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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公共外交之旅

受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比利时政府的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于

2013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先后访问比利时和法国。代表团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

事长柳传志先生为团长，朱新礼、马蔚华、俞敏洪、刘东华、牛根生、郭广昌、龙

永图、吴建民、许小年等近40名俱乐部成员，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的主

题，与比利时、法国两国的政商学界展开了一系列深度对话。

七天行程中，代表团组织和参与了31 场活动，直接影响近 1000 人，会晤

了欧盟委员会主席、法国总统和比利时首相等政要，参访了葛兰素史克、达索集团、

香奈儿、施耐德电气和巴黎银行等知名企业，联合举办了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并与

HEC商学院、法国参议院和法中委员会等机构举行了交流活动。

为学习国外现代商业发展经验，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同时

探求新的商业合作机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2011年发起国际访问项目，代表团所

到之地遍访最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机构，已成为中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

动之一。截至2013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国际访问代表团已经出访过美国、英国、

比利时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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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菲利普
King Philippe, Kingdom of Belgium
比利时国王

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法国总统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
欧盟委员会主席

埃利奥•迪吕波 
Elio Di Rupo
比利时首相

洛朗•法比尤斯
Laurent Fabius
法国外交部长

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Pierre Moscovici
法国财政部长

华金•阿尔穆尼亚 
Joaquín Almunia
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副主席

主要会晤人士

衮特尔•欧廷格
Günther Oettinger
欧盟能源委员

让•皮埃尔•拉法兰
Jean-Pierre Raffarin
法国参议院副主席、法国前总理、
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廖力强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鲁迪•德莫特
Rudy Demotte
比利时瓦隆大区、
瓦隆-布鲁塞尔联邦首席大臣

让•克洛德•马尔古 
Jean-Claude Marcourt
比利时瓦隆州经济部长

谭对盛
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政界

赛尔日•达索 
Serge Dassault
达索集团总裁

埃尔韦•马舍诺
Hervé Machenaud
法国电力集团集团执行官 

马哲睿
Christophe de Margerie
道达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乐峰
Bruno Lafont
拉法基集团总裁兼总经理

让•保罗•赫特曼
Jean-Paul Herteman
赛峰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赵国华
Jean-Pascal Tricoire
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法中委员会主席

伯纳德•查尔斯
Bernard Charlès
达索系统总裁兼CEO

蒂埃里•布雷东
Thierry Breton
源讯全球董事长兼CEO

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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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瓦兰
Philippe Varin
标致雪铁龙集团首席执行官  

让•劳伦•博纳菲
Jean-Laurent Bonnafé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理查德•利普
Richard Lepeu 
历峰集团联席总裁

克里斯托弗•纳瓦雷 
Christophe Navarre 
酩悦轩尼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亨利•季斯卡•德斯坦
Henri Giscard d’Estaing
地中海俱乐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斯坦尼斯拉斯•德•奎尔齐兹  
Stanislas de Quercize   
卡地亚全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帕斯卡尔•戈隆巴尼
Pascal Colombani 
法雷奥集团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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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朗•高龙
Bertrand Collomb
戴高乐基金会企业俱乐部主席、
拉法基集团荣誉董事长

劳伦斯•帕里佐
Laurence Parisot
法国雇主协会 (MEDEF) 主席

伯纳德•比戈 
Bernard Bigot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伯纳德•韩玛南楚
Bernard Ramanantsoa
巴黎HEC商学院院长

亚诺•德•布瑞松
Arnaud de Bresson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执行主席

大卫•阿皮亚
David Appia
法国国际投资署主席

格扎维耶•马汉
Xavier Marin
法国资本投资基金会主席、创始合伙人

克里斯托夫•勒库迪耶
Christophe Lecourtie
法国企业国际发展局主席

李弥德
Emmanuel Limido
法国新兴企业协会主席

马克•福瑟
Marc Fosseux
戴高乐基金会秘书长

让•贝松
Jean Besson
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

学界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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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法国比利时之行，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共产

生相关媒体报道超过3000 篇次，其中法文报道超过100 篇次，英文报道超过

200 篇次。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主

流媒体对此次企业家代表团法比之行进行了多角度的系列报道。

活动得到了法新社、France 24电视台、法国国家电视一台、二台、五台、法国国际

广播电台、《费加罗报》、《世界报》、《回声报》、《解放报》、《观点周刊》等法

国主流媒体的广泛且正面的报道、在法国本土引起巨大反响。

凤凰卫视、《欧洲时报》、《星岛日报》、《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境外

华语媒体也对此行进行了相关报道。

新浪网、新华网、FT中文网、一财网、欧洲时报和道农网为活动制作了图文并茂、

内容丰富的网络专题，为关注此行的受众提供了全景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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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专题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访问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clubgofr2013/index.shtml 

第四届国际资本论坛
暨中国企业家法国比利时行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zt20.htm

中法企业家巴黎论道
http://www.oushinet.com/p786.aspx 

2013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之行

http://www.ftchinese.com/topic/entrepreneurial.html 

中国企业家法比行
http://www.yicai.com/show_topic/2800176/ 

企业家法比行
http://fr2013.daon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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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行团员手记

团员手记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FT中文网、新华网和新浪网等媒体平台。

程虹：我的团长我的团

这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第三次国际访问，

目的地是比利时和法国。

理事和顾问有四十人参加这次活动，是历史

新高，稍稍有点出人意料。俱乐部员工们被这个

数字鼓励着，乐在其中。更有趣的是，我们之前

访问过的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个数字，

颇有羡慕之意，反馈回来两个问题：一，为什么

那么多人去法国比利时？二，什么时候能再回美

国和英国？

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走下去，每年一站，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回头路。但为什么要这么一直

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每年都在

想，每年都能找到新的答案。记得去美国的时

候，我们只想着如何成行，我们“空想”了一张

亮眼的访问计划，就像彼岸的果实，看得见，但

不知道怎么过河摘果子，于是在此岸想尽办法。

等到次年去英国，事情变得容易许多，有不少对

岸的人能看到我们，回应我们，甚至主动来邀约

我们。今年的出访，我们已经不仅仅兴奋于法国

总统奥朗德的邀请，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

和王储菲利普王子的款待，以及欧盟主席巴罗佐

在努力协调时间之后确认了跟代表团的见面。盛

宴接踵而至，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说这是必然，

他多年以前就看到了。我兴奋的是，盛宴上被盛

情邀请的四十个人，今天又一起整装出发了。

有人说，这个团代表着中国的一张面孔，

干净、清爽、真实。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跟

很多西方人士交流，有两点颇感意外：一是西方对

中国企业家所知甚少，二是西方对中国企业家热情

甚高。大多西方人只知道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

的宏观故事。但这个宏观叙事的背后，是怎样一群

人，经历过怎样的奋斗过程和成长经历则很少为外

界所知。当我讲述一些在国内耳熟能详的创业故事

的时候，我对面的眼神总是充满好奇和追问。减少

信息不对称，用大家最擅长、默契的方式去合作，

正是俱乐部国际访问的目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能赢得一些认同甚至赞誉，都将是我们的惊

喜，是我们国际访问的巨大附加值。

动身之前，心里的不安还是老样子：行程又被

填满了，还出现了平行活动，未来一周我们将出席

30场活动，又是一次高密度的工作旅程。我在俱乐

部的组织使命里找到一个“借口”，因为我们是有

使命的一群人，更有责任在肩。我们必须要去做一

些对中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帮助的事，我们

已经走了很远，只能探索式地继续走在最前面。

今年的访问团算上随行及家庭成员，一共有70位

嘉宾，算上工作团队，我们是一支近百人的队伍。

项目的筹备得到了法国、比利时和欧盟驻中国

大使馆的支持；更大的支持来自中国外交部以及中

国驻法国、比利时使馆。还有柳传志理事长、俞敏

洪、朱新礼、吴建民、郭广昌、王文京、田溯宁等

各位俱乐部家人，大家或者亲力亲为拜访使馆，拜

访合作伙伴，或者提供资源链接，帮助我们建立渠

道关系。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得到来自

每个人的帮助，哪怕只是一个关心的询问，哪怕只

是亲临参与行程，都是贡献和支持。

今天，我们启程，去往一个浪漫的地方，让我们

再稍稍带上一点浪漫的情怀。夏华说过一句话，说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任务是创造温暖和信任，这是当今

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那就这样吧：让我们在访问团

里创造更多温暖，让我们跟世界建立更多信任。

走啦！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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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商机

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法国、比

利时之行在这个

夏季如期成行，

我由衷地感到高

兴。国际访问已

经 连 续 开 展 三

年，前两年去了美国和英国，今年是法国和比利

时。我们将借此机会拜会老朋友，认识新伙伴，创

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我们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团，代表

了中国领先的各行各业的企业，我们到欧洲来，目

的就是了解欧洲的商业环境、学习契约精神，同时

也是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向世界展示真实面貌的好机

会，当然，更重要的是发现投资机会。

目前不仅欧洲经济不景气，中国企业的日子也

不好过。在这种时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联合

起来共同寻找出路。而企业组团国际访问有助于欧

盟国家增强对中国企业的了解。6月25日上午我们

访问欧盟总部、对话欧盟官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

到，欧盟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并不了解，甚至不能

分清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

的特点更是知之甚少。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会面时，我告诉他，在座的纯粹是民营企业，欧盟

与欧洲国家应该格外重视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他

们占中国GDP的60%以上，解决就业占据了80%，

是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重大动力之一。我们来欧洲是来了解学习契约精神

和新商业文明，我们在寻求更真实的商业合作。

由于此次访问比利时的时间只有两天时间，首

要目的是“认认路和认认人”，初步了解情况；尽

管法国访问相比稍长，但也只是个开头。本次访问

结束后，其实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家企业的

相关负责人还会再度造访法国、比利时，将投资、

合作的事宜切实落地。目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已

经有10家投资性的企业结成了合作同盟，为进一步

投资法国、比利时打好了基础。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企业家也面临着因不确

定因素而带来的压力：一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新一

届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这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发

展。金融、城镇化政策都会对我们的何去何从产生

重大影响。二是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现在美

国的情况相对稳定，但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都

不稳定，汇率等问题都会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直

接影响。三是新商业模式、高新技术的出现对我们

的影响。例如电子商务的发展，去年阿里巴巴一年

的交易额超过了1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

们成长得如此快，让我们这些传统行业开始重新思

考，如何发展、营销，这些都会对我们制定企业的

发展战略产生影响。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与海外企业合作，一定

是我们要采取的模式之一。几年前，联想并购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时，他们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并购后，由于有中国市场做基础，我们在世界各国

都做得非常好。新公司不仅营业额翻倍提升并逐渐

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联想在欧洲各地的分公司

顺利实现了高管人士“本土化”。在这种情况下，

联想位于欧洲各地的分公司，依然能够很好地执行

总部的发展战略。同时，他们也赢得了当地雇员的

认可与尊敬。这说明世界有可能产生矛盾，也可能

产生互补。

我们结束了在比利时的访问，来到法国，通

过访问，我们已经清楚掌握了一些欧洲企业的特

点和优势。比利时有好的技术和品牌等中国没有

的优势，而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和制造优势，而这

些是比利时所缺乏的，我们希望能找到合作的商

机，以资本为纽带，使双方能够形成优势互补。

希望这样做能结出好的果实，让欧洲、中国的企

业都能有所发展。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

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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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着一种叙旧的心绪重返布鲁塞尔

的。十几年前，我的腰包里不鼓，来到了比利时

后精打细算，从口中喉头掏出钱来买礼物。七大

姑八大姨的都得去考虑到。想到天亮，结果买了

一大堆巧克力。倒也好，回国后老少皆宜，男女

通吃，讨了大巧。

这一次，乘坐海航陈峰的新机型A330-300

于北京凌晨起飞，舱位舒服，空少空姐文雅伶

俐。海外各国跑的多了，没什么异乡他国的兴

奋，一睁眼就降落了。当然了，布鲁塞尔尚在晨

梦中，一切安静、干净的令人不忍高声。

这是6月23日，周日，这一天，主要是忙着

吃喝。午宴令人难忘，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廖先生儒雅精干，早早的到机场迎候，中午

又积极协商，天鹅之家餐厅打破周日不营业限

制，热情迎客。吃的饱，喝的好，宾主也聊得有

劲。但是，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坐的是马克思当年

坐的椅子，整个餐厅闻起来都带着《共产党宣

言》的味道。没有想象的那么激动，但毕竟大多

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大家纷纷照相留念。冯仑

开讲了许多轶事，令人侧耳倾听，才发现他还

是党史野史研究专家。

晚上是比利时首相请客，他随随便便的

轻车简从而来。我留了心观察，现场也就两个

警察，没有什么安检门，也没有什么清场查包

的保安措施。他亲和的如此简单，以至于演讲

时，屋子里有人三三两两的低声细语，应该算

是失礼了。但反过来讲，可能是这种异常平等

的气氛令人们放松了吧。

到葛兰素史克公司参观时大家大吃一惊，

居然有警车、摩托在前面开道，问了才知道是

这家公司申请的，心中十分感慨，也十分感

动。国家富强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成了世界的

香饽饽。就冲这，我们以后还得加劲儿干，努

力拼搏。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说明了我们的

发展是有历史成果的，是不枉一番努力的。

见巴罗佐，令人难忘。政治领袖气质，

坦率机智。我们提问回答，他一一作答。他告

诉大家：“你们提问题很开放，为此，我要谢

谢你们，因为这给了我一个坦率回答问题和对

话的机会。”当然，问题不外是涉及到贸易制

裁，市场准入以及税率等。但巴罗佐先生深入

浅出，平等相待，说的大家又舒心又迷糊，搞

不懂该赞同还是该反对，可见他魅力一斑。总

之，讨人喜欢，令人尊敬。一句话，所有人都

同意他是欧盟当之无愧的主席，是想与中国和

谐相处的领导人。约定的半个小时的会谈，巴

罗佐先生谈兴高涨，超过一个小时才作罢。会

谈中，欣赏之余，我品尝了一粒巧克力，真香

真甜，不愧是比利时，不愧是欧盟，不愧是巴

罗佐。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黄怒波

巴罗佐的巧克力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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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的公共外交

6月23日-27日，我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

团，先后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这是我第三次陪同他

们出国访问。访问时间虽短，但日程安排的很紧凑。

我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是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上升。

中国与世界交往越来越多，但总的看，世界对中

国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状况更不

了解。

过去三年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三次出国

访问，官方的接待规格越来越高。2011年访问美国

时，美国商务部长会见了代表团。2012年访问英国

时，英国首相卡梅隆礼节性地会见了代表团，英国工

贸大臣与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而这一次，规格是最高

的。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首

相迪吕波先后会见了代表团。在法国，总统奥朗德和

外长法比尤斯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并回答了他们的提

问。欧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首相和法国总统和外交

部长专门会见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这在历史上可能还

是第一次。

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三十多年

前，中国没有民营企业。而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占到

我国经济总量的60%，创造80%的就业机会，是中

国经济生活中一支积极的、富有生气的、创新能力很

强的力量。

欧洲高层领导如此重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绝非偶然。中国正在崛起，并且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

心，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这次民营企业

家代表团访问欧洲所受到的待遇正是世界对中国重视

程度上升的表现。

第二是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支不可或缺

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这次出访比利时和法

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中欧关

系取得了巨大进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另一方面中

欧经贸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分歧和摩擦。

中欧双方围绕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

反倾销税一事的争论，是近期以来双方最大的贸易

摩擦。企业家们在会见巴罗佐主席和欧盟委员会高

层官员时，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强调

中国从事光伏产业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征收反

倾销税将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巴罗佐主席和欧盟高级官员认真听取了民营企

业家们的意见，表示欧盟方面也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反对打贸易战，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

伤。目前，欧洲方面正在与中国对话，希望能达成

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黄怒波先生向欧盟方面介绍了他去冰岛投资受

阻，引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他说：“我是一个商

人，我去冰岛投资，为了使我的公司有新的发展，

同时这也有利于冰岛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但是有人很害怕，把商业政治化。我不知道他们怕

什么？”

今天在欧洲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中国担心、忧虑

乃至恐惧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还比较普遍。民营

企业家们在访问欧洲期间，针对这种情绪，利用各

种机会，对欧洲的政界、企业界、舆论界开展了广

泛的工作。他们强调，他们来欧洲是要寻找合作的

机会，实现互利共赢。因为只有互利共赢，双方的

合作才能持久。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广昌现身说法，介绍了复星集团参股地中海俱乐部

的情况，确实相得益彰，双方都很满意。这个案例

是很有说服力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会见我们时，

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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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的公共外交

高度评价了这一案例。奥朗德在对第四届国际资本

峰会的讲话中，强调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意义，希望

今后中法之间有更多的类似的合作项目。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代表团时，我指出了，

欧洲人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恐惧。恐惧像一堵墙，遮

住了人们的视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双方要共同

努力，克服这种恐惧的情绪。我在接受法国欧洲电

视一台著名记者夏博的采访时，也强调，恐惧中国

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大发展，我们的

发展是开放的发展，是合作的发展，是与世界分享

我们经济增长成果的发展。夏博同意我的看法，认

为不应当害怕中国。

许多中国人喜欢法国文化，希望到法国去旅游。

但是，在法国袭击中国旅游者的事件在增多，治安不

好，成为阻碍中国人去法国旅游的一大障碍。在会见

法国总统奥朗德时，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在法国当

大使期间，我本人就曾经遭受过袭击。我离开法国已

经十年了，但法国的治安状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

糟了。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和他们的亲朋

好友都曾经遭受过袭击。然而，两国在旅游领域合作

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境旅游的人数在

上升，去年中国出境的人数高达8300万人，估计很

快会突破1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来法国。”

奥朗德总统表示他十分重视中国旅游者在法国的

安全问题，他已经要求有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保证中国旅游者的安全。过去卢浮宫里的安全由保

安负责，现在已经派了警察进去了，袭击旅游者的情

况大为减少。

第三是中欧经贸合作机遇很多。

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依然在欧洲，法国

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欧洲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不容

忽视的。但是，欧洲有困难绝不等于中欧合作没有

机遇，恰恰相反，存在着大量的机遇。欧洲是工业

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很强。欧

洲不仅有许多优秀的大公司，而且也有大量的掌握

着尖端技术的中小企业。中欧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

强，欧洲的食品工业发达，食品安全做得很好，有

着许多全球知名的品牌，医疗设备和制药产业位居

全球前列。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另一方

面，欧洲由于金融危机的困扰，许多企业由于缺乏

资金，处境十分困难。中方的优势主要在于资金和

市场，而这又是欧洲急需的。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这次访问欧洲是有备

而去的。柳传志团长一再强调，要在中欧双方互补的

基础上开展合作，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代表团此

行已经发现了一些有潜力的合作机遇。

中欧金融合作是一个有待开发、大有作为的新领

域。在欧元区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欧元，

欧方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代表

团说：“巴黎愿意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场

所。”中国支持欧元，欧洲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这不

仅是互利的，而且符合世界走向多极的潮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的一些担心、忧虑

乃至恐惧的情绪的产生可能是必然的。消除忧虑、担

心和恐惧的情绪，必定会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

世界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巨大

的。我们需要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一个真

实的中国是多层面的。我三次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代表团出国访问的实践，使我深切的感受到，民营企

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企业家

谈话没有套话，直截了当地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

感受和体会，西方人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当然会帮

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

团访问比利时和法国，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基本上

没有负面的。这种现象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总之，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组团出国访问是一举

多得的，既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增进世界对中国的

了解，又为企业家们的事业开拓了新的天地。这确实

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世界的好事。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法大使  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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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法兰西

夕阳下的巴黎塞纳河缓缓流淌，蓝天上的云

朵与埃菲尔铁塔倒映在柔柔的波光里，典雅宽敞

的巴黎号游艇在河里平稳地行驶，我和中国企业

家俱乐部的理事们在这里与上百名巴黎工商界们

共享“复星之夜”，美酒音乐相伴欢歌笑语，我

们陶醉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巴黎夜色里。

第一次到巴黎，是1997年夏天以游客的身

份，满脑充斥着卢浮宫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巴

黎圣母院悠长的钟声以及香榭丽舍大道两边一望

无际的咖啡座，临走时在机场候机室看到电视里

播出戴安娜王妃车祸香消玉殒的画面。巴黎浪漫

迷人，又充满致命诱惑。

2005年春天，我再次来到巴黎，以32届美洲

杯帆船赛中国之队创始人与董事长的身份，宣布

收购法国著名的挑战者（Le Defi）游艇俱乐部，

改组成中国之队管理公司，成为150多年来美洲

杯帆船赛的第一支中国参赛队。骄傲、自尊、头

顶贵族头衔的法国船队老板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对世界航海界的先驱郑和充满敬意，在把船队主

帆上法国国旗改成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执意要在

中国之队大型标识下写上“支持者--挑战者游艇

会”。

三月八号那一天，我们中国之队收购法国俱乐

部并首次成为美洲杯挑战者的新闻和大幅照片占据

了法国主要媒体的大幅版面。“来自中国航海

者--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展现中国人探索、

团队精神与追求品味”等溢美之词不绝如耳。

作为世界高端品牌最喜爱的赛事推广平台，中

国之队也成为众多法国品牌的合作伙伴，多次

成为路易威登家族、达索家族的座上宾。中国

之队的赛况也成为法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2007年萨科齐总统访华期间，我荣幸地和他共

进晚餐，被法中商会和法国精品协会誉为对中

法商业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企业家。

这次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和其他

三十多位企业家一起重访巴黎，对法国又有了

更深的印象。如果说美洲杯中国之队和法国企

业界合作只是一个点，那么这次中国企业家代

表团则全面地展现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实力和

合作诚意，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家和法国企业

界将有更深入广泛的合作。在几天的拜访中，

我们不仅受到奥朗德总统和工商政界的热情接

待，同时也拜访了达索、施耐德电气、卡地

亚、香奈儿等公司，从航天航空、核能电气到

时尚奢侈品牌，法国展现了从严谨高端的科技

到历史悠久、充满创意的消费品牌不同的产业

竞争力，以及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实现双赢的合

作前景。

临走之前，我在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的办公

室和黄怒波、牛根生、夏华、张醒生等几位访

问团的中国企业家们一起成为拉法兰总理发起

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也代表了我们与

央视合资成立的中视环球汽车赛事管理公司聘

请了法国最负盛名的赛车专家、前巴黎-达喀

尔拉力赛组委会主席奥利奥尔先生加盟中国汽

车拉力赛，成为首席专家。继中法在美洲杯航

海运动扬帆远航后，我们期待中法企业将在万

里丝绸之路上高奏凯歌，为发展中国的西部经

济作出新的贡献！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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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受的欧洲之“变”

我个人在80年代初在船上和中外运公司工作时经

常来欧洲，几乎走遍了欧洲所有大城市和主要港口，

而且1985年曾经在德国的不莱梅港口学习进修了3个

月。然而近些年由于公司的业务主要聚焦在亚洲地

区，所以很少来欧洲。这次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再次

访问比利时和法国时，情不自禁地、自然而然地又与

我之前来欧洲的经历进行对比，深感反差之大，变化

巨大。难道真的印证了国人常说的“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际上也只有不到二十年

的时间，让我们真实体会到了中国的发展和巨变。感

触到的反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态度：

以前与欧洲人打交道，感觉欧洲人把自己看成

上等人，他们心高气傲，尤其是对中国人明显的持

有轻蔑、瞧不起的态度。而这次访问期间，我们会

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首相迪吕波、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处长法比尤斯等各界政要，参访

了达索集团、香奈儿、施耐德电气和巴黎银行等知

名企业。感觉到的是无论总统、企业家还是百姓都

如此诚恳、如此热情，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中

国的民营企业非常尊重又态度谦和。尤其印象深的

是到葛兰素史克公司参访的路上，这家企业为了保

证代表团不误下一站去巴黎的火车，竟然警车开

道，全程警察便衣保护，真是让人感触颇深。正如

欧盟主席在会晤代表团时所说，此次欧洲是以开

放、建设的姿态来与中国交流。而拉法兰则说，尊

重中国是中法合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二、气度：

以前有很多机会，陪同各级政府和商务代表团访问

欧洲，在活动中就感触到欧洲人略带傲气的气度、衣

着讲究、风度翩翩，还有谈吐不凡的演讲。而这次的

参访活动，无论是与高级别政要的官方会晤还是知名

企业的参访，反而最让我感慨的是，以柳传志理事长

为首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演讲者们，他们在演讲和

对话过程中，充满激情、风趣幽默、简洁真实、直奔

主题，而且大小数十次演讲全部都是脱稿，无论在风

度上还是气势上完全盖过了有时还拿着稿子念的欧洲

人，充分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魅力。我不禁想，

若在西方的话，他们估计个个有资格竞选总统。

三、招商：

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重点工作都是

想方设法招商引资，为了吸引外资更是提供出各种优惠

和便利条件。本以为热衷于招商引资是我们发展中国家

的专利，而在这次会晤期间，欧洲各路政要反而利用各

种机会和场合来吸引中国投资，演讲推介、企业参观和

社交宴请，在招商形式和方法上与我们当年如出一辙，

我一边观察，一边对比，一边感慨。

四、差距：

这次访问我们得到了如此高的关注和尊重，这也是

我们作为中国人而为之而骄傲的。虽然欧洲经济目前

面临困境，但它毕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食品、

医疗设备、制药产业方面还是位居全球前列，而在

文化、品牌、科技、环保、精密制造等方面也值得我

们中国企业学习，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寻找互补的机

会。这是一次务实、精彩的访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帮助我们架起了公共外交的平台，深化了中欧间的学

