推广法国旅游业

的机构）参加了香港马术障碍赛。

过几个月，世界马术赛又将在香港

举行，这都是我们的机会。

Cécile Margin

王洁 译

下诺曼底，马匹养殖的摇篮。到中国去，
带着我们的优势，去攻克新的市场。

山东，亚洲的“布列塔尼”
   明年，布列塔尼和山东省就要

庆祝彼此友好结盟30周年了。这

项旨在发展“各领域交流和合作”

的友好协议于1985年10月21日

签订。这一东一西相距8800公里

的两地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地处半

岛、相宜的气候、农业大省、海事

发达。当然山东的面积是布列塔尼

的6倍，那里有9300万居民，而

布列塔尼只有340万人口。

 

     开始的合作是在经济领域的。

布列塔尼的农副产品，比方说猪

肉，大量出口中国。后来两国间

的协议和海关协议使得出口手续

更简化了。布列塔尼的动物饲

料公司EVIALIS和肉兔养殖公司

EUROLAP都在山东设立了分公

司。

     布列塔尼和山东新开发的合作

领域包括能源、供水、地产和环

保，布列塔尼对海岸的利用和保护

也吸引了中国伙伴的兴趣。

布列塔尼人爱学中文

     教育领域也起飞了。去年10月

雷恩学院和山东省教委签署了学生

和师资交换的合作协议。布列塔尼

有2000名学中文的学生，在法国

各大区中排名第二。2008年孔子

学院在布列塔尼正式成立，它完美

出色地诠释了雷恩和济南、布赖斯

特和青岛这两对姐妹城市间的友好

情谊。

Benoit Tréhorel

王洁 译

体育合作
  2000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支帆船
队来布列塔尼寻求技术指导。如今合
作仍在继续。山东的水上运动引进了
布列塔尼的技术和装备，其他的交流
项目还包括自行车、越野跑、体操和
网球等等。

bassE-normanDiE

brEtagnE 布列塔尼

雷恩市孔子学院的厨艺课程

杜富副主席（François Dufour）于去年10月出席在

北京的马匹沙龙

布列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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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进步就是关注未来
法国电力位于弗拉芒维尔的EPR核电穹顶

成功起吊安装



为
了发展与中国的合作

关系，勃艮第大区优

先选择了香港这一进

入中国经济金融市场不可绕过的

门户。当然，葡萄酒在合作关系

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

大陆持续快速的增长中，香港作

为商业中转站，已成为世界第8大

勃艮第等级酒品消费地，这一合

作关系还将如何发展呢？有几个

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从2005年至

2009年勃艮第葡萄酒在中国的消

费量增长了107％，而这个数字

从2010年到2014年还有望增长

57％。

    中国与勃艮第的合作还远不止

于此。勃艮第的中小型企业也希望

借此从亚洲市场上获益。此外，这

层合作关系也拉近了双方在学术研

究、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文化等

各个层面上的紧密联系。在旅游方

面，勃艮第大区平均每年吸引了超

过15000名中国观光客。

        为推广勃艮第，我们组织了形

形色色的交流活动，包括2011年

在香港举办的“勃艮第之周”以

及2012年法方举办的“勃艮第欢

迎香港”活动。不仅如此，2013

年5月，借着香港一年一度的“法

国五月节”期间的“迷人的勃艮

第”展览，勃艮第向成千上万的

中国人展示了大区的美食文化、

葡萄酒、区域历史和观光胜地。

通过当地媒体大量的报导、艺术

家项目评比、乐队演出、大企业

高管支持乃至名人现身等等，“

迷人的勃艮第”展览项目取得了

空前的成功，不仅促成了相当一

批商业合同的签订，也为旅游业

打开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今年

五月，勃艮第还将亮相于在香港

举办的葡萄酒博览会，届时大区

的葡萄酒庄代表和旅游业人士均

将露面。

译：邓欣南

bourgognE

 
 En B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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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e Aquitaine de Promotion Agroalimentaire

勃艮第选择了香港
2010年以来，勃艮第和中国的高效率合作关系得益于
该大区的香港代表处。

自2010年以来
 勃艮第大区驻香港代表处于
2013年3月设立。2010年10月
21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勃艮
第大区委员会，勃艮第酒业协会
和大区工商会共同签订了一项框
架性合作协议。由大区委员会出
资设立两个在海外代表勃艮第大
区的驻外职位，而其中一个就在
香港。

香港2013年5月“迷人的勃艮第”展览

香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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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面积：1104平方公里
人口：7173900居民
民族：94.9%华裔，2.1％菲律宾裔，3％
其它族裔
人口密度（2009）：6352人／平方公里
（勃艮第的人口密度为52人／平方公里）
识字率（2003）：92％
语言：粤语、普通话和英语

资料来源：

法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法国外交部

简介

勃艮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