习和交流，同时也明确了中方联络人和投资平台，为

中欧企业的进一步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们是航运物流企业，也非常愿意能在航运物流领

域拓展业务、通过不断寻找互补的合作来优化自己，利

用他们的科技、专业水平和系统，与中国市场相结合，

利用中国的网络与他们连接、互动合作。同时也祝愿中

欧之间会由此建立更高的平台，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杨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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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行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16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民间经济外交对中国很重要

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机构，成

员都是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希望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化，弘扬商业正

气，去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才会每年拿出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组团

开展国际访问活动。

这次我们访问法国和比利时，为期8天，是受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比利时

政府的邀请，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又一次基于“学习、对话和合作”的访问。俱乐部的国际访问已经成为中国具有代

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此次不仅肩负着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群体风貌的

重任，同时，此行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寻找好的商业机会。我们对于法国，比利

时的奢侈品、消费品、IT、农业领域都非常关注，有些企业甚至已经在欧洲投资取得

了很大进展，这对于中欧关系发展都起到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以前“走出去”战略的主角一直是国有企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民企走出去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我们这次访问能受到法国总统、比利

时首相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接见，就足以反映欧洲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视，也可

算我们外交活动的一段佳话。

说起民间外交，历来是我们国家外交领域的一大特色。冷战时期著名的“乒乓外

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是民间外交一个典型例子。新世纪以来，我们不再面临

上个世纪的外交艰难，大国之间的外交议题更多的开始围绕经贸关系。中国的经济增

长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这为民间外交，特别是民营企业

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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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的民间外交提供了更大的发挥能量的舞

台。而民营企业家与国外政治家、学者和企业家

等社会各界的对话和会晤，则已经超越民间外交

的范畴，用我们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先生的话说，

是“公共外交”了。

作为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践行者，我们在

从事外交活动时“话语权”有时更大。很多政府

间官方交往时基于各种敏感因素的考虑，不适宜

公开表露的观点和意见，在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嘴

巴里却可以以半开玩笑的方式直接表达，“在商

言商”嘛。况且我们的声音是属于来自“市场”

的声音，这也是各国政治家们都喜欢倾听的重要

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

他们“听进去”。比如这次在欧洲访问期间，我

就欧盟对航空业征收碳排放税的问题表达了自

己作为一名普通中国商业界人士的看法。在我看

来，这种不论国情如何一概统一征收标准的做法

就像是富人邀请穷人一起吃他们平时吃不起的

饭，但买单时候却要求大家AA制。当下，很多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居民还仅满足温饱在奔小

康的路上，而欧洲大部分国家居民却早就进入了

追求自我享受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阶段。大家处于

马斯洛需求的不同层面上，认识问题和考虑问题

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此时欧洲国家有能力为环

境保护承担更多的义务，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温

饱还没解决的前提下去承担相同程度的义务，未

免不够公平。我在和欧盟高级别官员的茶会中表

述了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善意的回应。我觉得

这样沟通的效果比在正式场合咄咄逼人的互相指

责可能会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探讨空间。

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经济外

交，为此在具体做法上也需要与国际接轨。我

们应该继续加强行业协会等组织建设并使之市

场化、民间化和去行政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

间行业公会或商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他们在外交渠道上及时对本国行业产生影响

力和保护性。这样在涉及跨国、跨地区的商业

纷争时，中国大可不必动辄以国家商务部、外

交部的层面为本国企业争取权益，而应让各行

业组织“施展拳脚”，与国外的同业机构展开

激烈辩论，让他们就贸易争端的条款先行平衡

彼此利益，作为各自国家层面则尽量扮演“共

同裁判员”的角色，这样有了一层缓冲，会有

利于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至于因为一些小

的贸易争端而破坏了国家间关系的大局。

对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我则建

议多邀请他们的官方机构和人员来中国访问

交流，以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但这种访问不应再局限于北京、上海等发达

地区，我建议多让他们走走中国的中西部，

我甚至建议可以将一些国际性会议放在中西

部的二线城市召开，让他们深入认识到中国

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事实。这对于“中国崛起威胁论”等都

会有很好的退烧作用。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当在对

外交流与交往中时刻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

统文化，更好的感悟中华文明的精髓，让其他

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更好更快的理解中国，理解

中国文化。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
均瑶集团总裁 王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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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力量

入夜，外面的雨点忽大忽小的敲着窗户。平时也

很晚入睡，但今天好像完全没有睡意，不知是因为才

从法国回来时差作怪，还是因为刚刚结束的国际访问

给我留下太多想要细细品味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旅行，从前总是再忙都要自己一个人

出去走走，去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去发现所有美的东

西。作为一个经营时尚产业20年的女性，我对所有

美的事物都是零抵抗力。随着岁月不断的累积，现在

的我更愿意放慢脚步去和朋友、家人们一同旅行，那

种做伴的感觉以及他们从不同视角带给我看世界的新

鲜体验都让我感到更加快乐和幸福，当然还有美妙的

灵感。

当我得知今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国际访问选定

在法国，想着四十位好朋友一起前往这个美妙的国

度，我立刻兴奋起来，早早便把一切打理好，等待出

法比行团员手记

发。我总说，法国对于我们来说不该只是一个

国家的名称！想想你走在巴黎街头，女人们精

致的妆容，男人们得体的穿着，带着浓重鼻音

的浪漫法语，抱着长长法式面包棍边走边留下

优雅姿态和香水味道的主妇们，那是一个可以

满足一位女性一生所有关于浪漫想象的地方！ 

记得那天在大巴车上，俱乐部的纯爷们

儿们在闲聊第二天要走访的两家公司香奈儿

和施耐德，我也忍不住加入了话题－－“不

在巴黎住上个把月，你就无法读懂法国女人

的浪漫。而不走进香奈儿，你就无法体会有

一种力量叫优雅！”。我这一句话，让我的

朋友们都望向了我，坐在我身边的田溯宁更

是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并认真向我问起

关于香奈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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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人眼中，香奈儿是那淡雅的双C标

志，柔软质地的精致背包，脱口而出的香奈儿5

号。当然还有昂贵的价格！而对我这个时尚产业的

女性从业者来说，那是一个女人用尽全力，忠于自

我，骄傲的走在时尚大道上的一个传奇！

尽管之前对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有所了解，但

是在参观香奈儿私人工作室的时候，我还是抱着强

烈的好奇心。作为重要的时尚发源地，它为香奈儿

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设计灵感，经典的香奈儿符号、

设计和风格均诞生于此处。

带着朝圣者的虔诚，我迈入康朋街31号，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香奈儿女士寓所著名的镜梯，相较

于寓所华丽的巴洛克风格，镜梯设计是截然不同的

风格。据说当年每季时装发布的时候，香奈儿女士

就是坐在三层的楼梯上, 通过镜梯的映射观察着楼

下客人的反应及发布会的每个细节。这座镜梯见证

了永恒的香奈儿风格，就如同她所设计过的服装一

般，超越了生命极限的美妙简约，以及那无懈可击

的得体优雅。沿着优雅盘旋的镜梯，我走进这座近

似梦幻的巴洛克风格的公寓。金色的元素贯穿了整

个空间，从玻璃桌支架所呈现的一簇金色麦穗的完

整形态，到餐厅随处可见金光熠熠的扇贝托盘、金

樽烟灰缸、金狮雕饰，各式金色镂空雕漆的花饰或

精致奢华的摆件，再到漆木屏风上目眩神迷的金黄

色花鸟鱼虫、亭台楼阁、山水人物。

另一方面，大块面积的白色则让这个饱含历

史感的寓所变得简洁明快，充满现代主义的浪

漫气质。从白色缎面的安乐椅，随处可见的白晃

晃镜面和璀璨水晶吊灯，到书房山茶花造型的水

晶烛台，客厅白色窗帘和白色灯罩，再到餐厅八

张路易十六时期的米白色麂皮座椅，无一不体现

着主人绝佳的审美品位。东方、西方、现代、古

典，各种风格迥异的物件却被她用匠心巧手营造

出一种独特的融洽感。

公寓里反复出现的的双C、山茶花、狮子、彗

星等经典香奈儿标志，营造着神秘的格调，仿佛时

空交错一般。我脑海中不断浮现着香奈儿女士在

这间公寓中的一幅幅画面：她与艺术家好友们畅

所欲言、高谈阔论时的投入；她一丝不苟地在模

特身上缝制衣服时的专注；她接受采访、发表时

尚言论时的高傲；她无数个深夜为创作而失眠的

孤独。

她用自己的人生将“优雅”诠释到极致，她

用生命去追求独立和自由，并贯穿于每件设计

中。这奠定了香奈儿品牌的设计理念，并沉淀为

品牌精神和文化。香奈儿女士通过时装设计，推

动了一个时代朝着自己的形象前进，由身体解放

进引发女性思想的解放，让女人从此不再是男人

的附属品，成为独立思考敢于表达勇于追求自由

的真正个体。她向世人展示，物质化的时装可以

抽象为精神上的文化符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甚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

“流行稍纵即逝，唯有风格永存”，香奈儿

女士以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和简洁舒适的神往铸造

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传世的经典。时至今日，

“香奈儿”三字所代表的含义，已远远超过服

饰，以其超越时空的文化内涵，塑造了无可替代

的品牌价值。

其实，时尚品牌的价值不在于其引领了多少

时尚，而在于人人都能从该品牌中成就自己的

时尚。

小到一支山茶花，大到一条小黑裙，每个

人都能在香奈儿的装扮中自成一派风景，《the 

Little Black Jacket》影展便是最好的诠释，一件

小黑外套，百种独特气质。

“我径自走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虽然这条

路也曾使我厌烦。我是这条路的奴隶，因为这是

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可可.香奈儿

走出香奈儿，思绪万千，感受到距离的同时

我想祝福自己，祝福中国品牌。尽管我们的路上

依然充满荆棘，但我坚信曙光已经就在眼前。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依文集团董事长 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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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访欧随笔杂谈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比利时、法国结束后，我从巴黎

去了南非，考察南非的一家果汁厂。

这次出国时间有点长，回来在倒时差的状态下写下这篇

访欧感想。

说真的，这次感想不少，但真的没时间去写。

在法国、比利时一周的时间，安排了30多场活动。作为

今年的俱乐部轮值的执行理事长，我不但要场场俱到，还多

了份“ 讲话”的角色，一点偷“懒”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且

这个“讲话”的角色让我有了不少压力和责任。

每场活动都有合影照相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总是

顺其自然地往后靠，站在那些“大人物”的跟前，心里总觉

不自然。都这把年纪了，已经看淡了一切，把风头让给别人

自己心里觉得踏实些。那个叫多美的法国女士（达索集团总

裁顾问）每次都瞪大眼睛找着喊着“朱总”，把我往前拖。

其实，国外的大人物一点“架子”也没有，无论是首

相、总统还是欧盟主席以及那些真正的大企业家老板都很谦

和，显得特别的坦诚和亲切。

既然是学习交流，我们就应该先学习一下人家那种“做

人”之道。其实做人之道就是真诚与坦率，尊重与自重。

说起照相的事，那天我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

宫座谈结束后，奥朗德又来到对面的大厅进行演讲。他的

即时演讲很有煽动力，充满了对中国的友谊和对合作的期

待与重视。

演讲结束后，现场有点乱。听众绝大多数是参加国际资

本峰会的中国人。我隔得很远与一个好久没有见面的法国朋

友正在说话，不知是谁第一个跳上台去和法国总统合影，引

来了无数拨中国人轮番和这个当红的政治大腕照相留念。

奥朗德一开始摆着明星的架势，脸上挂着慈和的微笑。

当他看到宽大的舞台上站满了人，和台下无数个正在焦急等

待照相的中国脸和手里的相机以及能照相的手机时，慢慢地

从苦笑变成无奈。

但他还是很耐心和宽容地在满足着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的意愿，现场也没有安保人员阻拦。

虽然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人员没有跑上台给总统添麻

法比行团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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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但也看得出法国总统确实体现了对中国人的

友好和礼貌。

在当天的行程安排上，爱丽舍宫好像是有招

待午宴，但我们没有看到吃的东西在哪里。我和

柳传志、刘永好、吴建民四个人出去找饭吃，连

续几天吃西餐，我们商量着吃顿中餐吧。

司机拉我们去了住的酒店后边一条街上，这

里有日本料理和对面的中餐馆。中餐馆里吃饭的

人很多，当然大多数也是中国人。刚腾出一张桌

子，还没有清理。对面日本料理干干净净，但也

冷冷清清。当前的中日关系让人心里疙疙瘩瘩

的，吃饭心里也不是太“舒服”，我们还是耐心

在中餐馆等待。

我不会点菜，柳总也不善于看那些菜谱，吴

建民大使虽然举止优雅，学富五车，看来在吃的

“学问”上也不是特别突出。这个点菜的重任自

然落在了刘永好身上，永好确实表现出了来自

“天府之国”成都的优势，一口气就点了梅菜扣

肉、麻婆豆腐、清炒小白菜等4个热菜，2盘凉

菜，4碗白米饭。老板娘记完菜单后，又特别连

续强调了两遍，要我们看清菜单后面的菜价。我

问老板娘，为什么反复让我们看菜价？她说：前

两天来了一帮客人，吃完饭说没有看菜价，嫌菜

贵……

一听说到菜价，我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上没

钱，这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了。我也知道刘永好没

带一分钱，因为他昨天还找人借钱给他女儿买点

礼物，我估计柳总更不是带钱的“主”。

我心里紧张了起来，我们几个“有钱人”总

不能让吴大使（前驻法国大使）掏钱买单吧。

我心想，老板娘真厉害，一眼就能看出我们这

几个40后50后老眼昏花，穿戴更不像是有钱的样。

我和老板娘说，您放心，不会差钱。赶紧

上菜吧！

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不管有钱没钱，先吃

了再说。

好在我们吃了一半的时候，柳总的秘书小李赶

到。看到他背的挎包，我就知道有钱的来了。小李

结了帐。事后，我问花了多少钱。小李说没多少，

100多欧元，不到1000元人民币。

我们四个人吃的很舒服。在此也顺便感谢我们

的团长柳总在巴黎请了我们这次饭局。

感想很多，收获也很大。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

事之间通过集体活动增进了友谊，而且有许多中法

和中比的商业和非商业的合作项目正在持续推进

中。我期待下一次和理事们的共同旅行，但希望

活动数量适当减少一些，也最好别再安排我“讲

话”。好在明年国际访问的时候，新的轮值理事长

就不是我了，呵呵。

说到“讲话”，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在这里

再啰嗦几句。

也是在爱丽舍宫和法国总统会见时，我坐在奥

朗德的正对面，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

着，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我们相隔不足一米，但

我不知是应该低着头像老师俯视小学生那样和他讲

话，还是抬着头讲我的问题，我表现得有点慌乱无

措……

事后吴大使告诉我，当你和别人交流时，虽然

用嘴巴讲话，但眼睛的作用至关重要。眼睛是心灵

的窗户，你必须用眼睛去关注你的听众，用眼睛去

表达你的心意。这不光是一种讲话的艺术，更是一

种礼节。

我不但永远记住了吴大使的教导，也让我对这

位资深外交官更加敬重。

忙碌又充实的法比之行落下了帷幕，但此行所产

生的意义仍会继续发酵，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国际访问

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再见比利时，再见法兰西！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新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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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
法国高规格接待中国民营企业家

2013-06-27 
http://v.ifeng.com/news/world/201306/41cae76c-fbd0-4781-b6d6-13963616db14.shtml 

我的访欧随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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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电视
中国民企法国寻求新机遇

2013-07-02   
http://tv.people.com.cn/n/2013/0702/c364580-22052114.html



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行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24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法比行综合报道

人民日报
为中欧经贸关系注入正能量

2013-6-25

由40人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23日至24日访问

了比利时和欧盟总部。该团由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及学者组

成。代表团的到来,引起当地政界、商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和

高度重视。

民营企业家国际影响力上升

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属于非营利机构。俱

乐部吸纳了中国46位行业优秀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以及7名来

自经济界、外交界的专家顾问。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是该机构的理事长，他也是此访代表团的团长。

23日晚，比利时首相迪吕波宴请了代表团一行。他对中

国民营企业已在多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发展进步作出贡献而感到钦佩。24日代表团还受到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的接见。在接下来赴法国的访问中，法国总

统奥朗德还将接见代表团。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

会长吴建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民营企业家走

向世界会引起世界关注。这次在比利时、法国，官方都给予

很高规格的接待，说明他们重视中国企业界这样一批人。”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廖力强说：“从中我们感受到今日中

国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影响力。”

传递中国商界真实声音

谈及此次访问欧洲的目的，柳传志表示，第一是要学习

国外优秀的商业传统；第二是要展现中国民营企业家团体的

良好形象，传递中国商界的真实声音；第三是发现并促成新

的商业合作机会。

在比利时短短的一天半时间，中比企业家进行了充分交

流，就中比优势产业合作新机遇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此次

访欧之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当中有10家带有投资、金融性

质的公司专门召开了企业联席会议，希望跟比利时、法国有

关投资界人士联手，共同对行业进行分析，将企业对接。而

这10家公司投资规模就达1000亿元人民币。

“这次访问只是一个开头，”柳传志表示。访问结束

后，各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还会再度造访法国、比利时，将

投资、合作的事宜切实落地。

当记者问及中国民营企业具备哪些优势时，柳传志在新

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企业的成长故事。他说，联想当初收

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IBM正处在严重亏损状态，联想收

购后，公司已经实现了极大的盈利。

在欧洲不乏这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功案例。吉利汽车

收购沃尔沃，创新的模式给沃尔沃带来了新生。

比中经贸委主席德威特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企业进入欧

洲市场并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各国的法律法规各有不

同，中国企业需要适应，并充分了解这些情况。随着欧盟单

一市场的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融合，这方面的问题将逐渐

得到解决。

合作才能减少负能量

此次访问既有务实也有务虚的成分。企业家们来欧洲直

接与政界、经济界人士接触，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到底有什么区别，了解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

要作用。

当记者问中国企业家代表拜会巴罗佐时准备提哪些问题

时，柳传志表示“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强调，中国企业家

与欧盟各个层面进行更多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和误会。

他说：“中欧经贸关系很重要。合作才能产生正能量，减少

负能量。”

吴建民说，中国企业家向欧洲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良

好形象，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新礼说，他们公司自成立起已经从欧洲进口了30亿欧元

的设备和材料，中欧合作的潜力巨大。

作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柳传志曾于2010年在法

国获得“世界企业家”大奖。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成

功“走出去”，能够实现战略执行的一致，企业文化执行的一

致。要问中国企业有什么？他说：“不仅是钱，还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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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优势互补寻求共赢（国际视点）

2013-07-03 

结识新朋友，收获务实成果。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在对法国近一周的访问中，同法国政界、企业界和学界进行

了广泛交流与互动。此访不仅促成一些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或初步意向书，而且在法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最大的全

国性报纸《费加罗报》7月1日仍在持续报道参加此行的中国

企业家及其企业。

集体出访
发挥民间外交巧实力

“这种访问在中法关系中是罕见的。”《费加罗报》如

此评价。代表团的主体是30多位重量级中国民营企业家，政

府官员为此行牵线搭桥，法国总统奥朗德亲自发邀请，学者

作为顾问陪同访问。与以往单个企业组团到国外找市场谈生

意不同，这一次是民营企业家们抱团走世界，发挥民间外交

巧实力，向更多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讲述“中国故事”。用

代表团成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话说，个

人带来的是“火花”，团队带来的是“火炬”，可以点燃中

法商业合作和人民交往的更大热情。

本报记者在跟踪采访中发现，整个访问日程排得满满

的。企业家们除了走访总统府、外交部和参议院外，还参观

了达索系统、源讯、施耐德电气、卡地亚等知名企业和巴

黎高等商学院，并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国际资本峰会，同欧洲

200多位企业界领导人展开了深度对话和思想碰撞，探讨中

欧经贸前景及中欧企业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法方给予代表团的高规格接待和礼遇格外引人关注。

法国《世界报》称，法国总统府和外交部“隆重接待”了中

国民营企业家。爱丽舍宫“为他们铺上红地毯”，奥朗德不

但会见还设宴招待了他们。他逐一回答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

提出的问题，并当即安排身边内阁成员帮助解决他们在法国

投资合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面对面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

时，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在法国

外交部接待一个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在20年前甚

至1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他“感到非常荣幸”。

法国参议院副主席、前总理拉法兰告诉本报记者，

为了代表团能成行，他本人以及法国外交部、参议院从

半年前就开始做大量的联系和筹备工作。所到之处，中

国企业家们均受到热烈欢迎，会场内外悬挂起鲜艳的五

星红旗，参观、讲座的内容也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准备。

增信释疑
法欢迎我企业寻商机

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对本报记者说，此行中国民

营企业家的政治素质高，关心国家的繁荣昌盛和行业的

整体发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中国民营企

业家能有今天的地位，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

发展和国力提升的大格局。

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已超过

60%，吸纳就业人口80%。在中国非金融领域海外投资

总额里，民营企业约占40%。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

中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成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不止一位企业家告诉本

报记者，他们感觉到，法国人依然对中国和中国经济，

特别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了解不够。代表

团需要不断向他们澄清，打消其疑虑。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反复提

到“恐惧”这个词。他认为，不了解才产生恐惧。应该

采取积极态度，用行动战胜外国对我们的恐惧。克服了

恐惧，就能带来合作。法国新兴企业协会主席李弥德也

认为，法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法国应

当欢迎和帮助所有的中国企业来法国寻找商机，为它们

法比行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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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困难。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军在访法期

间宣布，准备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爱国者联

盟”品牌店，集中展示来自中国的民族品牌。他还表

示，来巴黎发展的目的是寻求共赢，而非中国企业单

方获利。提及此，吴建民强调：“如果这样的行动多

一些，恐惧就会慢慢消失。”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文

京以其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国公司如何借助欧美企业

技术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到中东、非洲甚至欧美等第三

方市场上的经验。他说，大家是互补的，而且是增值

的，最后是共赢的。

“打雷”“下雨”
法国之行仅仅是开始

就在代表团访法第二天，复星国际和安盛私募投

资宣布提价收购法国地中海俱乐部。对该事件，法国

媒体进行了密集报道，作为代表团成员的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成为追踪采访对象。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称，“这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合作，中国有很大

的市场和资源，地中海俱乐部则能提供最好的旅游度

假方案”。

谈到中法合作，拉法兰乐观地说，尽管我们对中

国的了解还不够，但我们有一个积极向前看的眼光。

成功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尊重中国。尊重是合作的重

要条件，就像复星与地中海俱乐部，两国的合作伙伴

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中国民营企业历经30多年的迅速发展，已经到

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阶段，需要经常到国外走走看

看。”刘永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参观中，中国企业家们对达索百年家族企业的

发展史，以及施耐德电气的战略转型与改革之道表现

出浓厚兴趣，制度创新、风险管控是他们渴望学习的

内容。在达索系统公司，他们体验了3D技术运用于城

市管理和教育培训方面的经验，对法国企业的技术创

新非常赞叹，也在思考这样的技术如何应用到中国。

在卡地亚公司，他们看到了一个品牌的精神内核传承对

延续其生命力的重要性。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他们与教

授们一起探讨企业领导力及人才培养。

“ 此 访 的 目 的 可 以 用 ‘ 打 雷 ’ 和 ‘ 下 雨 ’ 来 形

容。”柳传志比喻说，向国外宣传中国民营企业的实

力，是“打雷”；落实合作成果，是“下雨”。他还

说，中国企业家在出访前就做了充分研究，这次在法国

的投资目标都是一些中法互补的行业，比如说农业食

品、医疗产品、消费品、奢侈品等。据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秘书长程虹介绍，俱乐部10家以投资为主业的公司已

成立“中国企业家海外投资联盟”，用资本推动海外合

作，这次法国之行就是开始。

务实合作
与全球产业链相衔接

在访问结束前，数位企业家透露了他们取得的合

作成果。刘永好说，他已经与全球领先的动物育种公司

达成协议，收购其部分股份，同时采用其技术在中国建

立世界级的育种体系，推动中国的肉蛋奶产业在节约粮

食、抗病、食品安全等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男装品牌依

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说，她与法国有关方面签订了一项协

议，将推动法国设计师到中国交流。中国宽带资本董事

长田溯宁称，与达索系统和施耐德电气都达成了未来合

作意向。

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到了成规模走出去、与国际接

轨、寻求可持续发展阶段。日后，民营企业在海外的并

购和投资将会越来越多。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韩玛南楚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他看好中国民营企业在国

外的投资前景。

此间有分析认为，中国民营资本对工业和服务业表

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向

正在转型，即从能源类转向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在

这两方面欧洲最具吸引力。随同代表团访法的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也指出，中国民营企业

积极到欧洲寻找互补机会，旨在通过海外投资把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

级，推动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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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张开双臂迎中国企业，为啥？

2013-06-28

原文回放

6月2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正式开始在法

国的访问。上午的第四届“资本峰会”吸引了近千名中

欧政、经、商界人士，开启了中西方商界领袖对话的

“双车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将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企业家投

资法国，他呼吁加强欧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谈

判解决分歧；奥朗德承诺将致力于建设更加紧密的法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并注入

平衡经贸关系、加强人文交流等新内容。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经济部长莫斯科维奇，外贸部

长布里克，社会党前秘书长、里尔市长奥布莱，前总理拉

法兰，中国驻法使馆谭对盛公参、商务处吴喜林公参、朱

京参赞等参加了与中国企业家的会面和欢迎仪式。

在与中国企业家单独座谈时，奥朗德表示法国是欧

盟的门户和重要市场，因此它应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首选

目的地。他指出，巴黎将成为欧洲大陆的人民币离岸

交易中心，由此而带来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不可限量，

法国也将获得更多的国际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

业。座谈会上，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军提

出，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设立展示中国名牌的“旗舰

店”，在法国的地点就选在香榭丽舍大街。奥朗德对此

非常赞赏，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构想。

奥朗德强调，今天的“资本峰会”除了来自中国的

企业，还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企业代表，法国希望起

到一个“先锋”作用，来促进欧中企业之间的合作。

奥朗德表示，中国企业家正在欧洲寻找先进技术和

新的市场，中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中国，欧洲需要

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动力，中国需要欧洲的先进技术来

开拓明天的市场。奥朗德再次表示不会采取保护主义，

也不会发动所谓货币战争。法国将与中国达成货币互换

协议，将巴黎建设为欧洲的人民币重要离岸交易中心。

记者手记

中国企业家访法，成了近日法国媒体的焦点。

费加罗报发表专稿称，本次访法代表团中没有中国

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法国和比利时以

及欧盟都将以最高规格的“红地毯”来接待他们，

这样的“接待规格”还是少见的。中国企业家缘何

如此受追捧？

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法国经济状况堪

忧，希望有来自中国的投资，为经济注入活力；二

是欧盟与中国的光伏产业贸易战尚未妥善解决。

法国期待这些大老板的投资。访法企业家是中

国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包括柳传志、俞敏洪等，

个个都是在中国国内响当当的人物。法国总统奥朗

德都毫不掩饰地表示，法国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有

利于双方投资的平衡。法国在中国有很多投资，法

国对中国投资法国没什么好怕的，当然前提是有利

于创造就业和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在

法国的投资只占在法外资的4%，远远低于美国的

23%和德国的16%。

欧盟和中国间因太阳能光伏板发生的贸易冲突

尚未妥善解决。欧盟委员会6月４日宣布，欧盟自

６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关键器件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中欧双方未能在8月6

日前达成解决方案，届时该税率将升至47.6％。中

国政府也明确表示，此事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

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也必然

会伤及欧方利益，影响中欧合作大局。法国以及欧

盟自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此事。

现时的法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高企，为了

摆脱经济低迷，法国向中国企业家示好，铺上红地

毯，让中国企业家享受到国家元首一样的礼遇，都

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法比行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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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国民企形象，寻求合作新机缘

2013-07-10 

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由39名中国企业家组成的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在结束对欧盟总部和比利时

的访问之后，于6月25日至29日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密集

的访问交流活动。企业家们的到访，引起了法国各方的高

度重视，法国各大媒体更是给予大篇幅报道，“以前我们

个人访问欧洲，带来的是火花；这次我们组成团队共同访

问欧洲，组成的是一个火炬。目的是点燃两国企业家商业

合作以及人民交往的热情。”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

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所言

的这把火炬，在不到一周的访问活动中，将中国民营企业

家们的影响力延伸至了法兰西。

公共外交展示形象

在代表团未出发前，法国媒体已经开始预热这次访

问。《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各大媒体都以大篇幅的

报道，对这次即将开启的访问给以了深入分析。《世界

报》在报道中提到，这一企业家俱乐部由中国各个领域最

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组成，其成员企业的营业额已占到了中

国GDP的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去年在伦敦也受到了首

相卡梅伦的热情接待。当他们决定来法国时，也希望实现

奥朗德总统在四月访问中国时提到的“经济外交”。

企业家的访法行程中确实包括了多场“经济外交”的

内容。他们在总统府、外交部、参议院与法国政要进行了

会见和交流，并参加了国际资本论坛。奥朗德总统在代表

团开始法国访问活动的首日便接见并宴请了代表团一行，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超过原定时间的一倍。奥朗德在

会见时重点强调，法国十分欢迎中国投资者。他希望，

更多的中国投资来到法国，促进就业、扶持企业、帮助

企业发展。奥朗德还强力推荐法国产品的“质量”和“安

全”，并指出法国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优势，以及他就任一年多来为提升竞争力所实施的改

革。奥朗德告诉中国企业家们，法国是进入欧洲市场的

“大门”，他愿意“为中国企业来法进行更多投资创

造有利条件。”朱新礼、郭广昌、马蔚华等代表团成

员在会见中与奥朗德总统直接对话，表达了中国企业

家们的关切所在。

“经济外交”是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就任以来积极

推出的政策。为此，他还特别任命执政党、社会党前

第一书记奥布丽夫人担任其中国事务特别顾问。对于

此次能够在外交部接待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团，法比

尤斯表示“非常荣幸”，并对企业家们取得的成绩尤

为钦佩。他希望中国企业家来法投资，同时也建议中

法企业间联手，共同拓展欧洲和非洲等第三方市场。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朱新礼则表示，“非常

愿意与部长这样的政治家打交道、做朋友。”

法国最大的经济类报纸《回声报》也采写了企业

家们的此次“经济外交”。报道指出，社会党之前曾

将中国视为“对手”，现在要看奥朗德总统的努力是

否可以带来收获。文章引用一位部长所说的话，认为

“摧毁信任比重建更快”，从而强调了法国与中国企

业家们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性。

此次中国企业家到访，正值中欧贸易出现摩擦

之际。代表团成员在与政要会谈时，都直言不讳地表

达了他们的忧虑和看法。在300多位欧洲政商界人士

参加的“国际资本峰会”论坛上，俞敏洪表示，当前

中国与欧洲企业陷入了光伏补贴的纠纷之中。他表

示，“遇到问题时，大家应该坐下来商谈，让双方实

现共赢。”此外，无论是公司之间，还是国家之间的

合作都需要明确共同的底线。他呼吁：“让我们坚持

分享、平等和底线。在此之上，我们才能共同讨论统

一、合作与发展。”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支不可或缺的力

量。”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法国的前驻

法大使吴建民将代表团的“经济外交”扩展为“公共

法比行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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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并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了欧洲的“恐惧”。他认

为，今天在欧洲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中国担心、忧虑乃至恐

惧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还比较普遍。民营企业家们在访

问欧洲期间，针对这种情绪，利用各种机会，对欧洲的政

界、企业界、舆论界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他们强调，中国

企业来欧洲是要寻找合作的机会，实现互利共赢。而只有

互利共赢，双方的合作才能持久。

打雷下雨寻找商机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一种新的商业关

系和契约文化。法国是现代契约论的摇篮，而中国目前

最让人们担忧的问题就是公信力的缺失。作为企业家，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为重建公信力做出贡献”。在接受

《费加罗报》专访时，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

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表示，“我们想看看欧洲企业是如何

做到这一点的”。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一行在法国访问期间，与法

国企业界人士举行了多场座谈交流活动，并参观了达索系

统、施耐德电力、源讯软件等高科技企业，以及卡地亚、

夏奈尔等时尚品牌公司，对法国企业发展理念和管理经验

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在参观由达索家族成功管理的达索公司之后，朱新礼

说，在中国，家族企业还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我们亲眼

目睹了一个伟大的家族企业，这个企业让我们感到非常敬

佩。”郭广昌则感叹，“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我们都要

向达索学习。”

在卡地亚旗舰店，卡地亚CEO奎尔齐兹与中国企业家

们交流卡地亚能够传承150余年的秘诀：“卡地亚创始人

路易.卡地亚认为，卡地亚是在艺术之中，而艺术也是在卡

地亚之中。卡地亚既有普世性，又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

既有大胆创新的精神，又尊重传统。”“伟大的企业有两

种载体，一是血缘，另一个就是品牌。一个品牌之所以能

够穿越历史，一定有不变的内核——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

主张。”在对卡地亚旗舰店的参访中，中国企业家俱乐理

事苗鸿冰表示，卡地亚正是这样的经典例证之一。

在HEC高等商学院，中国企业家们寻找那些百年品

牌的生存之道。商学院院长韩玛南楚回答说，这些传承百

年的品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秉承一贯的理念。无

论市场如何变化，他们从不会对自己尊重的价值观进行妥

协。尽管这些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技术和组织，以应对外

界变化，“但他们的价值核心却从未改变。”

企业家们在法国参观交流的同时也不忘寻找合作商

机。对此，柳传志形象地说，“就像打雷一样，天要下

雨，必先打雷。我们见总统、见外长、见拉法兰前总理，

下雨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落实具体的投资合作，实现

我们的互补。”他表示，中国企业家们关心的是与中国

市场有关的业务，如医疗、农业、奢侈品等。通过此次访

问，他们已经“摸到了门路”。虽然访问时间短暂，但仍

有企业家得到了实际的成果。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已与法

国动物育种公司达成协议，收购其部分股份，在中国建立

世界级的育种体系。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称，与达

索系统和施耐德电气都达成了未来的合作意向。

企业家们与法国合作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他们也非

常重视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男装品牌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总干事长张醒生与法方合作，共同成立中

法艺术交流中心，推动中法艺术家和设计师相互交流。当年

因购买冰岛土地震动欧洲的中坤集团黄怒波，在访问期间到

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与总干事博科娃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中坤集团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战略合作伙伴”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成立合作基金，通过教育、科学、文

化等手段，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合作，尤其

是在广大青少年中间大力提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促进可持

续旅游。此外，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对中法在电

影等文化领域的合作阐述了看法和体会。他认为，充分利用

好中国电影市场的良好发展势头，做大做强自身的体量，才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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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法媒关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法：
中国投资吸引法国

2013-06-23

新华社
中国企业家的欧洲“公共外交”之旅

2013-06-26

22日出版的法

国主要日报《费加

罗报》刊登了一篇

题为《中国企业在

法国寻找机会》的

文章。文章说，法

国总统奥朗德下周

将在巴黎会见一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中国的私人投资越来

越为法国的工业和服务所吸引。

文章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三十多名企业家成员下周

将访问巴黎和布鲁塞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将在爱丽舍宫总统

府会见这个代表团。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也将在外交部会见这

个代表团。

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将与达索集团、施耐德电气、巴黎银

行、卡地亚、香奈儿等法国企业的领导人进行交流。

文章说，这些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分量。在

即将访问巴黎的这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中，有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理事长柳传志，和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等。

文章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前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吴建民认为，直至近期，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发展还主要是中

国国有企业的事情。现在，中国私人企业也开始向外发展，

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此次访问法国就是一个例证。

文章说，柳传志认为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寻求国际间

商业合作的新机缘。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认为，法国希望在农产食品加工业、卫

生、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近日，法国主要日报《世界报》的网站刊登了几篇文

章，介绍此次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法。文章还详细介绍了代

表团成员柳传志、中国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的情况。

由40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和学者组成的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代表团23日至28日访问比利时和法

国。他们负笈远行，来到欧洲演讲交流，增进了

解，寻求合作，在“谈笑风生中”展示中国民营企

业的群体形象，传递中国商界的真实声音。他们所

到之处，也引起当地政界、商界和媒体的高度关

注，实际上也承担起“公共外交”的重任。

追寻精神　展示力量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非

营利机构，吸纳了中国46位优秀民营企业家及7位

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专家顾问。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柳传志是俱乐部理事长，他也是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访欧代表团团长。

柳传志说，中国民营企业家来到欧洲访问的目

的，第一是想了解欧洲和法国的商业环境，学习法

国契约精神；第二是借机更多宣传中国民营企业的

情况；第三是寻找合作机会。

“如果说企业家个体来欧洲访问是带来了一些

火花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起来，我觉得是一个

火炬，目的是点燃两国之间人民的热情，”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

 柳传志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既严

肃又愉快”的集体。俞敏洪则在媒体见面会上用眉

飞色舞的神情和诙谐幽默的语气来诠释柳传志的

话。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说：“中国民营企业

是中国经济中最有生气、最活跃和最富有创新精神

的一支力量。过30年再回头看，走向世界并站稳

脚跟的企业，很可能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

法比行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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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媒体纷纷报道说，在法国经济陷入衰退、

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法国为中国企业家铺上红地

毯，中国企业家在巴黎享受到了国家元首一样的礼

遇。ＤＣＡ咨询公司负责人让－弗朗索瓦·迪富尔

说，中国企业寻求的是技术和市场准入，而欧洲

国家，特别是英、法、德三国，在争相吸引中国资

本，双方确有互补性。

公共外交　用心交流

本月初，中欧贸易摩擦加剧，欧盟宣布对中国

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中国则宣布启动对欧

盟葡萄酒“双反”调查。围绕中欧贸易摩擦与投资

合作，中国企业家代表25日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

际资本峰会，直接与欧洲商界和学界进行对话与交

流。“我们这次交流，不仅带着眼睛，还带着真诚

的心，用心来交流，”俞敏洪说。

 吴建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会见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会谈原定时间半小时，实际上持续了一个小时；中

国民营企业家代表原定提三个问题，实际上提了六

个问题。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见面，会谈原定半个小

时，实际上持续了45分钟；原定提三个问题，实际

上提了七个问题。“巴罗佐回答问题时非常坦率，

奥朗德总统则很愿意进行直接交流。”

巴罗佐和奥朗德均表示，欧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两位领导人也积极支持欧中

之间企业的投资与合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到访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欧双方紧张的贸易气氛。

“中国企业家向欧洲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良

好形象，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吴建民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了，更加相互依存了。世界需要从各个方面来了解

中国，企业界只是一个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家也是

‘公共外交’一支重要力量。”

 建立互信　消除疑虑

1998年至2003年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

民指出，与十年前相比，中法关系呈现两个鲜明的

变化：第一，合作规模扩大，中法贸易总额从不到

200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500多亿美元，发展速度

之快出人意料；第二，法国人对中国的恐惧和忧虑

情绪增长。这种情绪对双方的合作和发展是有影响

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克服这种情绪。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态度：中

国增长迅猛，法国陷入危机，这种反差带来焦虑情

绪；彼此的陌生和不了解也会产生恐惧。从我们的

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让法国人更了解中国，增进了

解，克服了恐惧就带来了合作，”吴建民强调说。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说，他

在来欧洲之前也带着误解，甚至不满情绪。但与欧

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话之后，他的理解加深了很

多。“中欧之间发生摩擦很正常，这些摩擦的解决

需要靠双方坐下来好好地谈，好好地权衡彼此利

益，最后达到双赢。”

柳传志说，中欧双方发现经济互补性之后，也

需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

本，建立互信，才会带来合作与创造就业的机会。

长期关注教育产业的俞敏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未来的世界舞台是无国界的，经济是

流动的。”他希望中欧加深教育合作，相互增派留

学生，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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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至28日，一个由40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和学者

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他

们寻觅契约精神和商业文明的足迹，带着探索发展道路、

促进中欧合作的愿望来到西方，并带回了认知、启示和合

作精神。

契约·文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非营利机

构，吸纳了中国46位优秀民营企业家以及7名经济界和外

交界的专家顾问。

此次欧洲之行的主题是“契约精神和新商业文明”，

代表团先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奥朗德、

比利时首相迪吕波等政要举行了会谈，在短短八天时间内

参加了30场活动。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说：“我们来到欧洲，是来了解欧洲大陆的商业环

境，学习法国契约精神；其次，我们也要促进中欧双方的

合作；第三，我们展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良好形象。”

柳传志说，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市场经

济的灵魂。在改革发展进入纵深阶段，中国更需要契约精

神，需要建立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商业文明，才能推动社会

继续有序向前发展。

柳传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商界特别是民

营企业需格外注意“诚、信、礼”的精神。法国是契约精

神的发源地，代表团走访了多家世界知名企业，更深入了

解这些企业屹立商界百年的核心和精神，在无形中也学习

了契约精神。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说：“在现代商

业社会中，契约精神并不仅仅限于‘你买我卖’的契约关

系，还需要追求‘平等、互利、多赢’，企业并购也不是

简单买卖关系，也需要追求买卖双方，社会与国家间的多

赢，需要换位思考。”

传承·创新

法国“百年老店”的传承与创新给中国企业家留下

深刻印象。

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说：“我们看到像达索集团

这样一个家族企业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坚持传统业务

的同时进行持续创新，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苗鸿冰在参访卡地亚旗舰店时

说：“一个品牌之所以能穿越历史，一定有其不变的内核、

精神追求和价值主张。企业有了不变的精神，就可通过产品

和服务不断优化。”

就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巴黎ＨＥＣ商学院院长韩玛南

楚表示：“这些企业传承百年有一个共同点：秉承一贯的理

念，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不会对自己尊重的价值观进行妥

协，又能顺应变化调整技术和组织。”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

中国企业家不缺认知才能、社会和政策才能以及心理才能，

他们最明显的短板是商业伦理才能。西方语境中的“商业伦

理”意味着道德、梦想、责任和精神。

“企业家首先要明白，企业价值是什么，要坚守的核心

价值观是什么，”他说。

对话·合作

瑞士奢侈品制造商历峰集团联席总裁理查德·利普对到访中

国民营企业家说，在中欧贸易争端加剧情况下，中国企业家的到

来具有象征意义，“面对分歧，我们应该注重对话”。

巴罗佐和奥朗德均在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交流

中表示，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他们积

极支持中欧之间企业的投资与合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到访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欧双方紧张的贸易气氛。

在良好气氛中，中国企业家也觅得合作机会。田溯宁以

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和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均在离开

巴黎前夕宣布与法方达成合作意向，将在高科技、食品加工

和服饰时尚等领域加强合作。

对中欧合作，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提出了“全球

资源嫁接中国动力”的模式，即通过参股或合资合作，引入符

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需要的国际品牌、技术、人才、商业模式

等，在中国经济成长中创造价值，并与国际合作者分享价值。

新华社
财经观察- 探寻发展与合作之道——中国民营企业家西行侧记

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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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至28日，一个由40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和学

者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

用“心”与欧洲政界、商界和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在多

日跟踪采访中，新华社记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

们的“三心二意”：三“心”指的是信心、耐心和小心；

二“意”指的是合作的意向和可持续的意向。

到达法国首都巴黎的第一天，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董事长俞敏洪便坦率地对中外记者说：“我们这次交流，

不仅带着眼睛，还带着真诚的心，用心来交流。”离开巴

黎前夕，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总结说：“我们来到巴黎，

没去咖啡和时装店，但我们每天过得很充实，很用心地安

排每一天，我们参访的都是具有全球代表性的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

壮大。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这次出访充分感

觉到，中国经济的进步与强大，感觉到受尊重，感觉到

地位提升了，法国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法国外长对

我们非常尊重。”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邓锋说：“法国和

比利时的政经各界对我们很友好。这一点，我们在国内

体会不到，来到国外就感触很多，这可能也有欧洲经济

不景气的原因。”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也促使中国民营企业走出

国门，投资海外。“我们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中欧友

谊，更是为了来寻找真正的合作。用什么样的办法把中欧

企业连接起来，我们想到成立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联盟。

我们希望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在法国乃至欧洲有

更好发展，”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柳传志说。

展示信心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也表示出他们的

耐心和小心谨慎。“就像打雷下雨一样。我们先来打雷，

见总统、见外长、见首相。下雨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要来落实投资合作，实现互补，”柳传志说。

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投资与合作保持谨慎，他们的谨

慎也不无道理。尚未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中复苏

的欧洲经济仍然面临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现在，欧

洲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成了政治问题。欧洲国家至今不敢

讨论高福利政策，不敢讨论税收和劳资问题，银行、企

业、政府负债都没有回到正常的水平，我们如何去判断

欧洲经济复苏呢？”

诚然，在目前形势下，直接投资欧洲企业不仅面临

巨大风险，而且将面临投资环境、用工和税负等一系列

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先买了再等法国市场转好来增值

的能力。我们关心的是与中国市场有关的业务，”柳传

志解释说。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提倡“全球资源嫁接中

国动力”的合作模式，即通过参股或合资合作，引入符

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需要的国际品牌、技术、人才、商

业模式等，在中国经济成长中创造价值，并与国际合作

者分享价值。对于这一模式，刘永好表示赞许，他领导

的农牧与食品制造企业准备用这种模式与法国企业进行

合作。

传承与发展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访问欧洲谈论较多

的一个话题。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说：

“在不确定因素下，企业如何更好地发展，这是所有企

业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明中，商人们都

希望追求百年老店，但中国的百年老店很少。”

“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

我们要用人类的智慧，在不确定性的因素下做到可持续

发展，”朱新礼说。对此，他的理解是，企业家们应该

把挣钱放在第二位，把承担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

俞敏洪则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有三个要素：

一是分享，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孤立地生存；二

是平等，人与人相处，忌讳的一点就是不平等，而产生

不平等的原因往往是一方有优越感；三是底线，导致企

业间摩擦不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没有遵守共同

的游戏规则和底线。

新华社
财经随笔-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三心二意”

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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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团长柳传

志6月24日下午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表示，中国企

业家此行欧洲不仅“务虚”，更重“务实”，将认真在欧

洲大陆寻找商机。

由柳传志、俞敏洪、龙永图、许小年等40名企业

家、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

利时访问代表团6月23日飞抵欧洲大陆。当晚，比利时首

相迪吕波就接见了企业家代表团，表示希望与中国企业建

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据法国媒体透露，法国总统奥朗德

也将亲自会晤这些中国企业家。

迪吕波在接见中国企业家时强调说，比利时地处欧洲

的中心位置，汇集了全球众多国际组织，比利时还是全球

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其优惠的税收制度有利于企业的创新

与发展。

柳传志介绍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此次访欧

洲，主要是了解欧洲的商业环境，并学习“契约精神”及

新商业文明。同时，企业家们也会“务实”，认真寻找合

作的商机。

柳传志透露，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已经有10个以投

资为主业的公司结成合作关系，下一步他们将和欧洲的投

资机构机构开展合作。

柳说：“希望中国民营企业能为中比两国的友谊、经

济发展做出真实的贡献。”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廖力强指出，尽管面临当前危机背

景，但中比产业互补性强，都坚持开放合作，坚持自由贸

易，两国合作大有潜力可挖。

据介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

将走访布鲁塞尔和巴黎两地，分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

佐、比利时首相迪吕波，比利时瓦隆大区首席大臣德莫特

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政要举行会晤，就中欧、中比和中法

商贸关系的热点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此行欧洲，

还得到了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比利时当地主流媒体在行前

就进行了报道，并指出此行欧洲的企业家是当今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商业领袖。法国《费加罗报》和《世界报》也在行前

介绍了代表团的行程，并详细介绍了代表团成员名单。

中新社
中国知名企业家赴欧寻商机 当地政商高规格接待  

201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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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团长

25日开始对法国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代表团此行除了

对话法国企业家外，还与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政府高层会

晤，并拜访法国知名企业和高校，与当地政、商、学界

进行广泛接触和深入交流。

这个由柳传志、朱新礼、马蔚华、俞敏洪、郭广

昌、龙永图、吴建民、徐小年等40名企业家、外交家和

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25日上午在巴黎参加此访的第一

个“重头戏”——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

本届峰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与卡文迪什集团和

展望与革新基金会联合举办，吸引300多名中欧企业领

袖和政府官员与会。在此次主题为“开启中欧CEO对话

的‘双车道’”的论坛上，双方就可持续发展、对外投

资、品牌策略等中欧企业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焦点话题展

开互动和交流。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中午在爱丽舍宫接见代表团成

员并设宴款待。奥朗德在致辞中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家

们未来到法国投资，希望这种投资不仅能够给法国创造

就业机会，更能使法中两国同时受益。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经济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外

贸部部长布里克、参议院副议长拉法兰等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在与奥朗德共进午餐后又先后“作客”戴高乐基金

会和法国外交部。

中国企业家此访行程紧凑丰富，接下来几天还将参

访达索集团、源讯、卡迪亚、欧莱雅、施耐德电气、香奈

儿、巴黎银行等法国知名品牌企业，其间还穿插法国参议

院主题研讨会、中法CEO早餐会、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主题访问等活动。

据代表团团长柳传志介绍，此次中国企业家法国之

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法国的商业环境，学习法国企业推崇

诚信的“契约文明”，并借此机会介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

情况，同时也本着务实的态度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

奥朗德在前不久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强调了加

强两国双向投资和推动企业界交流的重要性，此次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便是应奥朗德之邀访法。

据了解，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访问代表团是过

去3年中出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继成功访美、访英后

的又一次基于“学习、对话和合作”的访问。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组

织，于2006年由31位中国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外交家

发起成立。作为民间非营利机构，该俱乐部的外访已成为

中国较具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

中新社
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法 与政商学界深入接触  

201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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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6月18日在

北京法国驻华使馆举行了启程前的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将于

6月23日开启访问之旅。

8天参访行程安排紧凑

访问代表团团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宣

布，受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比利时政府的邀请，由博鳌亚洲论

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中国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等40位知名企业家、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组

成的代表团将于6月23日启程，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

明”的主题，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代表团一行将走访布鲁塞尔和巴黎两地，分别与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首相迪吕波、比利时菲利普王储、

比利时瓦隆大区首席大臣德莫特、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前

总理拉法兰等政要举行会晤，就中欧、中比和中法商贸关系

的热点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

代表团还将与比利时世界疫苗生产巨头之一——葛兰

素史克、法国的达索集团、施耐德电气、麻利银行、卡地

亚、香奈儿、欧莱雅等数十家世界知名企业的领导人会面，

在促进企业间了解的同时，发现企业间新的合作机会。

在巴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还将与卡文迪什集团、展

望和革新基金会联合举办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届时将会有

300名中欧各经济领域的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参与，围绕

可持续发展、海外投资等中欧企业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焦点话

题展开互动讨论。

探求新商业合作机会

此次访问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继2011年访问美

国、2012年访问英国后第三次组团出访，代表团所到之地

遍访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机构，已经成为中国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

柳传志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在今年4月底奥

朗德访华时，曾与其会面。他表示，与前两次访问不同的

是，此行将把寻找商业机会当做重中之重，因此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做了详细部署，寻找中国民营经济和法国、比利时企

业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比如在农业、食品和消费品等领域

更容易合作。“上次奥朗德总统访华时特别强调，希望中国

的民营经济能和法国企业携手共进。”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

新礼与欧洲有着很深的感情，“去过法国和比利时多少次，

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创业时第一台饮料生产设备就是从欧洲

买的，此后也从法国购买过许多饮料生产设备，汇源果汁

出口的第一个目的地也是欧洲，这些年和欧洲的交往收获很

大。”朱新礼认为，两国企业家应该增进交流，从而增加信

任和合作。

在谈及民营企业走出去问题时，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中国走

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几年，国有企业走向海外的

比较多，民营企业较少，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企走出

去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力邀中国企业投资欧洲

法国驻华大使大使白林在见面会上表示：“我们缺乏对

中国的了解，很多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民营经济的成就以及对

中国经济的贡献，实际上这些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他们

积极创业，体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未来应更好地体现私营

企业的竞争力。”

“发展经贸往来特别是双向投资已是中法关系发展的

重点方针。”白林透露，在欧盟，法国是第二大对华投资

的国家，目前已有2200家法国企业入户中国，而中国对法

投资仍处在最初阶段，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希望此次访问

能为法中经贸往来做出贡献，希望双方可以在医药卫生、

农业、食品加工业、数字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新领域加

强在合作。

“此次访问中比双方策划了两年多才达成，必将对两国

交往产生大的效益。访问可以促进双方企业交往，彰显比利

时对未来投资者的吸引力。”比利时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范睿

可亦在现场对中国企业投资比利时发出邀请。

欧洲时报
中国民营企业家组团访欧

201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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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比利时政府邀请，以联想控股集团总裁柳传志为团长，由俞敏洪、龙永图、许

小年等40名企业家、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CEC）代表团将于6月23日启程，围绕

“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的主题，对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本周六（22日），费加罗报发表专稿称，本次访法代表团中没有中国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在中法

关系中比较少见。尽管如此，法国和比利时以及欧盟都将以最高规格的“红地毯”来接待他们。

费加罗报文章指出，2012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46个会员执掌的企业总营业额高达两万亿元人

民币，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到五。法国期待这些大老板的投资。

另一家法国日报《世界报》的网站也刊文介绍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法，并介绍了一些代表团成员的详

细情况。法国媒体说，中国私人投资越来越为法国的工业和服务所吸引。

据悉，在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外长法比尤斯将亲自接待企业家们。代表团还将与法国重要企业的

老板会见，包括达索集团，施耐德电子集团，巴黎银行，奢侈品公司卡帝亚、香奈儿等。

在布鲁塞尔，代表团将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总理和王子等人的接待。

对于接待规格之高，费加罗报引述CEC顾问、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的评价：即便是部长级官方代

表，也很少受到如此重视的接待。

据悉，CEC对于法国的奢侈品、IT、农业领域都非常关注，相关行业企业是此次法国行的考察重点。

欧洲时报
中国企业家来法寻机会 接待规格之高属罕见

201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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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正式开始在法国的访问。当天中午，法国总

统奥朗德在总统府接见了代表团，并表示将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企业家投资法国。一些

法国媒体认为，法中贸易合作还未进入黄金期。欧洲电视一台网站25日刊发题为“法

国还未成为中国投资理想国”的文章指出，中法应相互适应以促进合作。

25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企业老板来到法国。这些食品加工业、信息产业及

钢铁工业的巨头预计在法国停留一周。他们将参观法国的重要企业，还将会见阿海珐

（Areva）、标致雪铁龙以及法国电力（EDF）的老板，以寻求在法投资机会。

文章称，自2000年以来，中法贸易往来大幅增加。10年前，在法国几乎见不到中

国投资者的身影。对于法国来说，中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不容忽视，此外，中国投资者

也为法国就业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法中合作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中国在法投资远低于美国

法国政府投资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法国是中国在欧投资第三大国，仅次于

英国和德国。但中国在法国的投资总额只占在法外资的4%，排在第十一位，远远落

后于美德两国。另据中国驻法使馆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法直接投资额为每年28亿欧

元，年均创造400个新职位。法国调查机构Trendeo 国际投资专家戴维·古斯盖（David 

Cousquer）表示，“长久以来，在法的中国投资者人数远低于法国的贸易伙伴国。举

例来说，2009年，中国为法国创造的新职位数量还不如意大利。因此，说中法贸易发

展是‘奇迹’，还为时过早。”

法中应相互适应以促合作

文章还指出，中国企业家有时会令人大失所望，他们直到谈判的最后一刻仍犹豫

不决。法国布尔日市（Bourges）市长阿兰·坦顿（Alain Tanton）称，“两年前，中

国投资者打算买下布尔日的一块地来建两个工厂分别生产茶叶和假发，并与当地行政

单位签署了协议。但在最后一刻，投资人决定撤出，一开始谈妥的新增岗位也就这么

没了。中国投资者的做法让我很不满，他们太容易反悔了。此外，中国人管理企业的

理念也与‘欧洲标准’不符。”

此次来法的中国企业代表团表示，由于法中间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因此，在工作

方法和协商方式上，法中两国应学会相互适应。

欧洲时报
法媒：法国成为中国投资理想国尚需努力

201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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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
法专家称能源利用与资源管理或成为法中合作重点

2013-06-27

近日由四十多名中国企业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CEC)代表团到访巴黎，并于25日在爱丽舍宫受到热烈欢迎。

此次来访对于法国政府意义重大，奥朗德再次呼吁中国加强

对法投资，促进两国贸易往来平衡。在此期间，法国媒体

（《新观察家》旗下的Challenges.fr ）特邀亚欧联合资本集

团主席龙博望先生（André Loesekrug-Pietri）就法中两国经

济交往前景进行分析讨论。

欧中贸易受阻不影响法中关系

受光伏和葡萄酒出口等问题影响，中法关系一度受损，

迎接代表团一举在中国企业看来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

我们不应该把欧中关系和法中关系混为一谈。欧中贸易合作

关系紧张并非法国一家之责，"德国战车"在欧中贸易谈判的

过程中同样有所企图。相比较而言，法中关系就显得更为真

诚。此次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来访计划在几个月前便已

成形。此外，中国几乎占据了世界经济增长值的40％，

因此本次来访无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务实的。

中国企业意欲何为？

尽管这些公司都是中国市场的行业领袖，但他们对

于世界经济的了解程度仍有待提高。除联想集团以外，

这些中国企业多数在中国国内叱咤风云，却鲜有国际贸

易经验。因此，他们此次来访正是一个学习和了解其国

际竞争对手的良好契机。

在此次访问过程中，中国企业代表团特别留意了

欧莱雅关于品牌管理最佳方案的报告，塞尔日·达索关

于家族企业管理的报告更是吸引了中国大老板们的强

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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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为了保证企业利润

空间并在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企业家开始更多

的向国外寻求投资机会并对世界知名品牌和新兴科技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本次中法企业间交流合作对于中国企业来

说，是一次实现质的飞跃的绝好机会。

中国对法投资前景广阔

据法国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直接对法投资总

额仅为29亿欧元，与其在德国的庞大投资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计算方式却大有学问：如果一家中国

大陆企业通过一家香港或是卢森堡的企业向法国投资，这

笔资金并不会被计算在中国大陆对法投资之内。正因为如

此，我们在计算外国直接投资交易量的同时，还一并计算

了实际交易量并发布每季度的"龙指数"（dragon index）

数据，该指数已成为中国全球投资的重要参考。

2011年，由于法中双方在GDF-Suez生产勘探中的一

系列重大合作，中国来法投资达到40亿美元，而在2012年

投资额仅为5亿6千万美元，其中差额之大足以令人深思。

事实上，中国在法投资力度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11年欧盟对外投资总额为5600亿美元，美国对外投资总

额为3900亿美元，而中国境外投资总额仅为680亿美元，

因此，中国的投资浪潮远未到来。

中国资金将流往何处？

法国总统奥朗德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对法投资力

度，并热情欢迎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代表团，这充分表明了

中方的商业活动是极受欢迎的。然而法国却陷入了某些幻

想之中。一些政客异想天开的认为中国会一力挽救欧洲的

危机，但这显然是大错特错。

中国人并不愿意为陷入困境中的企业投入分毫，特

别是在这一经济危机肆虐的特殊时期。收益较小或者成

本昂贵的企业也不在中国企业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外，大中型企业更容易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首选，

毕竟中小型企业远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竞争异常激烈的

中国市场，其耗时之久方式之复杂也成为另一道不可逾

越的关口。

能源利用与资源管理或成为法中合作重点

中国现阶段各个领域都与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中

国共有超过110个常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远超

过欧洲35个百万人口城市数量。据推测，2025年中国大

型城市数量将翻番。中国投资者为了保证市民拥有足够

的消费品和娱乐设施以及交通工具而寻求合作。在城市

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食品问题，因

此，在中国中产阶级眼中，能源利用率、环境保护以及

资源管理等问题也就变得尤为重要，而法国正是这些领

域中的翘楚。

法国亟待开辟新的合作之路

有些法国企业担心中国投资者别有用心：通过合作

掌握国外企业核心技术和诀窍，而后用于加强自身实力

加入市场竞争。然而，过于天真或是完全偏执都是不可

取的。通过合资的经典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无论是中

方还是西方都想跳出这一传统，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大背景下，在中国市场独自前行显然难度极大。因此，

重新开辟一条合作道路并保证中国合作伙伴以及各位股

东的共同利益才是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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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中国企业家法比行记者手记：收获尊重

2013-06-28

“如果说，以前我们个人访问欧洲，带来的是火花，那

这次我们组成团队共同访问欧洲，就组成了一个火炬。”25

日，俞敏洪主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之行媒体见面会时如

此比喻。

而为期一周的行程安排中，所到之处也充分体现对“火

炬”的重视，热情且高规格接待让代表团成员颇有感慨——

对他们来说，到欧洲这些国家均不是第一次来——“那时候

找住的地方都是找最便宜的，也瞧不起我们，这次完全不一

样了。”刘永好对感慨道。

告诉世界 我们来了

当此次“中国企业家法比行”代表团名单公布时，其

豪华程度简直可以用网络热词“亮瞎眼”来形容。团长是柳

传志，团员则包括郭广昌、俞敏洪、朱新礼、吴建民、王文

京、田溯宁、刘永好、吴亚军、曹国伟、冯仑、杨绍鹏等39

位中国顶尖民营企业家——虽然他们还大多谦称自己为“商

人”。

再看议程，从法国总统奥朗德、再到比利时首相埃利

奥－迪吕波、王储菲利普王子，欧盟主席巴罗佐，再到戴

高乐基金会、欧盟总部、巴黎HEC商学院、法国外交部等机

构，还有与施耐德、葛兰素史克、达索、巴黎银行、卡地

亚、香奈儿等企业的实地探访及与企业掌门人的会谈。

当随代表团抵达我们的第一站布鲁塞尔立刻感受到规格

礼遇之高，到达布鲁塞尔当天，所参访的GSK公司特地向政

府申请了警车开道服务；而第二站抵达巴黎时，团员们很快

发现，为了确保这个代表团的安全，从机场开始，法方政府

就安排了特别警卫和出行安全保障等措施。

告诉世界 我们是谁

行程中一个小细节越发证明“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是多

么迫切——6月25日上午代表团访问欧盟总部、对话欧盟分

管竞争事务的副主席阿尔穆尼亚，这位欧盟官员甚至不能分

清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特

点更是知之甚少。柳传志当即解释：“在座几乎都是

民营企业，靠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大环境，受益于中国

改革开放政策。”

柳传志在这几天中，每一次会晤的开场白都要介

绍下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并强调这是一群来自中国民

营企业家，在各自领域都有所建树，40位成员汇总在

一起约有2万亿人民币营业额，而中国民营企业群体

的规模已经占中国GDP的60%以上，解决就业占据了

80%。

作为团长，他也再次告知代表团此行的任务：

“我们对欧盟的了解，可能要比你们对我们的了解更

多。中国政府一直倡导以消费拉动GDP的增长，哪些

是欧盟的优势，哪些是中国民企的优势？比如欧洲的

设计中国的制造，欧洲的技术中国的市场，我相信有

很多的合作机会和空间去挖掘。”

刘永好在对新浪财经对话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

点，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民营企业越来越成熟，不单

单规模上、比例上、对国家贡献上，而且在全球影响

力也在不断提升。“但有一点，其实他们对中国民营

企业概念不清晰，他们还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不是还

有政府投资？”

刘永好在与欧盟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奥朗德会

面中，利用提问机会用新希望举例让他们对中国民营

企业有了很多的了解：“30年前，我们兄弟几位卖掉

自行车手表凑了1000元启动资金，经过很多的磨难吃

了很多苦，到现在已有1500亿销售额，靠的是国家的

大环境大政策，一直在按照市场规律在做，没有国家

特别的资助。”

在每天的行程安排见面中发现，欧洲社会不仅对

中国民营企业的概念不够了解，对民营企业达到什么

规模也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对国企比较了解，但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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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企业整体的了解还不够。“我们此行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宣传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个群体，向比利时、法

国、欧盟，向全世界介绍我们，通过这次接触，让他们更

多的了解到中国的民营企业规模、影响、实力、素质、对

国际事务的关心，对前沿技术的关注，以此提升我们的影

响力。”刘永好补充道：“也有利于让他们更加认可中国

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实际上，在与欧盟主席巴罗佐会晤中，前招商银行行

长马蔚华就问到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市场化

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就是市场化改革的

产物。温总理在卸任前曾因未解决两件事情而感到遗憾，

一是承认中国的市场主体地位问题，另一个是军售问题。

巴罗佐则直接回答：“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没有完

全成熟，我也希望李克强任期会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正通过展现他们对全球市场、

产业的抱负和参与，如复星对地中海俱乐部clubmed的收

购、联想对IBM的PC业务的收购等等，都在逐步推动欧盟

及全世界提高对中国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认同。

在刘永好看来，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参与世界竞争的格

局，”一开始只是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老板闯世界，后来

是有政府背景的央企出海，现在已经开始有成规模的民营

企业成队的走出去，跟世界接轨，求得新发展，我想未来

民营企业在全球的并购将会越来越多，这是中国民营企业

规模决定的，他们占中国GDP的60%以上，解决就业占据

了80%，我们此行就是希望充分展现中国民营企业群体的

作用和地位。”

重建信任 收获尊重

在每天安排满满当当的各类会晤中，几个关键词出现频率

较高：信息不对称、消除恐惧，重建信任。新华社文章将其评

论为“中国企业家欧洲‘公共外交’之旅”。

朱新礼在法国媒体见面会上提到了法国的治安问题：“来之

前，不止一个朋友和我说，要小心钱包，不要单独外出。过去20

年，我经常来欧洲，从来没有过不安的感觉。为什么现在大家都

有恐惧感了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俞敏洪认为，这是因为行前他们受到了太多负面消息的渲

染。“这就像外国媒体以前一直渲染中国如何可怕，导致外国

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一样。其实，巴黎没问题，中国

更没有问题。”他还幽默的说：“我打算晚上举着钱包上街上

溜达一圈，谁与我同行？”

曾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

法国产生恐惧的原因是中国发展得很快，同时法国经济却陷入

衰退。同时，由于法国不了解中国，才会对中国产生了恐惧。

“我们不要责怪对方，中国人要用行动证明恐惧的产生是没有

根据的，克服了恐惧，就能带来合作。”

所有的误解也许都来自于还不够了解，对于代表团来说，

此行就是来展示中国民营企业，并通过沟通加强了解重建信

任，由此才会有后续的“精诚合作”。正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秘书长程虹女士在行前写的手记里提到的那样：“减少信息不

对称，用大家最擅长、默契的方式去合作，正是俱乐部国际访

问的目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能赢得一些认同甚至赞

誉，都将是我们的惊喜，是我们国际访问的巨大附加值。”

我想，他们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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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中国企业家法比行：一次“开花结果”之旅

2013-06-29

和前几次的美国之行、英国之行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

“中国企业家法比行”更偏重商务合作，正如柳传志所提到

的那样，除了“学习和了解法国比利时两国基于制度现代化

的商业发展之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

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寻求真实

商务合作”。

在笔者看来，此次“中国企业家法比行”首先通过交流

沟通碰撞出“火花”，然后再结出“精诚合作”的果子，是

一次“开花结果”之旅。

开花

为了多增加当面交流的机会，在为期一周的“法比行”

行程安排中，各种会晤、研讨会、峰会、酒会、早餐会等安

排满满当当。

“一定要当面沟通”，在黄怒波看来，当面沟通有效，

有助于拉近距离的同时也较好的建立信任，利于后期的合

作。“28号那天中法CEO早餐会，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就是

一位在欧洲做景观灯光设计非常好的一家法国企业，一

聊，我想简直太好了，马上留下联系方式，后面直接约

见面谈合作细节。”不仅黄怒波，其他代表团团员也发

现，每一次行程安排，主办方都非常周到细致，仔细研

究名单上每一位代表团成员企业家的所在行业、主打领

域，在话题设置、流程安排，甚至座位安排搭配上都非

常细心到位。

在比利时两天的紧张行程中，瓦隆大区积极筹备了

当天的晚宴和第二天午餐会，随后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半

小时的企业家会谈，并根据此次团员所在领域行业的不

同，给每一个桌子定下各自的主题，如高科技、创新、

食品服装等。

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瓦隆大区的投资署官

员热情简洁的背景介绍后，瓦隆-布鲁塞尔大区法语区联

邦首席大臣鲁迪·德莫特评价了一句：刚才的发言“短小

精悍”，坐在翻译对面的牛根生，大概因为有一定距离

没听太清楚，纳闷的跟了一句：“什么？他说他出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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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汗？”满桌的人大笑了起来，当旁边的翻译转述给大

臣听时，大臣幽默的说：“当你们都来我们这里投资时，

我估计就会忙的满身大汗了，我很期待！”桌子上的氛围

一下子轻松了起来，一下子拉近了双方语言沟通所带来的

距离。

另一个细节是，当刘永好发言提到，自己已在全球20

多个国家都有投资，最希望在养殖种源方面有所合作，瓦

隆大区法语区联邦首席大臣(相当于国家副总理)德莫特立

刻表示，农业是瓦隆大区第二大产业，种源方面是强项，

这时德莫特还开心的摸了摸刘永好的头，他或许有一种相

见恨晚的感觉？

正如刘东华在接受新浪微访谈时提到的那样，中国民

营优秀企业家的集体出访，一方面向世界发出了我们来了

的信号，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家也用他们敏锐的眼光和鼻

子在嗅闻着全球的商业机会。

柳传志也在多个场合提到，希望能与法国等方面有更

多交流，“因为我们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减少摩擦，只有

合作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如果说，以前我们个人访问欧洲，带来的是火

花，那这次我们组成团队共同访问欧洲，就组成了一个火

炬。”俞敏洪在法国媒体见面会上提出的形象比喻，也让

我们感受到“开花”的成果。

结果

在与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见面中，他开门见山的说：

“在座的你们都很优秀，我们可以做到提供便利的投资环

境，更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还有最优的劳动力市场。同

时，你们还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奥朗德紧还特意补充

道：“如果可以的话，下午我们就可以签合同。”

实际上，代表团中很多企业家诸如复星、联想等已在

欧洲大手笔布局，还有汇源、均瑶集团此前在欧洲累计达

数十亿欧元金额的设备引进合作。

但主人非常热情而真诚的期待很快感染了代表团成员

们，团长柳传志在会见奥朗德后的第二天上午访问法国参

议院明确提出，“就像打雷一样，天要下雨，我们先来打

雷，所以我们见总统、见外长、拉法兰前总理，下雨是我

们下一步要做的事，要来落实具体的投资合作，实现我们

的互补。”

在柳传志看来，在这一周的见面沟通过程中，“火

花”不断，接下来的“结果子”则尤为重要——“不能只

见打雷不见下雨。”

实际上，代表团在出访前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一些

以投资为主的团员比如柳传志所在的联想、郭广昌所在的

复星、汪潮涌所在的信中利资本、唐越所在的蓝山中国资

本、邓锋所在的北极光创投等10余家共同组成了投资委员

会，集体对潜在的投资目标进行观察分析乃至决策。

还有一个细节是，在此次代表团随行成员中，还有

一位联想集团旗下弘毅资本的高管，他的名字此前并未出

现在对外公开的成员名单中，但他或许是收获最大的人

之——通过几次会晤、洽谈找到好几家潜在的合作伙伴，

“其中一家我已经让国内的同事与他们北京办事处联系

上，已经开始相应的了解调查，短时间内应该会有一个是

否合作的判断结果出来。”

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在26日参访达索系统后对其

3D技术印象深刻，不仅能应用于零售商借助它进行虚拟货

架建模，城市规划者还可以借助三维技术完成城市的可视

化规划。于是27日，他趁午餐时间再次前往达索公司做专

门的拜访，“希望能达成深入的合作。”

其实，这样的高效不仅体现企业之间，还有政府。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告诉新浪财经，在法国总统会见

时，借提问的机会向奥朗德介绍了自己的企业：通过三十

多年的发展，已是中国最大的肉蛋奶提供商，年销售额超

过100亿欧元。他提出，法国在农业高科技、食品安全方

面有领先的优势，新希望正在洽谈合作，希望能把法国的

技术带到中国。

“奥朗德听完，当场指定一位分管农业投资的部长与

我联系。会见一结束，这位女部长带着助理就来找我，留

下联系方式。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

话，说投资署负责人将在下周二抵达中国，问是否可以约

定时间见面聊聊进一步的合作。”刘永好在给新浪财经讲

述这些时，忍不住的感叹“非常的直接高效”。

刘永好还透露，他已经与欧洲一家世界级畜牧业种业

的公司接触，预计将投资5000万美元，参股部分股份，将

他们的技术带到中国去，与中国的市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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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法媒：法国政府将引资重心从中国国企向私企倾斜

2013-06-26

《费加罗报》、《观点》、《北部之声》、法新社等法媒近日陆续报道称，由近40位

中国“大老板(grands patrons)”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于本周对法国、比利时和欧盟进

行访问，各国政府和商界予以高度重视，均以最高规格的“红地毯”来热情接待。在法期

间，总统奥朗德等政要将在爱丽舍宫亲自接见并将专门设招待会欢迎这个“大老板”代表

团。除总统和外长接见外，达索、施奈德、巴黎国民银行、卡地亚、香奈儿等法国重要企

业也将与代表团会面。

报道称，2006年成立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46个会员，都是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力的企

业，2012年的总产值达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50亿欧元，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

报道称，中国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已

从2010年的17%增至2011年的28%。中国私企对外投资的领域也更加多样化，从自然资源

逐步向工业、服务业延伸，后者比例目前已占50%，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因此希望能

凭借自己的优势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报道援引法国驻华大使白林的话称，法国正将经济重

点从核能、航空等传统领域向农食、健康医疗、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经济发展，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的变化正好契合法国的需要。



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行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46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法比行综合报道

在中欧贸易关系最为微妙的时刻，中国顶尖的商业领袖组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展开

一场被称为“公共外交”的欧洲访问之旅，目的地是法国和比利时。

当地时间2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会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时呼吁，通过谈判解决

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特别是近期备受关注的中欧光伏产品贸易摩擦问题，并表示中欧有必

要为促进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创造条件。

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对代表团表示，首先是要创立一个公平的竞争平

台，这样对欧洲和中国企业都有贡献，因为这会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尽管这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访问，但由于中欧贸易形势的突变，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中国民

营企业家的欧洲之行被赋予更多色彩，希望借此传达中国企业良好的投资形象。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吸纳了中国46位

优秀民营企业家及7位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专家顾问。

这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第四次国际出访，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前三年代表团依次

访问了德国、美国和英国。这次以“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为主题的代表团依然由俱乐部

理事长柳传志率领，代表团规模39人，定位为代表中国商业界的公共外交之旅，除了寻求与

比利时和法国的商业合作机会，还希望传递中国商界的真实声音。“法国是现代契约精神的

发祥地。”柳传志称。

根据行程安排，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今天将参加法国参议院主题研讨会，之后访问

卡地亚和欧莱雅两家公司，并参加巴黎HEC商学院的主题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告诉早报记者，这更像是商业外交，而且只能在

短期内缓解欧盟对于中国的焦虑情绪，中欧之间结构性的竞争关系很难通过这类的解释和游

说来消除。

“缓解欧洲焦虑”

此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规模依然豪华，囊括了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领袖。除了

柳传志，不仅有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和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等民营企

业家，还有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北京大学国际发展

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学者。

代表团的法国比利时之行依旧延续去年英国时的“高规格”。代表团所会晤的政界要

员，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到法国总统奥朗德、比利时首相迪吕波，还包括法国外交部长

法比尤斯和欧盟竞争事务副主席阿尔穆尼亚等高官，以及100多个法国和比利时企业高管。

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的话称，要感谢中国外交部和

商务部的支持和帮助。

王义桅指出，目前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很广泛，除了传统的政府对政府，都可以称为公共

东方早报
中国企业家在欧展开“公共外交”

201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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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目前中国还把从民间走出去也称为公共外交，而这次

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欧盟受到的待遇显然超出了民间的范畴，

背后有政府力量在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8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

长程虹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就透露，2013年的海外出访

目的地是法国。

法国在此前欧盟内部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

投票中，是仅有的四个投下支持票的成员国之一。

在王义桅看来，这次代表团的出访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

有助于欧洲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缓解对于中国的焦虑，“欧

洲人比较焦虑，把中国崛起作为一个重要的威胁，这也能解

释为何会有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无论是高端还是中低端制造业，在欧洲看来，中国都是挑战

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超时的会谈

无论是巴罗佐还是奥朗德，在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

团会面时似乎都“相谈甚欢”。

吴建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与巴罗佐会面，原

定时间半小时，实际上持续了一个小时；中国企业家原定提

三个问题，实际上提了六个问题。与奥朗德见面，会谈原定

半个小时，实际上持续了45分钟；原定提三个问题，实际上

提了七个问题，“巴罗佐回答问题时非常坦率，奥朗德则很

愿意进行直接交流。”

巴罗佐强调了双边对话的重要性，称欧盟是以建设性的

姿态与中国进行谈判，希望能达成一致结果，并不愿意见到

贸易摩擦，并指出微软、英特尔也被罚过款，这不是政治问

题，“我们做出决定，不是反中国的我们的关系稳定是双赢

的，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大局。”

包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和吴建民都提出了欧

盟对于中国民企投资的担忧，巴罗佐称，中国公司来欧盟投

资，是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我们正在商讨投资条

约，进入中国市场与进入欧洲市场是一样的自由。举例来

说，中国公司可以买欧洲能源公司，那么欧洲公司也可以买

中国的能源公司。”

对于奥朗德来说，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会面，一方面可以

向中国传达和平解决光伏争端的意向，更重要的是，能够拉

拢这帮高资产的潜在投资者。

法国France24电视台称，这群中国最富裕的企业家在

爱丽舍宫总统府受到了红地毯待遇，借此提升商业合作，尽

管两国之间的贸易形势依然紧张。

奥朗德称，在法国有很多中国投资，“我们一点也不

担忧来自中国的投资，只要能促进就业和生产。”奥朗德还

不忘再次为法国做宣传称，中法企业合作应该做到能比别人

更有竞争力，法国在欧洲是个大门户，政府对外程序是“简

而又简”，建议中法企业间建立联盟，在欧洲和非洲拓展市

场，一起共同来面对第三方市场。

此外，奥朗德还表示，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德国和法国

所在的欧元区可以让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而伦敦起不了这

样的作用。

寻找合作商机

作为一群民营企业家，此次欧洲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求

潜在的合作机会，这点与此前两年都不太一样。

在出发前，柳传志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到法

国去，把如何真的寻找更好的发展商机、企业之间的合作看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并称此前到美国和英国，是以

学习为主。

从此次公开的行程安排来看，28日上门闭门进行的中法

CEO早餐会或许会成为两国企业家商谈合作的一个契机，为

今后的合作铺平道路。

柳传志曾表示，去法国只是一个开头，后面将会有真

正去工作的人，“我和朱新礼大概都不是马上就能谈价钱的

人，后面可能就会有更实际的工作团队再次到英国、法国、

比利时去，我想这次我们会对这一点格外予以注意。”

在与奥朗德会面时，柳传志透露，俱乐部的10家成员

企业已结成中国企业家海外投资联盟，将与法国方面更多交

流，“因为我们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减少摩擦，只有合作才

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不过，已经有一些代表团成员尝到了投资欧洲的甜头。

“复星在法国的投资不多，但投了一个著名的品牌（地

中海俱乐部，ClubMed），搞得现在名声很大。”复星集团

董事长郭广昌表示，会继续加强在法国的投资布局，对包括

食品、红酒、化妆品方面的投资都很感兴趣。

之前买地失败的黄怒波也并未放弃投资的机会，在出席

25日于巴黎举行的2013国际资本峰会时称，还是愿意在欧洲

布局，看好欧洲一些国家巨大的空间、稳定的政治以及良好

的服务意识，还有价格因素，目前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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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中国民企团赴欧觅商机
—— 欧方高规格接待，欢迎华企到当地投资

2013-06-26

中国40位著名民营企业家组团访问比利时和法国。虽然没有政府高官同行，但东道主却铺上最高

规格的“红地毯”，比利时首相迪吕波、欧委会主席巴罗佐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多位政要先后与企业

家会谈，话题三句不离投资和合作。

访问团成员均为国内各行业领先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发掘投资机遇是企业家们此行的首要任务。

比利时在微电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世界领先。迪吕波在与企业家们会谈时也忙不迭为

比利时“吆喝”，希望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们海外投资的首选对象。代表团团长、联想控股董事长柳

传志透露，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已有10个以投资为主业的公司结成海外投资联盟，将开拓与欧洲的投

资机构进行合作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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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组成的黄金代表团访法，所到之处均刮起了金色旋风。法国对代表团来访颇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法

国长久以来都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首选投资地，法国政府希望平衡中法两国之间的投资，同时，代表团认为中法、中欧之间的

很多经济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话解决。

星岛日报
40华企访法探商机 中国渴求高端技术法得其利

201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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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文网
对中国企业家访法的双赢期待

2013-06-28   

尽管中欧贸易纠纷的“火药”气味和种种“负能量”

的干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40人对比利时法国的访

问还是使人眼前一亮，希望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访问能够是

一次双赢之旅。

在23日至24日访问比利时和欧盟总部后，中国知名

民营企业家们在25日访问法国。不久前刚刚访问中国的法

国总统奥朗德在总统府宴请中国企业家，这样高的规格还

是相当罕见的。

据报道，此次访欧之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公

司当中，有10家带有投资和金融性质的公司专门召开了企

业联席会议，希望跟比利时、法国有关投资界人士联手，

共同对行业进行分析，将企业对接。而这10家公司投资规

模就达1000亿元人民币。

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属于非营利机

构。俱乐部吸纳了中国46位行业优秀民营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7名来自经济界、外交界的专家顾问。联想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是该机构的理事长，也是此次代表团的

团长。关于这次他们访问欧洲的目的，柳传志表示，第一

是要学习国外优秀的商业传统；第二是要展现中国民营企

业家团体的良好形象，传递中国商界的真实声音；第三是

发现并促成新的商业合作机会。

在比利时法国政府和欧盟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中国

企业家这次访问的气氛热烈友好，柳传志先生在访问中表

示：“这次访问只是一个开始，访问结束后，各家企业的

相关负责人还会再度造访法国、比利时，将投资、合作的

事宜切实落地。” 这种积极合作寻求双赢的表态，传达的

是促进中欧中法相互尊重取长补短的“正能量”。它使人

们暂时忘记了中欧间贸易问题争吵，阴云的分量不再那么

沉重压抑。

法国欢迎中国民营企业来法国投资合作，前中国驻

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也认为：“法国有先进的技术，中国

有雄厚的投资，两者合作将造就商业成功的范例。”欧洲

各国的法律法规各有不同，中国企业进入欧洲或法国市场

虽然并不容易，中国企业需要适应，并充分了解各方面情

况。随着欧盟单一市场的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融合，特

别是政府和企业的支持，相关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在欧

洲和其他地区已经有了中国民营企业成功收购IBM个人电

脑业务和沃尔沃汽车公司等先例。

中国企业家在动身前往欧洲前已经将访问的主题定为

“契约精神和新商业文明”，显示他们知己知彼谦虚务实

的态度。对投资“阳光”产业，提升中国产品质量，建立

商业诚信，加强科学管理，这些中国企业界的要人们都有

强烈的提升要求。比如，从事电脑业的中国联想集团已经

向现代农业等领域进军，这将使现代商业深刻影响农民，

改造中国农业社会，并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模

式问题相关。

法国总统已经向中国企业界敞开了法国多个产业领域

的大门，希望能与中国企业界合作并大有作为。这些领域

有：食品工业，制药业，城市发展，农业等等。在法国的

访问中，除了高规格的接待，还有中法商界精英云集的中

法CEO早餐会等活动。从时尚王国欧莱雅，到奢侈品卡地

亚、香奈儿；从百年家族达索集团，到世界五百强企业施

耐德电气；从法国著名度假品牌地中海俱乐部，到欧元区

第一大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多达上千位法国企业界精英要

人与中国企业家会面。

有媒体将中国企业家访问比利时法国称作“欧洲抄底

之行”，这种显露小人意识的说法显然歪曲了这些来访中

国企业家心态。法国媒体最近连续报道柳传志，黄怒海，

郭广昌等企业家的成功故事，展示的是这些中国经济领军

精英胸中的大山大海，表示了对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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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中法经贸合作转向 从大订单项目到农业医疗

2013-07-04

7月3日，法国总统奥朗德特派中国事务特别代表在北

京宣布，中法经贸合作近期在食品、疫苗、医药、服装等

领域取得多项突破。

“近期将有一个中国企业投资入股法国肉类生产企

业，进行畜牧业方面的共同合作；此外，中法经贸也将在

各个领域有所进展，例如，将有一个中国公司在巴黎开办

服装设计学校。”法国外交部中国事务特别代表玛蒂娜·奥

布里在3日的小型媒体见面会上向记者表示，具体的协议

或于近期由企业宣布。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4月访华后，中法经贸关系升温明

显。6月23日-29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带领30余名民营

企业家组团访问法国，中法企业签署若干合作意向。其

中，新希望集团在访问期间与全球领先的动物育种公司达

成协议，收购其部分股份，同时采用其技术在中国建立世

界级的育种体系，推动中国的肉蛋奶产业在节约粮食、抗

病、食品安全等方面达到国际标准。奥布里所提到的肉类

生产企业合作或为这一项目。

奥布里表示，此次特派访华将以推动法国农业、卫

生、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为核心，也将

与包括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中国政府有关领导、

法国企业家举行会谈。奥布里于7月3日在北京主持一场包

括中国部委和企业参加的卫生座谈，7月4日将赴武汉会见

湖北省省长王国生、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并出席可持续发展

圆桌论坛。

奥布里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公布了一系列具体的经贸合

作突破。

在农业方面，两家法国糕点烘焙企业将于近期落户

中国，分别为法国百年糕点老店Paul Bakery及Kayzer 

Bakery。

在卫生领域，中法已开展首次疫苗领域合作，法国诗

华动物保健公司（CEVA）生产的疫苗得到批准，开始在

中国进行测试，如果测试成功将投入中国市场；法国赛诺

菲-安万特集团（Sanofi-Aventis）生产的口蹄疫疫苗已经

进入了审批阶段。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法已达成协议，继续在武汉共

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进一步推动交通、垃圾处理、

供暖领域进行合作。

此次奥布里所宣布的多项合作进展均显示出奥朗德上

台后对华经贸政策转向。之前中法经贸主要集中在大订单

项目，例如飞机制造业或核电站建设。奥朗德上台后更加

注重农业卫生等领域的合作。法国驻华大使林白曾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希望开拓一些新的合作领域，例如中国政府

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领域、金融服务和医药卫生方面。

此外，奥布里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在法国投资。她

特别提出，将加速推动圣元奶粉在法国工厂开工的审批程

序。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4月宣布将在法国乳业资源丰

富的布列塔尼区投资1亿欧元，建立一座设计年产能达10

万吨的现代化婴儿奶粉工厂。

6月2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会见来法出席

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时表示，

欢迎中国企业来法投资兴业，促进法经济增长和就业。相

关部门将采取简化行政手续等措施，为此提供便利。

奥朗德表示，法国将继续对劳动力市场等进行改革，

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巴黎作为重要

的金融市场，愿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签署的协议还涉及服装及制造

业领域。男装品牌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说，她与法国有关

方面签订了一项协议，将推动法国设计师到中国交流。中

国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称，与达索系统和施耐德电气都

达成了未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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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公司
浪漫与传承不变的启示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之旅

2013-07-30

这一次，我们由欧洲通衢比利时开启行程，在法兰西

度过整整7天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他们既

有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也有主动求变的创新精神，在感

叹这些企业内部强大机制的同时，我们也不由得羡慕他们

的生存土壤。

尽管这是一次目标务实的探访，但给中国企业家们带

来的启示，却是久远的......

时光的指针滑向2013年6月27日，明媚的阳光下，

花神、双叟咖啡馆里依然人头攒动。此时，诗歌、浪漫，

已经不再是他们谈论的焦点，坐在这里的老人也明显增

多——经济衰退让年轻人开始捂紧钱包。6月下旬，法国

国家统计机构发布报告，预计法国经济今年将出现幅度为

0.1%的轻度衰退。在此前的 2012年，法国经济已经是零

增长。

距左岸咖啡馆百米之外的参议院内，一群头发花白的

议员们低声耳语着。窗外的卢森堡公园枝繁花盛，一派悠

闲的景象。参议院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一直坐在法国前总理拉法

兰身边。“如果再不来，就让议员们先开会吧。”他心里这样

想着，却期盼着他的团员们能早一点到来。

这是柳传志第三次率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开展国际

访问，时间从6月23日开始，6月29日结束。行程由“欧洲通

衢”比利时开启，之后的6天均在法国度过。柳传志是这家俱乐

部的理事长。

与前两年访问美、英不同，这次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不仅要

学习欧洲的契约精神、了解欧洲的商业环境、树立中国民营企

业家的形象，“我们的访问将更加务实。”作为中国企业家国

际访问代表团的团长，柳传志在出发前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所谓的“务实”，即寻找商业合作机会。出发前，柳传志

就和汪潮涌、邓锋等10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结成了合作

同盟—这将是中国最有分量的投资组合之一。

“国际访问只是一个开头。”柳传志说，回到中国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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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企业家将根据需求派遣后续部队来欧洲继续了解情况，落实

投资与合作事项。

尽管他们已经表明这次只是先来“探探路、认认人”，

但访问期间，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和《世界

报》、法国国家电视台依然对他们的行程一路追逐。

金融危机后，法国经济急剧滑落，而中国经济则一直保持

高增长态势，这令欧洲各国政要们钦羡不已。因此，与中国企

业家们携手，启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无疑是他们对中国企

业家们热情背后的最大动力。

此次访欧，与政要会晤就成为中国企业家们的一项重要任

务：比利时首相迪吕波、比利时王储菲利浦王子、欧盟委员会

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法国前总

理拉法兰......除了集体会晤，柳传志等代表团核心成员还受邀与

政要们单独会谈。

尽管这让柳传志感觉分身乏术，但他还是感叹道：“在10

年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没有人敢想，自己会有这样的待遇。”

像柳传志一样，对于政要们的热情，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感

到有点受宠若惊，但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次国际访问，什么

才是他们真正要探寻的。

奥朗德们的“经济外交”

柳传志长舒一口气。在与议员一起等待了将近20分钟后，

他的团员们终于到了。由于上午和拉法兰有单独会面，柳传志

提早来到了参议院。而他的团员则因为在一个路口受堵而绕了

一个大弯，没能及时到达。

拉法兰曾在2002-2005年担任法国总理。现在的他身兼法

国参议院副主席、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数职。过去几十

年他一直为促进中法关系的健康发展而忙碌奔走。

“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有一个多极的

世界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对于如何拉

近中法两国的关系，拉法兰深谙其道，“尽管我们对中国的了

解还不够，但我知道，成功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尊重中

国。”

以外交方式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合作，是今天政治家们的重

要责任之一。但在过去，只有国有企业或对本国贸易平衡起到

关键作用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成为他们提携的对象。这一次，

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却集体受到了特殊的礼遇。

回到6月25日的场景。刚刚在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上结束

演讲的中国企业家们第一时间冲出会场坐上大巴。中午，有一

场重量级的接见在等待他们。上车前，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被告知，他的问题已经被法国总统

奥朗德的秘书否掉了。

原来，奥朗德的团队提前向中国企业家搜集了他们的

问题。俞敏洪的问题是“总统先生是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的?”这个问题被放在“不婚主义”的奥朗德身上，的确

有些敏感。奥朗德曾与同为社会党人的罗雅尔共同生活了

25年，两人未婚，但育有4个孩子。几年前二人分手后，

他的女友又变成了美丽的法国女记者瓦莱丽。

车行仅5分钟，爱丽舍宫就出现在眼前。这座始建于

1718年的宫殿宛如一座博物馆，每间客厅的面壁都以镀

金钿木装饰，墙上悬挂着著名油画，四周陈设着十七八世

纪的镀金雕刻家具，厅内则陈列着珍贵的艺术品。

在二楼的总统办公室里，奥朗德向中国企业家们伸出

了双手。在之后的会谈中，他们相视而坐，如同对待一群

期待已久的老友般热情。

“在座的你们都很优秀。”奥朗德以夸赞开场，接下

来便开门见山地推荐，法国有便利的投资环境、更有竞争

力的市场环境以及最优的劳动力市场，“你们可以问我任

何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午就可以签合同。”

当然没有人会立刻与总统签约，这些企业家非常清楚

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家的语言。况且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没

有权衡清楚利弊、对风险充分把握之前，他们绝不会轻易

落子。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向奥朗德提

出了第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如果在法国投资，你们有何

优势?”

“投资不是友谊，中法企业合作应该做到能比别人更

有竞争力。”奥朗德给出他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法国政府

对外资程序是“简而又简”，在法国投资是安全的，法国

能通过退税来降低生产成本，法国还有研发退税——这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中国男装品牌的领导者，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没

有提问，而是道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总统先生以后到

中国访问时，能穿上中国的时装。”

刚刚沉浸在众多严肃问题中的奥朗德此时报以轻松的

微笑：“我现在做什么，都是为了让中国更加欢迎我!”

很快，总统又主动将话题引回投资，除了服装领域的

合作，奥朗德又将法国的红酒、化妆品、飞机做了重点推

荐，“它们都是法国国家象征的一部分，在这些领域，我

们都可以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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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原定半小时的会晤被延长至一小时。随后，奥朗

德又为中国企业家们举办了一场午宴演讲。

听完演讲，俞敏洪、马蔚华等几位企业家就一起奔向

一家名为“中国食堂”的中国餐馆。没办法，法国的投资

机会再诱人，他们也要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而中国菜才

是最符合他们口胃的选择。

此时，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已经忙碌了起来。因为四

小时过后，他们的部长法比尤斯将接见这群中国企业家。

法比尤斯是法国政界资深的左翼党派人士。早在上世

纪80年代密特朗执政时期，法比尤斯就被任命为工业部

长，1984年，他当选为法国总理。 2000-2002年，他再度

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同时担任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

2012年5月，法国左翼联盟再次执掌权杖后，法比尤斯正

式出任外交部长。

法比尤斯与中国的交往渊源已久。为了迎接中国客人

的到来，他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国企业家们刚刚接受

奥朗德接见后不久，法比尤斯就从下属手中拿到了双方会

晤的内容纪要。

当与中国企业家坐在一起时，他立刻说道：“今天上

午你们中的一位向总统先生提问中国企业来投资，法国有

什么优势?我的答案很简单：法国已经有两万多家外国企业

在这里投资，来法国可以更靠近欧洲。”

正当企业家们惊讶于这位外交部长对他们的关注程

度为何如此之高时，法比尤斯自己作出了解释，他强调了

“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这里不是经济部。但我认为，

不是经济的外交，就不是强有力的外交。法国外交部在尽

一切可能推动经济外交，我已向法国驻外使节提出，要尽

一切可能为法国的经济去服务。”

像奥朗德一样，法比尤斯列举了中法企业投资的数据

对比：法国在中国有2万家企业，带动了50万人就业;中国

在法国只有300家企业，贡献了1500个就业机会。“希望

你们赶上我们!”他由衷地说。

“你们要买下法国吗?”

来到法国之前，朱新礼一直有些不安。不仅是他，很

多中国企业家访问团的成员们行前都被亲友一再告诫：一

定要小心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要一个人在大街上走。

“过去20年，我经常来欧洲，从来没有过不安的感

觉。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恐惧感呢?这可不是一个好现

象。”6月25日上午，坐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巴黎鲁特西亚

酒店内，朱新礼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说。他的汇源集

团过去七年来已经向欧洲企业购买了超过30亿欧元的生

产设备和包装材料。

这是中国企业家国际访问代表团来到法国后召开的

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作为本场发布会的主持人，听到朱新

礼的这般表述，俞敏洪赶紧解释大家此行之所以有恐惧

感，是因为总被反复警告要小心钱包，就像外国媒体以前

一直渲染中国如何恐怖，导致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可怕

的国家一样。

“其实，巴黎没问题，中国更没有问题。大家做事

不需要有恐惧感。总是怀着一种恐惧感生活，生命的自由

与美好也被一同消灭掉了。”看到大家的表情逐渐轻松起

来，俞敏洪接着幽默了一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准备

手里举着钱包，出去走一圈。”

听到俞敏洪的这番言论，柳传志立刻严肃地说：

“我的秘书之前在巴黎被抢过两次。所以要走你走，我肯

定不去。”

这只是中国企业家们对于法国治安环境的小小不

安，与此相比，法国民众对于中国商人们的到来，就显得

紧张多了。

25日中午，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正准备

和团员们走出爱丽舍宫，就被一群法国媒体围住了。

“你们这次来法国，是不是想把法国买下来?”一瞬

间，媒体的“长枪短炮”集体伸向这个身高超过1米9的

中国商人。

2011年，中坤集团计划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的

土地用以开发旅游地产。但由于他的前中宣部官员身份，

这个商业行为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政府地缘政治下的一

场阴谋策划。黄怒波的收购计划也被拖延至今。

“尽管官员对我们很热情，但在民众层面上，对

中国人、中国商人还不了解，甚至还有抵制、恐惧的心

理。”在黄怒波看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日趋严

重，很多国家又将原本打开的大门关上了，“对于我们这

些走出来的人也抱着质疑的态度。”他将这种现象称为

“退全球化”。

例如，中国到欧洲投资旅游地产项目，土地拿不

走，盖好的房子也拿不走，还为当地人提供众多就业机

会，“欧洲人到底害怕什么呢?”黄怒波不解。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吴建民早有

感知。他曾在1998-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那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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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但随着近

两年中法在世界大国经济地位的转换，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接受奥朗德会见时，吴建民特意向总统指出了这种不

良情绪的害处，“欧洲人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恐惧像一堵墙，

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

同时，吴建民也向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建议：对于恐惧，

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我们不要责怪对方，中国人要用行动证明恐惧的产生

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就能带来合作的机会。”

其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们早已迈出了在欧洲投

资的步伐。

2010年8月，李书福领导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了对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2010年6月

和2012年5月，郭广昌率领的复星集团两次入股世界知名连

锁旅游度假集团—地中海俱乐部，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由于在技术、管理等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因此对于中

国企业的到来，很多欧洲人依然心怀成见。6月24日，代表

团在比利时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时，就有一位当地记者

直言不讳地表示，欧洲人认为在一些并购案中，作为收购方

的中国企业“除了有钱，什么也没有”。对于这种评价，柳

传志以其创办的联想并购 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进行了回

应。2005年，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后者已处于

严重亏损状态，而在联想集团接手之后，新公司不仅扭亏为

盈，更重要的是，联想赢得了各欧洲分公司员工的尊敬与认

可。“这足以说明，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能带来的，不仅仅是

钱。”

郭广昌也表示：“我们在投资一个企业之前，首要想到

的是能够帮助他们做什么。”

2010年，复星集团启动了全球化战略，他们的模式是

“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即不以控股为目的，而是通

过参股或合资合作，引入符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需要的国际

品牌、技术、人才、商业模式等，在中国经济成长中创造价

值，并与国际合作者分享价值。

事实上，这群有志于投资欧洲的中国企业家们已经达成

了共识：资本只是一个桥梁，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商业模式

引入中国，受益于中国市场，才能使双方实现真正的共赢。

浪漫与传承

每天坐在大巴车上，那些流光溢彩的时装店总是如电影

画面般从眼前不断闪过。望着窗外的夏华，心里总是痒

痒的，“来到巴黎，能在没有咖啡和时装的陪伴下度过

这么长时间，简直不可思议。”

法国前文化部长曾说，“20世纪的法国，有三个永

垂不朽的名字：戴高乐、香奈儿和毕加索。”所以，不

拜访一家奢侈品公司，企业家们的法国之行无疑是不完

整的。此次被遴选中的两家公司—卡地亚和香奈儿，正

是法国人心目中最为骄傲的两个品牌。

卡地亚诞生于1847年，它的历史就是现代珠宝的

百年变迁史。爱德华七世曾褒奖其为“国王的珠宝商和

珠宝商的国王”。如今的卡地亚，仍然是欧洲15个皇室

的珠宝供应商。

6月27日，我们来到卡地亚的巴黎旗舰店。历峰集

团联席总裁理查德·利普和卡地亚CEO奎尔齐兹早已恭

候多时。目前，卡地亚目前隶属于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

团—瑞士历峰。

“我们是在一个比较紧张的背景下接待你们。不久

前欧盟刚刚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中

国则回应要对欧洲的葡萄酒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到来是有象征意义的。”一身风雅正装的理查

德·利普站在卡地亚旗舰店内的台阶上说，“感谢你们的

光临，给了我们一个交流的宝贵机会。”

随后，奎尔齐兹带领中国企业家们参观了这座被

称为“卡地亚之家”的品牌旗舰店，他一边介绍这些光

彩夺目的珠宝饰品，一边分享了一个“品牌之家”的成

功之道：要有记忆(故事)、风格，创造价值和传承的能

力，还要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信任。

面对这个有着150余年历史的品牌，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创始人刘东华认为，伟大的家族企业有两种载体，

一是血缘，另一个就是品牌。一个品牌之所以能穿越历

史，一定有不变的内核—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主张。

“一个企业有了不变的精神，就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来

不断优化自己。通过这些产品和服务，品牌就能和用户

不断互动，越来越丰满。”

另一场让中国企业家们惊艳的探访是香奈儿。6月

28日下午，夏华在大巴车上就迫不及待地向一众男士们

阐述香奈儿的魅力。

“香奈儿是让我对法国高级定制获得认知的一个

品牌，它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改变了人们对服装、

穿着的传统习惯。它也是无数艺术家设计的灵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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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香奈儿将女人从繁复、沉重的裙撑和腰封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她的设计是颠覆性的：要么成功，要么彻底失

败。

当我们来到巴黎康朋街31号的香奈儿寓所时，发现这

栋建筑一层的颜色简单得出奇：黑与白——香奈儿的经典

颜色。香奈儿在12岁那年，被送入欧巴津天主教堂的孤儿

院。简明的线条、灰暗的颜色，那里的一切都影响着香奈

儿的眼光，塑造了她特立独行的性格。

当我们进入二层香奈儿女士真正的私人空间时，却发

现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从全球各地网罗来的艺术品被

满满地布置在房间四处，东方，西方，现代，古典，每一

件都是那样的风格鲜明。

头顶上巴洛克式的巨大水晶灯吸引了每个人的目光，

因为它的每一层都可以找到香奈儿的标志符号：象征香奈

儿品牌的“双C”标志、香奈儿女士最钟爱的山茶花、她的

幸运数字5?

1971年，香奈儿女士在巴黎去世。但在新人辈出、品

牌繁复的流行产业，香奈儿却是时尚界一座永远不灭的活

火山。

“香奈儿有男装吗?”俞敏洪低声问夏华。“没有!香奈

儿是唯一坚持只为优雅女人设计服装的品牌。”夏华答道。

“流行稍纵即逝，风格永存”，这是香奈儿女士的口

头禅。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魅力，让香奈儿流传至今。

让中国企业家们惊叹时光魅力的，还有一家已经传承

整整四代的百年企业—达索。

6月26日，中国企业家们来到位于香榭丽舍大道旁的马

塞尔·达索公馆。晚上6时，大门准时开启。中国企业家们缓

步迈入这座曾经的皇宫。一层大厅内，长桌上摆满了达索

家族收藏的陈年葡萄酒，年逾88岁的赛日尔·达索将远道而

来的客人们招呼到一起，共品美酒。随后，他召集大家来

到宴会厅，“首先我要祝贺你们，你们辛勤的劳动、强大

的能量，使中国成为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强国之一。”赛日

尔·达索气定神闲地对中国企业家们说。他的语气中也充满

了对自己家族的自豪，“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依然由创始人

控股的家族企业。”

1916年，他的父亲马塞尔·达索设计并生产了一个木制

飞机螺旋桨，将其命名为“闪电”，由此开创了达索家族

企业的历史。其后，达索家族历经战火的考验和政府权威

的挑战，依然保持着独立。

作为第二代传人，赛日尔·达索不急不慢地讲述了

他的家族故事，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抗争”一

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父亲和德国人抗争;进入

和平时期，他又与法国政府抗争——反对将他们的企业

收归国有。

不断的坚持迎来了今天达索的辉煌：达索航空、达

索猎鹰、达索系统，这些各领域的顶尖公司都隶属于达

索旗下。

“但是，我现在根本不想退休。”赛日尔·达索掷

地有声的结束语立刻引来大家的一阵热烈掌声。“在

中国，家族企业还是一个贬义词。”朱新礼由衷地说，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伟大的家族企业，这个企

业让我们感到非常敬佩。”

在赠送礼物的环节中，郭广昌也忍不住感叹：“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兄弟们聚在一起经常感叹创业难，今

天听了达索家族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创业难，守业

更难。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我们都要向达索学习。”

“如果我们能够将达索先生的民族气节、达索家族

的创新精神都学习到的话，我们就能变得像老达索先生

一样，做成一个了不起的公司。”晚宴开始前，柳传志

忍不住再次站起来说。

尽管郭广昌、柳传志都无意让自己的子女接手他们

创办的企业，但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能够坚持将其特有

的精神传承下去，“百年企业”就不会是一个梦想。

正极和负极

此行之前，法国企业给我们的印象是传统与守旧，

而在走访了达索系统和施耐德电气之后，它们彻底颠覆

了我们的旧思想。

6月26日下午，中国企业家们来到了位于巴黎近郊西

南部的达索系统总部。站在巨大的电影屏幕下，达索系

统总裁兼CEO伯纳德·查尔斯向我们讲述了这家公司的缘

起和历次变革。

1981年，为配合达索飞机公司幻影系列战机的研

发，达索系统应运而生。当3D这个词还如同天方夜谭般

的80年代，他们就开始运用三维技术为汽车、飞机行业

的企业提供设计方案。

起初，达索系统只有10名工程师，然而，就是依靠

“内部创新”的力量，达索系统每隔10年，就会作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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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变革。而每一次，他们都没有离开“3D”这个技术

核心。

进入新世纪，达索系统依靠3D技术，已经能实现对产品

从设计、生产到运营、维护的全流程仿真设计及追踪管理。

“从DNA到庞大复杂生产线的设计，从一个生命的孕

育过程到一座宏伟建筑的设计，通过三维技术，我们能模

拟一切。”伯纳德自豪地说，他们的目标是使企业和个人

通过3Dexperience进行可持续创新，使产品、生命和自然

达到和谐。

与达索系统这家年轻的公司相比，已有170多年历史

的施耐德却并未显出任何老态。相反，最近10年，施耐德

焕发了青春，不仅完成了从电力生产向能源管理的战略转

型，也顺利实现了全球布局。他们的业务已遍布100多个国

家，拥有超过13万名员工。

“你们每次进行战略转型时，决策是如何制定的?”6

月28日中午，当我们还在前往施耐德法国总部的大巴车上

时，柳传志就将他的问题提前抛给了同车的施耐德电气集

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

在随后的交流中，赵国华给出了一个简单有力的回

复，“我们的战略部门人员并不多，但是我们能够作出有

效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我们相信人的能力!”赵国华的这句话始终贯穿于他

的发言之中。从施耐德的历次转型到全球化布局，施耐德

一直坚信：人是核心。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他们敢于对员

工充分授权。

“施耐德的文化是一个组织架构、一个管理系统、一

个使命和价值观。”赵国华说，同时，他们的文化是跨国

界、开放的文化。例如，当施耐德在中国时，他们的文化

就是中国文化。

“我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施耐德?”这也

是赵国华一直追问自己的问题。从1986年加入施耐德后，

他就从未离开。健康的企业文化加上优厚的福利制度，激

发了每个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所以我总能用长远眼光看

待公司的发展。”

“我已经是施耐德的一部分了。我的未来也在施耐

德。”从赵国华的语气中，你感受不到丝毫虚伪奉承。

“施耐德让我看到管理是一个金矿。”在原招商银

行行长马蔚华看来，施耐德的成功，一是战略决策正确，

他们做到了因势而变，二是企业文化，“只有包容才能开

放，只有开放才能信任，这些都对我们中国企业家非常有

启发。”

在与这些法国企业的接触中，中国企业家们收获颇

丰，他们不仅看到了创新的力量，感受了企业文化的魅

力，也领略了传承的要义。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获得了“订单”。例如，香

奈儿的两位高管就向夏华订购了两件男士礼服。宽带资本

董事长田溯宁则与达索系统的高管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

他们将以“云服务”的方式帮助后者在中国推广他们的软

件应用，另一个是施耐德电气将为云基地提供云计算机房

的能效管理方案。

在中国企业家国际访问团最后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新希望集

团已与法国Sofiproteol及荷兰 Hendrix达成合作框架协

议，他们将把法、荷两家公司在育种、食品安全等方面的

优秀技术引入中国，未来他们将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公

司，共同开拓中国市场。

相对于企业家们的捷报频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

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显得不

那么乐观。

“这次来法国，基本印证了我来之前的判断：欧洲的

经济还会继续下滑。”许小年说，虽然法国政府官员们对

于中国企业家都很热情，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金融危

机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对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也都是避而不谈。”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结构调整，需要领导力!”许小年

习惯性地紧锁眉头。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领袖要能看到

当前经济的实质，让选民接受他对国家未来的想法，而不

是一味跟着选票走。跟着选票走的政治家不是leader，而是

follower，但今天的政坛上，多数是后者。“这点和做企业

的道理是一样的。伟大的企业要能引领市场!”

许小年调侃自己讲话总是不招人喜欢，经常被人批

评为充满负能量。但如同一节电池，如果只有正极，没有

负极，电池能量将发挥不出来。“我们经济学家愿意做负

极，你们企业家来做正极吧。”

这些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然愿意做正极。他们深知，

自己生存的土壤与法国企业家们截然不同，但他们同样心

怀远大的梦想。只有坚守不变的信念，吸收正能量，才能

在充满变数的未来继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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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usiness Giants to Visit France and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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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访问法国比利时

2013-06-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yODAyNTQ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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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访法国比利时 

2013-06-18

近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比利时访问代表团在

法国驻华使馆举行了启程前的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柳

传志宣布，受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比利时政府的邀

请，由俞敏洪、龙永图、许小年等40名企业家、外交家和

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将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

的主题，对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往前发展需要新商业文明

的建立，需要契约精神，而法国正是现代契约精神的发祥

地。” 柳传志表示，“此行一方面是为学习法比两国现代

商业环境的发展经验，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

体风貌，更为了探求新的商业合作机会。”

代表团一行将陆续走访布鲁塞尔和巴黎两地，分别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首相迪吕波,比利时瓦隆大

区首席大臣德莫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政要举行会晤，就

中欧、中比和中法商贸关系的热点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

代表团还将与比利时世界疫苗生产巨头之一葛兰素史

克、法国的达索集团、施耐德电气、巴黎银行、卡地亚、

香奈儿等数十家世界知名企业的领导人会面，促进企业间

了解的同时，发现企业间的新的合作机会。

在巴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还将与卡文迪什集团和展

望与革新基金会联合举办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届时将有300

名中欧各经济领域的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参与，围绕可持

续发展、海外投资等中欧企业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焦点话题展

开互动讨论。

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表示：“加强两国经贸关系，特别

是两国双向投资，是法中两国双边关系的重点。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此番赴法有助于加强两国相互了解，推动企业界的交

流。”

比利时瓦隆大区、瓦隆-布鲁塞尔联邦首席大臣鲁迪·德

莫特表示：“此次访问将会是有益的机会，为中国和比利时

商业人士建立新的关系，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该商务之行

将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清楚地洞悉瓦隆地区的主要行业。”

本次法比之行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继成功访问美

国、英国后的又一次基于“学习、对话和合作”的访问，代

表团所到之地遍访最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机构，已成为中国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比利时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范睿可，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

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吴建民同时出席了媒体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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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行媒体见面会在巴黎举行 

2013-06-26

“这次访问法国，我们是用心来与你们对话的。” 6月

2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国之行媒体见面会在充满艺术

气息的巴黎鲁特西亚酒店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

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主持

了此次发布会。

“以前我们个人访问欧洲，带来的是火花，这次我们

组成团队共同访问欧洲，组成的是一个火炬，目的是点燃

两国企业家商业合作以及人民交往的热情。”俞敏洪说，

中国人民一向善于抓住机会，而法国人民一向以浪漫著

称，而中国与法国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执着于寻求人民的和

平与幸福。

 消除恐惧

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

民将一直随代表团成员参与访问全程。

对于参与此次访问的原因，吴建民表示，道理很简

单，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

一个群体。同时，吴建民请大家记住他的话，“过30年大

家再看一看，能够走向世界，做得最好的中国企业，

一定是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些成员企业一样优秀的

民营企业。”

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中国企业家都被朋友提醒

要注意法国的安全问题，这也一度成为出发前困扰很

多企业家的一个原因。

“过去20年，我经常来欧洲，从来没有过不安的感

觉。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恐惧感了呢？我觉得这不是

一个好现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中国

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说。

俞敏洪认为，这是因为行前他们受到了太多负

面消息的渲染。“这就像外国媒体以前一直渲染中国

如何可怕，导致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一

样。其实，巴黎没问题，中国更没有问题。”在他看

来，大家做事不需要有恐惧感，如果总是怀着一种恐

惧感生活，生命的自由与美好也将一同消失。

吴建民曾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

使，尽管已经离任10年，但他一直关注着中法两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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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情况。

“与我10年前在法国做大使时相比，中法两国的合作规模

有了很大提升。”吴建民说，10年前两国的贸易额不到200亿

美元，现在已经达到500亿美元了，这个发展速度远远超乎他

的预料。

第二，法国人以前法国对中国没有什么恐惧，在他们眼

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但近两年对中国的

看法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恐惧感就是其中之一。

吴建民认识，法国产生恐惧的原因是中国发展得很快，

同时法国经济却陷入衰退。同时，由于法国不了解中国，才会

对中国产生了恐惧。

“对于恐惧的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克服了恐

惧，就能带来合作。”吴建民提出，“我们不要责怪对方，中

国人要用行动证明恐惧的产生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就能带来合

作的机会。”

 近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冯军准备在巴黎香榭丽舍

大街开一家“爱国者联盟”品牌店，这个店里将集中展示众多

来自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他表示来巴黎发展的目的是寻求

共赢，而非中国企业单方获利。

“如果这样的行动多一些，恐惧就会慢慢消失。”吴建

民说。

 寻求合作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向各国媒体介绍了此行的目的，一是了解

法国的商业环境、学习法国的契约文明，二是宣传中国的民营

企业，三是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

由于近日中欧企业的贸易摩擦日趋频繁，因此，中国企业

家代表团在会晤欧盟主席巴罗佐时曾就曾抛出了相关问题。

“巴罗佐先生的回答，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企业和欧洲

之间的那些（制裁）摩擦只是经济性的，与政治无关。”

柳传志强调，代表团此行就是为了寻求合作的。而经过这

些天的初步访问，他们确信，双方的确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可以挖掘。

“通过这次探路，我们将发现好的合作机会。”柳传志表

示，下一步他们还会派企业中的相关负责人继续跟进，将投资

与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朱新礼创办的汇源是中国最大的果汁企业，过去20年，

汇源已从欧洲7个国家进口了30多亿欧元的设备和包装材料。

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10年，朱新礼到欧洲考察，他发现

很多欧洲企业正是依靠为汇源做产品加工，才赢得了生存的空

间。“这次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来到法国，一定能帮助法国

的企业度过难关。”

在朱新礼看来，法国的品牌、农业及食品安全都做得非

常好，而这些也正是中国企业最需要学习的。

 目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已有10家企业结合了合作伙

伴，在发现合适的机会后，将共同对欧洲企业进行投资。

“中国企业来法国投资，除了资金，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中

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朱新礼表示，他们希望将这些与法国的

品牌及技术优势相结合，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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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奥朗德答企业家们问：中法企业合作应该比对手更有竞争力

2013-06-26

当地时间6月25日中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索瓦.奥朗

德在总统府亲切接见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法代表团，并

与企业家们就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奥朗德总统在他的欢迎致辞中说，我们意识到我们

有着共同的利益，他对加强中法关系的人表示了敬意。中

法之间要加强商务交往，鼓励那些共事的人。

 执行理事长朱新礼在法国有很长的投资经历，他所

在的汇源二十几年来在法国在内的六个国家里购买了三十

亿欧元的果汁加工设备和包装材料。他请教总统，中国的

企业在欧洲或法国有什么优势？

 对此，奥朗德认为，投资不是友谊，中法企业合作

应该做到能比别人更有竞争力。法国有着很好的地理位

置，法国在欧洲是个大门户，法国政府对外资程序是“简

而又简”，法国有这方面的保障，保障有最好的技能、最

好的设备、交通设施，在法国投资是安全的，而且法国通

过退税来降低生产成本，法国还有独有的研发退税，这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他进一步介绍说，这可以让在法国投资的高科技企业

通过创新来减少税收，以此支持高科技企业在法国设立创

新研发中心。他建议中法企业间建立联盟，在欧洲和非洲

拓展市场，一起共同来面对第三方市场。

 奥朗德认为，目前在中国投资的法国企业要远远大于

中国在法国的投资，中国有能力来投资法国。他重申在法

国投资是有保障的，在程序上面已经做好迎接中国企业到

来的准备。

郭广昌所在的复星集团三年前投资了法国的地中海俱

乐部。他向总统介绍说，地中海俱乐部在中国要开第五家

店，而且董事会也批准私有化计划，进展很顺利。而复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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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继续加强在法国的投资布局，复星对包括食品、红

酒、化妆品方面的投资都很感兴趣。他希望总统能给他

更多的建议。

奥朗德接过话匣子说，地中海俱乐部是一个很好

的中法间投资案例，地中海俱乐部代表了法国的生活方

式，代表了更好的生活。复星提出了友好的收购计划，

占有重要的股份，这个收购案例在法国没有引起任何的

争论。他提到了旅游业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因为中国有

很多的游客，而法国是世界头号旅游大国，需要扩大接

待能力，为外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来自依文集团的夏华讲到她的企业在吸引法国的

设计师到中国工作，也希望通过法国设计和中国文化的

结合，让中国的品牌在法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她有一

个愿望，就是希望总统以后到中国访问能穿上中国的时

装。

总统幽默地报以一笑。奥朗德说，“我现在做什

么，都要让中国更加欢迎我！”他说，法国有着很好的

服装品牌，中法品牌联系在一起可以推向更高的水平。

法国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资本，比如法国知名酒堡，还

要出口到中国，让中国的消费者能品尝到来自中国人持

有的酒堡生产的红酒，还有飞机、化妆品都是法国国家

象征的一部分，都可以展开合作。

曾任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向奥朗

德提出了两个问题。他说，十年前法国人不惧怕中国，

但今天法国公众不这么认为，舆论让法国企业远离中

国。第二，他提到了在巴黎的安全问题。

吴建民说，12年前他本人是亲身经历过抢劫，但今

天这种情形每况愈下了，安全问题是中国人在法国最担

心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每年有3800万人要外出旅游，

十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1亿。如果改善了治安问题，你

们将非常成功。

奥朗德对吴建民为中法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他表示，中法旅游业合作潜力巨大，对法国很重

要，发生治安问题，“因为中国人携有现金，这对坏人是

个诱惑，我们将毫不留情地与坏人作斗争。”对于中法合

作，奥朗德提到了中法之间贸易平衡的问题，“另一种害

怕是贸易平衡，我们要平衡250亿欧元的逆差。”

他说，这也有法国方面的责任，比如规则问题、标

准问题，会影响到法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他提出，法

国要尽可能地让中国资金进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国际访问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冯军向总统提问说，

全世界都缺乏品牌，巴黎是品牌之都，明年3月将要在

香榭丽舍大街开中法精品馆，以求互补共赢，想听听总

统的建议。

奥朗德在回答中强调了“创新、设计才能革新品

牌”，但他也希望“如果在法国制造就更好了”，因为

在促进中国品牌发展时，可以通过法国的制造工艺和生

产，因为有些手工艺只有法国有。

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向奥朗德介绍了自己的企

业，通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是中国最大的肉蛋奶提供

商，年销售额超过100亿欧元。他提出，法国在农业高

科技、食品安全方面有领先的优势，新希望正在洽谈合

作，希望能把法国的技术带到中国。

马蔚华则问到了离岸金融中心的问题。他说，法国

有没有决心把巴黎变成人民币离岸中心，伦敦是最早提

出这一想法的，你们怎么促进，才能不比伦敦落后。

奥朗德强调了欧元区的重要性。他说，愿意看到人

民币在欧洲发挥更多的作用，他强调德国和法国所在的欧

元区可以让人民币发挥这一作用，但伦敦起不了这样的作

用，巴黎愿意与中国一起让人民币、让欧元发挥作用。

这场面对面的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比原计划

增加了一倍。奥朗德赞赏了这样坦承的交流。随后在

爱丽舍宫举行的招待午宴，面对着中法企业家们，他

也再次提到了刚刚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代表团进行

了充分交流，而这种交流才能消除隔阂，让双方共同

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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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中国企业家法比行：旅途中的经济学课

2013-06-24

此次法国、比利时之行的主题为“契约精神与新商业

文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受到了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

朗德和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的直接邀请，在为期一

周的访问中，我们将走访布鲁塞尔、巴黎等地，与比利时

首相、法国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会面，访问戴高乐基金

会、欧盟总部、欧洲商学院、法国外交部等机构，以及与

施耐德、葛兰素史克、达索、巴黎银行、卡地亚、香奈儿

等企业领导人交流分享。

比起当下的旅程，好像眼下国内金融市场的钱荒更受关

注。6月20日，或许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

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

高达到28%。在近年来，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

候机室的经济学课

22日晚大部队集合首都机场，出发去我们此行第一

站巴鲁塞尔，开始为期一周的“中国企业家法比行”。中

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当天较早到达候机贵宾

室，看到邓锋第一句话是：“最近这个钱荒是咋回事？你

有啥内幕消息没？”后者在2005年联合创立北极光创业投

资基金，目前，其旗下共管理3支美元基金和3支人民币基

金，管理资产总额10亿美元。“知道一些，但更多的我这

还不太了解。”

聊了没多久，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

也到了，在几句寒暄之后，直奔主题，此时的黄怒波等人

俨然成了好学的好学生——他们最关心的是，银行是不是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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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没钱了？作为一直投身实业的他们该怎么办？

周其仁再一次提到自己“水落石出”的观点，他

把资产比喻为河水，债务比喻为石头：投资偏大后，

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把经济往下拉，“从

09年4万亿下去之后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当经济大潮

退去，河滩上的石头逐步显现，石头本来就存在，成

本和债务顶着，建议大家盘石头拣钻石，肯定会大有

收获，就看谁有眼光谁有实力了。”

大巴车上的经济学课

23日在当地时间清晨，我们抵达了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然而不管是候机室还是出行的大巴上，这样

的讨论氛围一直继续。从经济大环境，到投资领域、

行业发展趋势，创新动力机制，再到最新医疗研究成

果等等，即便是窗外的美景都不能转移大巴里人们的

注意力。

23日当地中午时间是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欢迎

午宴，从午宴回来的路上，大家再一次聚焦到这个话

题，也更加热闹，因为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信中

利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兼CEO汪潮涌、新希望集团董

事长刘永好等也纷纷加入了讨论。

马蔚华认为，“中国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钱贷

出去太多而存进来的太少。”随后汪潮涌的发言也赞

同这一观点：“这样的事情80年代美国也发生过，银

行经过这么多年的资产膨胀，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的问

题——就是资产负债严重的不匹配，‘短存长贷’非

常严重。”

在汪潮涌看来，以前中国是没有房贷的，现在

房贷占到银行的40%左右，差不多有60-70万亿人

民币，贷款时间大多为10到20年，而存款多为活

期。“美国的银行业是怎么应对的？他们尝试表内

的资产挪到表外去，把资产证券化，并通过多种方

式隔断风险发行较高收益债券，如中期贷款、商业

票据均采取资产证券化，这就逼迫中国银行业不

断创新。”

马蔚华认为，造成“钱荒”，除了银行的存

款、资产负债等方面原因，还有流动性问题，作为

上市公司，就要追求利润，就必须把资金运用出

去，所有的银行都是希望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得最高

的信贷回报。“为了盈利的需要，实际上那些从正

常渠道得不到钱的比如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拿到钱

后不会轻易拿出去了，当资金紧张的时候，大家都

不往外拿，失去了流动性。”马蔚华补充道。

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越却认为，资金的

结构性问题，是贷款质量造成的。“流动性的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贷款质量。“其实房贷是

银行的贷款质量较高的，但地方政府和过剩产业的

贷款这部分的质量是非常差。”

车厢里开始了抢话筒，刘永好站起来说：“我

是养猪的，但是金融方面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实际上，刘永好另外一个身份是民生银行

副董事长。“以前是靠贷款支撑公司资金发展，

现在两星级别的企业就可以发行公司债券、长期

的短期的等，好的企业都会直接使用这些融资工

具。而且贷款是专款专用，公司债券等融资渠道

没有这些限制。”

在刘永好看来，银行的优质客户大量减少，

转战小微金融相关风险却在增加，贷款成本在增

加。从马云推出余额宝看出来一个信号，老百姓

的钱不断的流向新型的金融工具，而且新型的金

融工具还在不断的发展，这对银行来说是极大的

挑战。

周其仁还提到：“这届政府肯定不会‘放

水’，‘习李’搭配有十年的时间，也够魄力有信

心在任期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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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接见俱乐部访比代表团

2013-06-24

当地时间6月23日，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在拉许尔普城堡接见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他

在致辞中介绍了比利时在欧洲的独特地位，并对代表团所在的企业已在多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为中国

国家的改革开放和进步做出的贡献而感到钦佩。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我们正在推进改革，希望与中国企业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

系。”在这座有着170多年历史的拉许尔普城堡内，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向代表团成员们表示了

他的诚意。

迪吕波首先向到访的中国企业家们介绍了比利时的经济发展优势。

比利时地处欧洲的中心位置，以其为中心，在500公里内，便能轻松到达欧洲众多的重要市场。同

时，比利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及出色的物流能力。

低房价也是比利时政府吸引外资的另一张王牌。例如布鲁塞尔的办公租赁费要比巴黎低80%。比利

时优惠的税收制度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与发展。迪吕波是比利时30年来首位来自法语区的首相。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汇集了全球众多国际组织，是欧盟总部及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汇聚了全球

的决策者，也成为他们的决策中心。” 迪吕波强调称，比利时是全球最开放的国家，“代表开放的意

识、商业的文明。”

比利时的多方优势已经吸引了一些先行者的到来，例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成员企业万达集

团、爱国者都已与比利时企业开展了合作与投资。

“比利时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从无数在比利时投资的企业数量就不难看出，这里是成功者的乐

土。”迪吕波称。

像许多欧盟国家一样，目前比利时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困扰，但迪吕波表示，他们有信心走出危机，

因为比利时在创新领域已经走到了欧盟其他国家前面，“尤其我们新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五年规划发展

方向十分契合。”

在这份热情洋溢的致辞中，迪吕波还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了敬意，“因为你们

在众多行业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迪吕波期望中国企业家们能够将他们的卓越延续至与比利时的合作中来，希望今后比利时能够成为

中国企业家们海外投资的首选对象。

接见代表团所在地的拉许尔普城堡，坐落于富于自然庄严之美的索尔维庄园中心，于1842年由贝

蒂纳的马奎斯修建，真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法式建筑风格。如今这座庄园属于瓦隆大区政府，并被归类于

瓦隆大区特殊遗产之列，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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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欧盟主席巴罗佐与中国企业家俱乐代表团会晤

2013-06-25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

欧盟总部接见了来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巴罗佐在致辞中说，对世界来说，欧盟不仅是个观

察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今年是中欧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十周年的纪念日，欧盟期待以后的合作也是有成果

的，欧中也期望在第六次中欧高峰会上签订新十年的合作

关系协定，这是一种平衡的互惠的关系。

巴罗佐说，欧盟与中国政府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关于促

进增长的协商，这是一个双向的合作，首先是要创立一个

公平的竞争平台，这样对欧洲公司有贡献，对中国企业也

是有贡献的，因为这会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正在准备签

订的中欧投资协定，既保护欧洲在中国的投资，也保护中

国在欧洲的投资，促进双方市场的进入，对彼此都是有益

的，对FDI的进入也是有好处的。

这位欧盟主席坦率地希望中国企业家们提问题。在

这段欢迎致辞后，他马上开始转入正题：欧洲规则比较透

明，是吸引外国投资的福地，欧委会和他本人非常有兴趣

知道，你们认为中国投资欧洲有什么困难？中国内部的改

革，特别是国企与私企的关系，中欧之间关系的未来是什

么样的？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来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增

进福祉？

柳传志向巴罗佐介绍了代表团的情况。“在座的纯粹

是民营的企业，欧盟与欧洲国家应该格外重视民营企业。

因为这是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重大动力之一，民营企业占据中国60%的GDP和80%的

就业。我们来欧洲是来了解学习契约精神和新商业文明，

我们在寻求更真实的商业合作。我们今天知道，比利时医

药技术很高，而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你们进入中国市场以

后，就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成功进入中国市场。这

是一个很广泛的前途。”

巴罗佐同意来访的企业家们提三个问题。但他很快意

识到了，中国企业家们不但踊跃地提问题，而且出乎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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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坦承：

黄怒波：作为民营企业来说，我们相当希望来到欧洲

来投资，欧洲有完善的投资环境，但真正进来以后，会遇

到很多问题。冰岛总统请我去，我曾经把一个小村子，做

成了全世界的自然文化遗产，但在冰岛的投资被误读成中

国政府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民营企业家就是一个商人，我

们就是要挣钱，然后为当地社会作贡献。现在欧洲一谈到

中国企业就害怕，可能有我们沟通的问题，我们就是旅游

投资，双方也有投资协定，但一做起来就会商业问题政治

化。这个问题如果有突破的话，对中国企业来欧洲是个很

好的机遇。

马蔚华：我有个问题，中欧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十周

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在

座的民营企业家就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温总理在卸任前

为两件事情没有解决而感到遗憾，一是承认中国的市场化

地位问题，另一个是军售问题。这个遗憾会带给中国新的

总理吗？中国有市场，欧洲有技术，所以有互补。李克强

总理说过，当欧洲设计遇到中国市场，当中国市场遇到欧

洲技术，会产生美妙的感觉。

王均豪：我提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欧盟对来自中国

的光伏产品征税，欧盟内部有17个国家都反对，但最后还

是通过了，这个解决机制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朱新礼：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喜欢欧洲的，我从欧洲7

个国家买了30亿欧元的设备和材料。中国农业还很落后，

希望中欧农业加强交流，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多做一些

贡献。欧洲很多人对中国很担忧。你作为主席，是希望一

个稳定繁荣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

刘永好：我们几个兄弟去年的销售超过了1600亿，

我们也是民营企业，中国有数千万户靠他们的勤奋壮大起

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我希望欧盟在制定政策

时考虑到他们的现状。欧洲农业很先进，欧盟对农业的补

贴是不少的，各个国家也有补贴，欧洲的食品安全做得不

错，这些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和监管部门来学习的。

吴建民：我在欧洲的荷兰、法国当了九年的大使，中

欧之间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欧洲对中国有很大的忧虑，

对中国民营企业进入欧洲带来负面的影响。要解决问题是

双方的。投资合作、贸易合作，对我们双方是有好处的。

蒋锡培：中欧好的环境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民

营企业有一定的实力，机会有很多，但投资欧洲了，美

国就少了。你刚才提到的投资协定里有没有关于货币的

互换协定，希望你能写进去，我们也不希望老用美元，

也想用欧元。中日关系，有美国在参与，虽然民间关系

好，但跟欧洲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期待你在年底给我

们更多的好消息。

巴罗佐集中回复了企业家们形式各样的提问，他赞赏

“你们问问题是非常的豪放，也是相当直接的，我也就直

接来回答这些问题”。

他说，前不久我的国家葡萄牙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力公

司，被中国给控股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冰岛不是

欧盟成员国，但他们在申请成为成员国，黄先生的问题冰

岛可能认为中国是个大块头，对他们这个小国家有挑战，

黄先生讲的我是理解的，就像吴大使说的，一定要双赢，

才能解决问题。还有马蔚华所说的，李克强希望双赢，这

是个好办法。

他也强调说，中国是个大市场，如果考虑到欧洲有5亿

多的人口，也是个很大的市场，把我们欧洲内部市场对外

开放，跟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样的。“我跟中国领导人都

讲过这些事情”。

他认为欧盟内部打通至关重要，“欧盟有些国家是

很老的国家，比如法国，作为独立国家有几百年了，但有

些很年轻，欧盟把内部市场打通，在市场内部流通是自由

的，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至于企业家反复提到的农业补贴问题，巴罗佐强调如

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国家就会自己去做补贴，所以欧盟

委员会开始担任起这种职责。“我们要检查每一个成员国

是不是遵守法则，如果违反了，我们可以把他告上法庭，

就跟告公司一样。我们28个国家组合在一起，需要一个

主管部门来实施，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我们调查了确实有

倾销行为，所以我们采取了反倾销的措施如果不这样做的

话，我们会被企业告上法庭的。所以要了解欧盟的机制，

我们不能与成员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但他也强调双边对话的重要性。“我们是以建设的姿

态在与中国进行谈判，希望能达致结果，贸易摩擦是我们

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劲的关系，中国很快

会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朝着这个解决问题

的方向走。我们必须面对问题，欧中关系是经过悠久的历

史发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寻求世贸组织解决，对待美国

也是如此。微软、英特尔也被罚过款，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我们在做调查，所以这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做出决定，不

是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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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了他与中国的关系，他说，“我坦率地说，我们的关系稳定是双赢的，我八十年代就跟中国打交

道，当时我是个小不点，澳门问题解决我也参与了，所以我不是有成见的。所以，双方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影

响到中欧关系的大局”。

他仍然强调了欧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你们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我们不想让世界为一个人来主宰，希望是个多极的世界。双方出现摩擦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双方的智慧来

解决。温家宝总理以前我跟他谈了好几次，从技术观察角度来看，(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没有完全成

熟，我也希望李克强任期会解决这些问题”。

“军售不是我的问题，这跟我的成员国相关，跟我不相干”。这种坦率的回答引得了理事们爽朗的会心

一笑。

至于货币互换问题，他表示，正在准备的投资协定当中，没有一个关于货币互换的条款。他对中国的

欧元的支持表示欣赏，“我觉得，中国还有世界要是碰到一个稳定的欧元，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事。中国在

支持欧元信心方面表现很好，欧盟特别感谢中国，中国一直坚持信任欧元，有些公司在投机欧元，但中国不

是”。

“至于中日关系，我深切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坐在一起，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我们尊重中国，也

尊重日本，中日关系稳定了，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

最后巴罗佐说，“你们的公司想来这儿投资，是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我们正在商讨投资条约，

进入中国市场与进入欧洲市场是一样的自由。举例来说，中国公司可以买欧洲能源公司，那么欧洲公司也可

以买中国的能源公司。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进行进一步的合作，这样就有了安全感。如果有共赢的想

法，没有解决不了的。”

他确信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也真诚实在地确信会有解决办法。每年我至少去一次中国，我也见证了中

国的崛起，把双方的大局考虑清楚了，能在一个公平竞争平台上竞争，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欧洲债务危机影

响了欧洲，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市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村里，双方都要有共同的解决

办法。中国增速放缓了，对中国不好，对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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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法比之行手记：当欧委会主席遭遇中国民营企业家

2013-06-25   

很少见到像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这样直爽坦诚的

官员。今天下午见到巴罗佐时已是傍晚时分，大家都已

略有疲惫，本以为是一个象征性的会晤，却成为今天行

程最精彩的亮点。

巴罗佐，一个长着圆圆脸的葡萄牙男人，他的长

处尤其在于外交，据说在此前担任葡萄牙外交部长期间

甚至连反对党也不得不对他出色的工作表示赞赏。在他

短暂精彩的发言后，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

长，柳传志还是第一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是这次相

当直接。“我们觉得比利时的医药技术很先进，但市场

不够大，而中国庞大的市场则恰恰和这点互补，只是你

们的产品价格太贵，我们中国人买不起，我觉得你们应

该通过研发、降低成本来满足市场需要。”

柳传志的话激起了其他成员对巴罗佐提问的热情，

节奏很快的，没等巴罗佐回应，其他人便开始一个接一

个地将问题抛给了巴罗佐。

“欧州貌似有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机制，是个投资的

好环境，但玻璃门似乎无处不在。我上次去冰岛，是政府

的邀请还有总统接见，享受的待遇挺高。但最后买了块地

却被当成是政府行为而产生不少枝节。所以我很疑惑怎么

向欧州解释我们其实就是个商人。貌似你们欧州，一谈到

中国企业就害怕。我其实就是做旅游投资的，不希望把把

商业问题政治化。”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急吼吼地说。

黄怒波2011年预花数百万美元买下冰岛300平方公里的

土地，并预计投资两亿美元用来发展旅游地产，但这一要求

被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以涉嫌“地缘政治”否决，他在此前

接受采访时表示，完全没有料到这笔投资会被套上“政治帽

子”。对此，他曾无数此公开表达了不满和无奈。

接下来提问的是汇源集团朱新礼，问题同样直接。

“欧州真的恐惧中国吗？这个问题我之前一直都没太感觉

到，但最近这种感觉似乎越来越明显。我过去从欧洲进口

大量的原材料，可以说完全用自己的钱和欧州结交朋友，

也想对中国的农业食品安全和现代化多有一些贡献，但是

这个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让我感到忧虑。你们到底要贫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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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饥饿的中国还是要友好富裕的中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拿过话筒也开始急切地

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是做农业的，目前9万多员

工，我们兄弟一起去年销售1600亿人民币，但我们没

有显赫的背景，一路全靠自己壮大。我希望你们制定

政策时可以考虑到私营企业的状况。我觉得欧州的农

业很先进，但是欧盟对自己的企业补贴多监管多，各

个国家都有补贴。欧洲的食品安全做的不错，这值得

其他国家去学习。”

问题一个接一个，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家对这次

的会面似乎都非常兴奋。

“现在中欧之间存在很大合作机遇，但毫无疑问

欧州对中国的恐惧会对我们的合作形成障碍，如何消

除这种情绪？欧盟打算做什么？中欧经济过去发展快

多是源于贸易合作，我相信未来投资方面的合作将会

把中欧关系带入新的阶段。”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

民依旧说的从容不迫依旧说的从容不迫。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紧接着也开始发问：“温

家宝总理在任期内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我们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一直得不到你们的认可，不知这个问题是

不是有望在李克强任期内得以解决？”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轰炸，

巴罗佐——这位前葡萄牙外交部长微微挑了一下眉

毛，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他顿了顿，语气显得很淡

定，并从以下的回答中展现出了这个级别官员少见的

直爽、开放姿态。当然我想这亦和这支中国企业代表

团的态度直接相关。

巴罗佐首先非常直接地回应了黄怒波的困惑。

“中国的投资在欧州很受欢迎，我知道葡萄牙最重要

的能源公司被就被中国公司实际控制，我们并不干涉

中国投资啊。但你知道冰岛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呐！” 

在全场发出轻微的笑声后，他微微看向一开始

说话的柳传志。“您提到我们的市场不大，我要告诉

您，我们欧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我们的内部

市场产品流通完全自由。我们是个28个国家组成的

集体，在农业补贴的问题上我们对这个统一的市场

完全没有歧视。但28个国家的整合需要标准，我们

只有一个主管部门，是和成员国独立的，一切事情

必须按照事先商定的规则办事，如果你们和成员国

出现贸易摩擦，而我们不采取行动，欧盟就会被告

上法庭。所以很多事情，包括之前很受你们关注的

光伏面板的贸易摩擦等都需要有建设性的对话。”

巴罗佐顿了顿，似乎想更把自己的意思说的

更明白一些。“有些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就是因为

没有遵守相关法规，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一视同

仁，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立刻想到这是反中国

的。中欧是很好的贸易伙伴，我本人和中国人的关

系很好，”

接着他看向马蔚华，语速略慢。 “我们是否承

认中国有市场经济地位是个技术问题，从技术观察

的角度讲，目前的条件还没成熟。中国的市场经济

地位的认可我当然希望李克强的任期内得到解决。

但你知道国际贸易要有公平的机制，比如中国的企

业能买欧州能源公司，那我觉得欧州的企业也可以

去买中国的能源公司，咱们的市场应该向双方开

放，对吧？如果我们双方都认同互惠的原则，那没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影

响很大，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中国经济放缓对

谁都不是好事儿。”

巴罗佐说罢，全场都显得格外激动，大家脸上

都显示出满足、兴奋的表情，似乎和我一样对这次

不一样的会面意犹未尽。在电梯里，一位会讲中文

的欧盟官员说，巴罗佐先生今天谈的非常高兴，你

们中国企业家们的问题水平很高、态度很直接、高

效，也激发了巴罗佐先生。

嗯，有意思的会面，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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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法比之行手记:流动的大巴课堂及罚款制度

2013-06-26

如果你要问“中国企业家法比行”代表团团员，在这几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恐怕他们除了

回答你“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廖力强、欧盟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弗朗

索瓦-奥朗德”等之外，他们还会告诉你，尤其是旅途中那流动的大巴论坛。

在这里，没有企业大佬，行业之分，只剩下好朋友和融洽的氛围。讨论的话题涉及甚为广泛，

这几天国内的银行钱荒，A股大跌，企业创新机制和动力，地方债、温州金融改革都是他们讨论的焦

点，在每一次法比行单个行程结束回到大巴上，大家都会禁不住就刚才所见所闻发出评论和感慨。

在会晤欧盟主席巴罗佐结束后回到大巴车时，有人忍不住感慨，“够坦率直接”、“也看跟什

么人，我们直接，他也不绕弯子打太极”，“他的观点很明确，你们中国市场很大，我们欧盟也不

赖”、“听完他的提问回答，我理解了很多，像光伏这样的贸易摩擦对欧盟来说是很正常，很多企业

出于本公司的利益向欧盟投诉，作为他也不能不去管、不能不去问，只能双方协商，达到双赢。”

也难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将其评价

为“几乎超越了这个世界上任何课堂”，“各位朋友有所不知，其实每次集体出行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就是大巴车上的激情碰撞、智慧接龙和才情演绎。我经常情不自禁发出感慨，这区区几十个人所代表

的价值和高度，几乎已超越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课堂。”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也表达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除了正式的会谈外，印象

最深刻的是代表团成员的大巴论坛，比如马蔚华行长关于银行业近期形势分析、周其仁教授关于宏观

经济的政策解读，柳传志总裁关于科技创新的见解，刘永好关于中小企业与温州模式的说法，都深受

大家的欢迎。

作为我，此前也多次参加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活动，但这次的法比行旅途上，也是通过

“大巴论坛”让我对他们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了解。

如柳传志是属于“恩威并施型领导”，作为代表团的团长，他时常会提醒大家旅途中的各种要

求，比如迟到一分钟罚款100元，以当地货币形式结算——守时已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公开规矩了。

柳传志推崇要制定可执行的规矩，如果规矩是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那还不如

不定。

在大巴上，抢话筒是常态，观察下来，只有“商界思想家”之称冯仑开始发言时抢话筒才会好

一些——“中国商人要有小姐的心态、寡妇的待遇、妇联的追求”一度广为流传。

蒋锡培则属于代表团的“开心果”系列，他甚至发起了有关“当地球有100亿人口时，该怎么

办”的话题讨论。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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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会晤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2013-06-26

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法国外交部接待了

来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法比尤斯对企业家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会晤在

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外交部接见一个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团，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这里不是经济部。但我认为，不是经济

的外交，就不是强有力的外交。法国外交部在尽一切可能推动经济外交，我已向

法国驻外使节说要尽一切可能为法国的经济去服务。”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柳传志表示，代表团到了法国以后，有一种“宾至如

归”的感觉，在这儿非常顺利。“我们来这儿之前，在法国驻中国的大使馆举办了

媒体的见面会，听说部长先生在中国的南开大学开过课，对中国非常了解，也知道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发挥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事业，是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不是官方给了我们什么，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法比尤斯接过话来说，“这是件很荣誉的事。我喜欢说我自己是南开的教

授。”这位法国外长说，他从很早就开始从政，一直关注着一切，也目睹过许多

事情，“我对你们今天的成就很钦佩，我们不可想像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当然这

要归功于你们的努力。你们的成功是因为有着长远的眼光，有二十年三十年的眼

光。”

这位外长强调说，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平衡非常重要。他讲到了今天早上总统

奥朗德接见时有一位企业家问的问题，即中国企业来法国有什么优势。外长说，

他的想法很简单，法国有两万多家外国企业在这里投资，来法国可以更靠近欧

洲。这就是他的答案。

他继续补充说，中国和法国的企业可以共同来面对第三方的市场。“我与中

国的企业家们聊天，他们说不谈政治多谈法律。今天早上吴建民大使的法语演讲

很优美，他既坦率又积极。”

“吴大使讲到法国人不要惧怕中国人

来这儿投资，我想这非常的正确。”法比

尤斯说。“要考虑到法国人怎样才能更好

地接受你们。如果我们有着或基于双方共

同的利益，会有很好的合作。”

他继而说到，法国在中国有2万家企

业，有50万人就业；但中国在法国只有

300家企业，贡献了1500个就业机会，

“我希望你们赶上我们。”

他强调了中法之间寻求共同利益的重

要性，“中国和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你们也很重视社会责任，我们双方都

注重多元化，强调一个多极的世界，我们

双方都是独立的国家。我们尽一切条件让

你们能放心地来到这里，除了飞机和核电

站，法国的农产品、卫生、金融、服务等

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朱新

礼代表俱乐部致辞说，确实如部长先生

所言，民营企业家团体与外交部长举行会

晤，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中法两国之间

有合作的基础，我们可以创造更多更好的

条件来发展。“少谈政治，多谈法律，这

也是我们的心理话，我们非常愿意与部长

这样的政治家打交道、做朋友。”

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法国现任外交部长，1946年生于巴黎。

他还是法国前总理，曾担任国家行政法

院审查官。早在1981-1983年他担任预

算事务部长，1983-1984年任工业与科

研部长，1984-1986年担任法国总理，

2000-2002年任经济、财政与工业部

长，1988-1992年、2000－2002年当选

为国民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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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之行手记：代表团成员眼中的法国总统会见

2013-06-29

下午和几个代表团的理事聊天，问到他们这次行程中

印象最深的细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说到了与法国总统奥

朗德的会面。这次见面媒体是不允许进入的，但我想或许

可以通过理事的回忆或多或少的了解当天的情形。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对这次会面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总统在这样的场合下对他的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

这次会面中，黄怒波把自己的诗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法国总

统，总统拿到后饶有兴趣地翻开目录，说我回去后一定会

认真看下这一首关于性的，引发现场所有人的笑声。

黄怒波后来告诉我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性的考证，

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做“小兔子”。问到这个名字的含义，

他说“兔子是廉价的，是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是可以复

制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兔子。”  他悠悠地和我

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诗歌是自己的，财富会被花掉会被

遗失，但诗歌永远不会。”

我仔细地看着他说，我很难想象像你这样一个身材

魁梧高大的西北大汉会喜欢诗，他说其实企业家和诗人都

是天生的。“我不喜欢日常的评论和说话，从不用微博微

信，我也不会画画，只能通过写诗表达，我所有的诗都

是写给自己的。”后来他和我讲到，这次行程除了商务会

见外让他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和法国的几个诗人一起吃饭聊

天，他的这本小兔子译成法文时就是找当地的诗人来翻译

的，因为只有“诗人能读懂诗人”。

再后来我和白领时装董事长苗鸿冰聊天，提到这次的

见面和黄怒波的诗，这位中国时尚女装的创始人亦表达了

对这次见面的感受。然而让我意外的是，他几乎拍下了这

次会见的全部照片。他一张张在手机里翻给我看，还用手

机做了认真的笔记，笔记里有这么的一段话——“凡是符

合法国的艺术水准、精良品质、具有法国魅力和法国式服

务的企业和品牌，法国永远敞开大门。”这句在我看来略

显官方的话，却被他如此细致的纪录了下来。他说，希望

法国和中国的品牌联合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更高更好的影

响力，这是真正的合作。

在苗鸿冰的眼里，这次见面印象深刻的不是诗，而是

总统离开时的一个细节。他说，总统离开接见的大厅前往

另一个府邸，这两栋建筑之间隔着一条马路，路上车水马

龙，川流不息，相当嘈杂。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

旧没有选择封路，而是仅派两名工作人员在路的两端象征

性地拦一下，他和随行的几个人快速通过后，一切就恢复

了原样，可能就几分钟时间。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后来在谈起这次会面的时候，

感叹的是我们企业家在面对权力的时候依旧不够自信。他

说，我们见法国总统时，总统是坐着说话的。我们和总统

坐的位置非常近，也就两米左右，但我们的企业家无一例

外全都习惯了站着说话，站着讲话显得很恭敬，但你想我

们40个人啊，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统应该站着。“虽然现在

的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利面前我

们显得还是不太自信。”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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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让我们为社会再多做一些

2013-07-01

提起黄怒波，人们总是会在他名字前加上很多前缀，

比如“中坤集团董事长”、“中国首位三次成功登顶珠峰

的企业家”、“完成世界登山圈‘7+2’最高梦想的15人

之一”，“全世界第一个在世界最高峰珠峰顶上朗诵自己

作品的诗人”等等，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头衔，成为“第一

个在世界之巅取下氧气面罩向世界呼吁保护地球，支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文合作事业的人”。

6月28日上午，正在法国参加“中国企业家法比行”

活动的黄怒波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中唯一总

部设在巴黎的机构)，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回

赠其5月17日插上世界之巅的教科文组织的旗帜。

今年5月17日，黄怒波在第三次成功登上世界之巅

时，为呼吁全世界保护地球、加强人类人文合作、支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使命，他不顾生命安全，在海拔8848

米摘除所戴氧气面具，用近1分钟的时间，断断续续，念

完他支持教科文组织的庄严宣言。在这段视频中，多次响

起他身边的对讲机里传来“大本营呼叫大本营呼叫”，但

他仍坚持读完。

此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看来，是中国

民营企业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在发言中多次表达谢

意：“谢谢你将我们的旗帜带到世界之巅，并站在世界屋

脊上发表如此庄严声明。我相信在你的带动下，会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和世界的企业家参与到教科文组织的各种事业

中来。”博科娃还专门对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

表尤少忠大使说：“要把黄怒波今天的行动告诉所有成员

国驻教科文的大使们”。

尤少忠见到黄怒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很了不

起。你为中国和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件大好事！”

“很了不起”也是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对其的评

价，在吴大使看来，黄怒波不仅是第一个在珠峰举起教科

文组织旗帜的人，还是中国第一个将其法文诗集当面送给

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诗人，“这几个第一都表明了中国改革

开放、进步和中国企业家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中国社会

对国际环保事业觉悟的提高，它表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同时也表明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阶

层的重视。”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也由

此感慨道：“黄怒波是我们俱乐部的理事，显示了中国企业家

的风采。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我们为此

感到很自豪。”

黄怒波在会见博科娃总干事时表示：“作为中国企业

家，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坤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受益

者，我们有责任做更多保护文化、保护自然的事情。这也与我

们的理念‘让我们为社会再多做一些’相一致。”在中坤集团

的保护性开发下，1999年安徽宏村皖南古民居项目成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坤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家运营管

理世界文化遗产的民营企业。

随后，黄怒波代表中坤集团与博科娃签署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中坤集团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战略合作伙伴”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成立合作基金，通过教育、科学、

文化等手段，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合作，尤

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间大力提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促进可

持续旅游。

黄怒波还透露，他下一个目标就是做一个“现代的徐霞

客”，打算在未来10年内走遍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并与

往访遗产地各界人士对话，了解包括出租车司机、乞丐、诗人

或政治家等的生活和思想，同时通过这样的行走和交流来有效

地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呼吁世界各国人民保护世界

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旅游。他把此计划称为“21世纪人类

脸谱行动”。

推动此次活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

特别顾问徐波表示，中坤集团参与的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项

目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旗舰项目之一，黄怒

波在中国社会传奇般的经历及其公益思想对在中国和世界推

介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很有帮助。徐波还补充到，

黄怒波在世界之巅以其独特方式支持教科文组织，不仅在教

科文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整个UN历史上也是首次。这不仅

提升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形象和软实力，也改变世界对中国

企业家的看法，他相信诗人企业家黄怒波今天的行动将会给

世界，包括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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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
奥朗德会晤中国民企巨头 冀欧中谈判解决贸易分歧

2013-06-26

6月2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正式开始在法国的访

问。当天上午在巴黎举行的第四届“资本峰会”吸引了近千名

中欧政、经、商界人士，开启了中西方商界领袖对话的“双车

道”。中午时分，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总统府接见了中国企业家

代表团，并举行仪式欢迎参加资本峰会的中欧企业家。他表示

将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企业家投资法国，并呼吁加强欧中之间的

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在与中国企业家座谈时，奥朗德表示法国是欧盟的门户，

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他指出，巴黎将成为欧洲大陆

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由此而带来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不可限

量，法国也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

业。

奥朗德表示，他今年访华之后，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加强，今天与中国民营企业家见面，就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所谈到的多项合作的内容之一。他希望开辟两国合作新领

域，如节能环保、农产品贸易、医疗健康、数字经济、城镇化

建设，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奥朗德说，今年秋天，法国总理埃罗将展开访华行程；明

年，我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共同庆祝法中建交50

周年。他认为，任何形式也不能代替两国高层之间经常的、直

接的交流。同样，他希望欧中企业家之间，也建立这种亲密的

交流机制，只有这样，双方企业的合作才能有新的发展。

在之前的第四届“资本峰会”上，国际资本峰会联合主

席、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

家出席本届资本峰会，希望传递一个明确信息，中国企业希望

在欧洲寻找投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欧洲。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吴建民，法国PSA集团总裁瓦赫等做了

主题演讲。

法新社也报道了奥朗德总统接见中国企业家的消息，

称他借此机会传递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法

国，透露法中间签署货币交换协议，二是表示希望通过谈判

解决欧盟和中国间因太阳能光伏板发生的贸易冲突。

据法新社报道，奥朗德说：“我们欢迎中国企业在法

国投资，因为这有利于双方投资的平衡。法国在中国有很多

投资，我们对中国投资法国没什么好怕的，当然前提是有利

于创造就业和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在法国

的投资只占在法外资的4%，远远低于美国（23%）和德国

（16%）。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有40多人。俱乐部成立于

2006年，总共46人，他们各自企业的营业额总和高达2450

亿欧元。代表团在访问了比利时和欧盟之后，于周二到达巴

黎，将在法国停留到周日。在法期间，他们将参观法国的重

要企业。中国企业家希望在法国找到技术和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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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
中法商领巴黎论道 帕里索：投资法国惊喜多

2013-07-01

“中国企业家给我的感觉非常现代，他们用光速感知当

今世界所有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企业适应当今

世界新型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新技术以提供相应产品的能力

感到非常钦佩。”巴黎雇主协会主席帕里索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法国已经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好的准备迎接中国企

业的投资，之前很多投资项目都进行非常顺利。”

6月28日清晨，参加法国和比利时访问的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代表团应法中委员会之邀来到位于巴黎的国际外交官俱

乐部，与法中委员会的法国企业家代表会见并举办“中法

CEO早餐会”。

除了30位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员，还有包括标致雪铁龙集

团董事会主席菲利普·瓦兰、道达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哲睿

等在内的30多家法国企业决策者参加了当天举行的早餐会，就

创业发展经历和双边投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法中委员会主席、施耐德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

在致辞中欢迎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他介绍了法中委员会，并

希望与中国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中国企业一起开拓海外

市场。施耐德电气2012年的销售额为240亿欧元，其中新兴

国家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7%。

帕里索在发言中对两国间企业的合作和政府间的合作发

表了看法，她说“我想告诉中国的朋友们，你们会对法国投

资有很多的惊喜”。

柳传志：“联想”未派欧洲一人

面对来自法中委员会的企业高层们，中国企业家代表

团团长柳传志风趣地说，“这几天我们见到大人物，包

括欧盟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外长法比尤

斯，我们倍感亲切。但只有面对企业家们，我们才更像

刚才三个俱乐部成员的演讲一样，行云流水，他们能讲

一天，放开心扉地进行沟通”。

柳传志说，东西方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好企业与

好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如果企业之间的价值观、文化一

致，合作就能成功。联想集团在欧洲没有派一个中国

人到这里工作，但合作很成功。他还举了“联想”并购

IBM PC业务的例子。十年前联想并购了IBM PC业务，后

来又并购了NEC，德国企业、巴西企业，“我们的并购

都很成功，十年来我们的并购营业额涨了10倍，利润涨

了5倍，并购最大的困难是磨合双方的文化”。

他说，“我们最想要落实的是，中国企业与法国

企业怎么样合到一起，来共同完成我们的愿望。过去

法国企业到中国去，是去寻找上下游的公司，今天不

同了，大家都在寻找合作伙伴。”他说，“明年初中

法将迎来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将会有大量法国企业

家到中国去，怎样提高我们之间共同的工作效率，我

更喜欢与法中委员会进行对接合作。”柳传志在回答

法国企业家有关劳资关系的提问时说，在中国企业与

工会的关系不如法国这么复杂，因为工会是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他风趣地说，“如何到中国去投资，最好

的办法是找一家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就能实现我们共

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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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达索主题晚宴：传奇家族企业传承百年的秘密

2013-06-27

6月26日，中国企业家访法代表团受达索集团董事长赛

尔日·达索之邀，来到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马塞尔.达索公馆

内，参加欢迎晚宴。赛尔日·达索先生分享了这个传奇家族

百年传承的故事，并向大家介绍了其家族成员的情况。同

时，达索先生表示为了迎接中国企业家的到来，他们早早就

开始着手准备此次活动，他称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们

用“辛勤的劳动、强大的能量，使中国成为今天全世界的经

济强国之一。”

88岁高龄的赛尔日·达索先生精神矍铄，他首先热情邀请

中国企业家访法代表团的成员们品尝了达索酒堡精心酿制的

红酒。随后他独自站在演讲台上，开始缓缓讲述达索家族的

发展历史。

他介绍了这家传奇家族企业的百年历史，以及如何经历

战乱并成为一家横跨多个行业的现代集团公司。他把成功归因

为，1)为家族荣誉而奋斗，2)绝对控股才能保持稳健发展，3)

决策经营层职业化。他介绍了这家传奇家族企业的百年历史，

以及如何经历战乱并成为一家横跨多个行业的现代集团公司。

达索集团的创始人马塞尔·达索自幼迷恋航空，曾就读于

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法国高等航空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他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1916年，为了改善当时战斗机的

性能，身无分文的马塞尔·达索设计并生产了一个木制飞机螺旋

桨，将其命名为“闪电”，他也由此获得了第一份订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塞尔·达索参与设计的SEA.4双座

战斗机颇受法国军方欢迎。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法国政府取消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了一切军备订单，马塞尔·达索只好转型生产木制家具。直

到1934年，法国政府发现德国正在加强军事储备，意识到

危险的他们再次要求马塞尔·达索生产飞机，他才得以重操

旧业。然而，马塞尔·达索不仅没有等到法国政府的订单，

他的企业也在1936年被国有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塞尔·达索因为拒绝和德国纳

粹合作，他和家人都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马塞尔·达索

奇迹般地从集中营中生还，尽管重病在身，但他一回到家

中，就立刻着手重新开始生产飞机，一系列战斗机如台风、

幻影、猎鹰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然而，渡尽劫波的达索家族在1982年又遭遇了当时法

国总统密特朗的挑战，他提出要将达索收归国有。几经奋

争，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妥协方案：由达索家族继续保持公

司的控股地位。

1986年，马塞尔·达索去世。“从那时起，我开始成为

达索集团的董事长。”赛尔日·达索说，后来他也遇到了与

父亲同样的问题，法国政府总是勒令达索与其他公司合并，

但他也像父亲一样强硬地抗争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依然由于创始人控股的公司。”赛

尔日·达索自豪地说，这使他们的企业能够保持连续性：50

年中，达索集团只有过3任董事长。

“这种股本的稳定也使我们能够保持稳健的管理而没有

举债。”赛尔日·达索介绍，单一股本也使他们能迅速采取

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同时，他们还和员工保持着良好的

关系。员工也同样持有公司股份。同时，公司用于分红和员工

奖励的金额是一样的。

2000年，赛尔日·达索将达索航空董事长的位子交给儿子

罗朗·达索。今年，罗朗·达索又将这个位子让给了他的儿子。

“现在，我依然是达索集团董事长，可是我根本不想

退休！”赛尔日·达索说。他将继续带领达索家族，走得更

远。

听了老达索先生的的激情演讲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

行理事长、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表示，在

中国，家族企业还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

伟大的家族企业，这个企业让我们感到非常敬佩！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们聚在一起经常感叹创业

难，今天听达索老先生讲述了他们家族的故事，让我们感受

到，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复星集团

董事长郭广昌感叹，“无论是创业还守业，我们都要向达索学

习。”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将达索先生的民族气节、达索家族

的创新精神都学习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变得像老达索先生一

样，做成一个了不起的公司。”

达索集团诞生于工业腾飞的二十世纪初期，一直投身于

电子和数字革命。从一家生产飞机木制螺旋桨的小作坊发展成

横跨航空、信息、电子、传媒等多行业的集团公司。达索集团

的座右铭是追求卓越、恪守承诺、敬业热忱、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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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
我驻比大使用ABCDE勾勒“小巨人”比利时

2013-06-25

在周末举行的欢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午餐交流会上，我驻比大使廖力强用ABCDE勾勒出比利时和中比关系

的主要特点。 

以柳传志为理事长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欧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欧洲进行深入考察。 廖大使说：

“我想尽量简洁地用ABCDE五个字母汇报对比利时和中比关系的几点粗浅看法。”

他说，A代表古董（Antique）。比利时像一件古董，历史悠久。虽然真正建国不过180多年，但历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罗马帝国时期，是法兰克王国创始人克洛维一世、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查理曼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名君查理

五世的故乡。19世纪中期，比利时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他说B代表啤酒（Beer）。比利时号称有近800种啤酒，其中修道院啤酒独具特色。比利时像啤酒一样，醇香浓

厚，耐人回味。C代表巧克力（Chocalate）。比利时有“巧克力王国”之称，巧克力品种繁多，每个家庭年均消费

30公斤。比利时生活环境的舒适度就像巧克力一样芬芳香甜。

D代表钻石（Diamond）。比利时安特卫普是世界钻石中心，集中了全球80%的原钻交易。沿用6个世纪，确保

钻石57个折射面的“安特卫普切割”仍是全球上最流行的钻石切割工艺。比利时小而精，小而强，追求卓越，有着钻

石的特性。比利时产生过10位诺贝尔奖得主，直流发电机、烧碱、大爆炸理论等都由比利时人发明创立。

廖大使说E代表欧元（Euro）。比利时的名字总是同欧盟连在一起，作为欧洲大国都能接受、都能放心的“核

心伙伴”和欧共体创始成员国，这里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调和”正是比利时最大的政治和外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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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周刊
中国企业家在巴黎（之一）黄怒波：抄底欧洲 

2013-06-27

6月25日的巴黎各大媒体都有中国企业家的大幅报

道。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组织民企代表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访

问，里面有柳传志、朱新礼、郭广昌、马蔚华、俞敏洪等

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企业家，也有吴建民等前外交官员，

总数40多人。按照团长柳传志的说法，是为了学习、交流

和寻找投资机会。

很难得有这么庞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出现在欧

洲，也难有机会看到企业家们在一个相对放松的环境里面

自如的交流和展现。

黄怒波——抄底欧洲

黄怒波一向能说。他在冰岛买地建宾馆也堪称传奇。

2011年起，他开始申请以800万美元购买冰岛300平方公

里，被冰岛政府拒绝。《纽约时报》3月一篇长文中如此

描述他要买的地块：“早上11点，孱弱的阳光才刚刚照亮

天空。雪季从9月开始，可能下到5月为止，”言及中国商

人要在这里建高尔夫球场的想法，在风雪里艰难站立的当

地人笑着说“在这里打高尔夫很困难。”

投资终究是投资，钱还是有人要的。联邦政府拒绝之

后，6个冰岛城市打算分块购买这块地，再集体出租给黄

怒波的中坤集团。6月6日黄怒波向冰岛产业部再次递交长

期租地的要求。

25日代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巴黎资本峰会上发言

时，黄怒波再说冰岛的故事。

“冰岛故事就是中国商人想走出去的故事。你说我地买

了也不能搬出去，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搬进来，为什么不

让买？欧洲现在自身发展有问题，失业率高、产业陈旧。还

不愿开门，穷得瑟吧！”

在全场的哄笑中，黄怒波继续控诉。

“中国知道冰岛就三件事：火山爆发，国家破产和中

国人买地。现在冰岛中国游客暴增，连宾馆都订不上，地

价都涨了几倍，还是不许我买。”

冰岛的故事如此传奇，黄怒波自然是最受法国记者关

注的企业家之一。企业家代表团在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见

面之后，出门路过记者群，许多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找黄怒

波过去。

“他们就想拐着弯问中国人来法国干什么，是不是

要把法国买走？这市场经济在法国，确实也需要再设计

呀。”

话到最后，黄怒波还是严肃了一点。“三年前美国抄

底时买了很多物业赚钱，五年后也会在巴黎，在欧洲继续

找机会，发展旅游和现代服务业。”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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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周刊
中国企业家在巴黎（之二）低调老板 

2013-06-28

周二下午，已经两点多，巴黎的一个小中餐馆来了

三个饿着肚子，从会场上溜出来找吃的中国人。老板娘

给了菜单后，看三人年纪不小，反复叮嘱多看看后面的

数字。

为什么要看数字？有人问。

怕你们不清楚这是欧元，吃完嫌贵不给钱，老板娘

说。

这三个人是柳传志、刘永好和朱新礼。联想控股、

新希望和汇源果汁去年的营收分别是2266亿、732亿和

40亿。

他们确实没有钱：没有一个人带钱包出来。最后是

柳传志的秘书来结了帐。一共三个菜：麻婆豆腐、青菜

和炸鱼。这也是他们在巴黎一周紧密行程里为数不多的

自选动作。

中企俱乐部比利时和法国一行里有近三十位民营企

业家老板，大多没有随从，一个红色大巴，拉到爱丽舍

宫，几大法国企业，和HEC商学院等地交流。法国商学

院教授和企业家的问答之间，可见中西、学商的不同，

也难得有机会看企业领导人如何看待领导力。

HEC商学院院长韩玛南楚先讲领导力。领导者不是

管理者，两者不应该被混为一谈。

他列举领导者具备的四种才能：1. 认知，对包括市

场和技术的未来演变做出合理预期；2.社会和政策才能，

明白世界发生了什么；3. 心理能力。管理者和中层领

导还能听见不同意见，而最上层的领导者往往没有人敢

于指出他的问题。所以领导者一定要具备自我调节的能

力，倾听他人的想法，清楚自己的行为；4. 商业伦理，

即始终有责任意识。

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许小年做出了中国语境下的解读：

中国是最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企业家有高超的政治才

能，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企业家前三种才能和情商

都没有问题。短板是最后一种，商业伦理才能——西方语

境中的“商业伦理”意味着道德、梦想、责任和精神。

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核心价值的话，那么它的制度建立

不起来。一个企业的制度包含了规章制度，但不限于规章

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由于有了核心价值，可以变成公司的

自觉行动。“优秀公司和伟大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价

值和制度，”许小年阐释说。

头一次看见企业家举手提问，还挺踊跃。

俞敏洪用流利的英语问，什么样的性格才能成就伟大

的领导者。“有人崇尚领袖个人魅力，喜欢跑到组织外去

说话，常常接受媒体采访，有的人性格低调，通过实干、

交易与交谈的过程来领导。可以说，领导人的个性魅力展

示和企业经营效果无关，”韩玛南楚说。

田溯宁关心科技：“法国企业着眼长远，但现在的时

代，企业错过一个科技创新可能导致根本性的失败。如何

保持创新精神，又基业长青？”回答是，好企业有长远观

点，但也要不停自我创新，打破陈规。以法国机械企业施

耐德为例，虽然秉承传统，但管理结构早就改变了。创新

之际，也必须尊重企业价值，不妥协。

黄怒波提问，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过于强调

企业家要有完美的道德，会不会给企业家带上镣铐？其中

的度应如何把握？”

韩玛南楚认为，企业家有伦理观就能给自己的行为

划定界限，超出这个界限，领导者就能自觉地停止行为。

“领导者必须花时间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否则他只是管理

者，不是领导者。”

从商学院回驻法使馆吃饺子的大巴上，依文集团的

夏华在前排谈时尚企业的传承，第二天就要拜访香奈儿总

部。朱新礼听了听，过去问，香奈儿是干什么的？看周围

人在乐，他说，早上参观了卡地亚，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

名字，“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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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
中国企业家在巴黎（之三）刘永好：关于接班人

2013-06-29

两天在不同的场合，中国人和法国人都谈到企业接班

人问题。一个当商机，一个作为挑战。

法国资本基金会主席格扎维耶·马汉给中国企业家讲

述为什么应该投资法国，目前法国公司市值较低是一个原

因。“伦敦市场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增长了10%，但法

国市场CAC指数减少了40%，跟其他市场差距很大，这没

有反映出法国企业的未来投资前景。”

其二就是法国企业家面临接班问题。超过四分之一

的法国企业都是战后创立，创始人现在进入退休年龄，

却普遍后继乏人：生育率低，或者后代不愿意继承产

业，有出售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需求。马汉建议中国企

业家留意退休创始人群体，可以购买他们的企业，保留

创始人做小股东。

刘永好代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法国外交学术委员会

上演讲，讲自己的经历和忧虑。中国民营企业也有不少进

入交接班的时段了。

刘家四兄弟白手起家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听他自

己讲起来，朴实诚恳。

“我们每年上缴10亿欧元的税收，有12万名员工。

全中国有一千多万民营企业，承担了60%的纳税，解决了

80%的就业。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积极的力量，是

最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的部分，”刘永好说。

民营企业长存的风险，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选好接班

人。刘永好说自己的交班已经在进行之中。“直到最近，

我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团队，包括我的女儿和其他职业经理

人，他们将部分接过权力。”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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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
中国企业家在巴黎（之四）法国安全吗？

2013-06-29

安全问题至关重要。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刚到巴黎的新闻发布会

上，俞敏洪对企业家们不敢独自出门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最后表决心，无论中法还是法中的成见，都

要靠事实来打破：“今晚我们就举一个钱包，上街

去。”

柳传志立刻反对“你自己去吧，我不去。我的

秘书在巴黎都被抢过两次了。”

对安全的担忧不是玩笑。6月25日在爱丽舍

宫，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中国企业家做出的两条保

证，第一是税收优惠，第二是安全保障。当然此后

奥朗德也说出根本原因：“中国旅游者带的现金太

多啦。”

虽然不知总统（尤其一个支持率仅有26%的总

统）的承诺如何转化为免抢金牌，法国引资心切，

可见一斑。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选择

投资机会时，比原来更挑剔和谨慎。

柳传志说，现在中国企业海外合作不仅仅是看

外国公司技术，而是一定要与中国市场有结合之处，

才会考虑。“先买，再依靠法国市场将来好了再来增

值，我们暂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关心的是与中

国市场有关的业务，如医疗、农业、奢侈品等。”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也并非高枕无忧的出国

花钱，而是面临国内巨大压力。柳传志在演讲中总

结为三种不确定因素：一是新一届政府制定什么样

的政策，“金融、城镇化政策都会对我们的何去何

从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国际经济形势；三是新商

业模式、高新技术的出现，让传统行业重新思考战

略定位。

两国企业商业环境的不同处处体现，在交流中

频频提及。

“达索公司讲到企业与政府抗争，争取权益的

事。中国企业是给政府提建议。但政府一旦决定的

事，我们决不抗争，”柳传志坦言。

其实，对企业家而言，政策确定性也许是更重

要的安全。

法比行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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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报道

新浪网：“最豪华的一个企业家代表团”

2013-06-24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4/143015895560.shtml

新浪网：比利时政府宴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比代表团

2013-06-24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4/143515895652.shtml

新华网： 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与欧盟竞争事务副主席会晤

2013-06-25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25/c_124908555.htm 

新浪网：中比企业家圆桌会在布鲁塞尔举行

2013-06-25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5/174815912211.shtml

人民网：奥朗德接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2013-06-25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625/c57507-21970285.html?_fin 

新浪网：法国总统奥朗德接见中国企业家代表团

2013-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6/143015924461.shtml 

环球网：奥朗德会见中国企业代表团借机“推销”法国

2013-06-26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6/4063977.html

新华网：法国总统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中欧贸易争端

2013-06-2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6/c_116287348.htm  

新浪网：法国总统：中国游客比较脆弱 外出应少带现金

2013-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6/143115924502.shtml

新浪网：奥朗德总统披露：习近平明年将访法

2013-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6/152015925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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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戴高乐基金会

2013-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6/151115924981.shtml 

道农网：达索公司参访：虚拟技术改变现实世界

2013-06-27 
http://www.daonong.com/cec/fr2013/baodao/day4/2013/0627/39470.html

道农网：俱乐部理事访问欧洲软件企业源讯

2013-06-27 
http://www.daonong.com/cec/fr2013/baodao/day4/2013/0627/39471.html 

新浪网：俱乐部理事参加“复星之夜”主题活动

2013-06-27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7/151215939538.shtml 

道农网：中法明年建交50周年将举办千位企业家论坛

2013-06-28  
http://www.daonong.com/cec/fr2013/baodao/day5/2013/0628/39526.html 

新浪网：中国企业家访法代表团参访卡地亚旗舰店

2013-06-28  
http://finance.sina.com.cn/ro ll/20130628/163115955434.shtml

新浪网：俱乐部访法代表团访问施耐德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5015965428.shtml

新浪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法代表团参访香奈儿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5315965435.shtml

腾讯网：中国驻法大使馆宴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

2013-07-01
http://finance.qq.com/a/20130701/011339.htm

中国日报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参加中法CEO早餐会

2013-07-01
http://microreading.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3-07-01/content_9462249.html 

欧洲时报：加盟世遗战略合作 黄怒波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百万美元

2013-07-01
http://www.oushinet.com/172-4574-2357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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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行观点荟萃

欧洲时报
柳传志：现在是投资欧洲的好时机

2013-06-19

作为此次访问团团长，6月18日下午，柳传志身

穿笔挺的黑色西服出现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你完全

看不出来，眼前这位精气神十足的企业领袖，今年

已69岁。

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达起来的民营企业家队伍

中，柳传志是一位颇具领袖气质的代表性人物。6月

18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企业界大佬，请他谈谈对

中国企业走向欧洲的独到看法。

企业“走出去”要和投资公司合作

记者：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

频频向中国抛出橄榄枝，您觉着现在是中国企业投资

欧洲的最佳时机吗？选择何种投资方式为佳？

柳传志：此前联想控股和欧洲合作不多，我旗下

的弘毅资本在投资了中联重科之后，中联重科并购了

意大利企业CIFA，收购很成功。总体来讲，现在对中

国企业来说，欧洲是比较好的机会，优势互补。现在

世界经济不稳定很大一部分是在欧洲，在欧洲经济提

升过程中，双方的合作机会更多，谈判时就可以更多

展示中方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努力寻找这样的机会。

而直接“门”对“门”地寻找比较困难，最佳

的办法是通过投资公司，目前联想控股旗下有两家

投资公司。我希望能够加深对欧洲的了解，便于我

们寻找具体企业进行投资，所以这次我希望通过投

资为突破口进行尝试。我还联合了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里面其他八九家做投资业务的企业，比如郭广昌

的复星，大家联合起来寻找突破口，并且和当地公

司合作，这样当地就不会认为是完全被中国企业并

购，就会降低警惕。

我们在并购IBM PC时，之所以美国政府能快速

通过，就是IBM公司留有一定股份，美国其他两家投

资公司也持有股份，他们给政府做了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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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仍要以“老本行”为主

记者：欧盟频频对中国展开反倾销调查，华为、中

兴、光伏产业都不例外，这种政治上的“歧视”，使您

未来在布局欧洲时会有所担忧吗？

柳传志：我们要进入一个国家之前接受调查很正

常，因此，假如们要进军法国，会在大的布局前做深入

了解，并且尽量和当地外资的金融资本联合进行投资。

此外，我们要绝对做到透明，这需要格外注意，联想集

团本身是香港的上市公司，非常透明，在这种情况下更

容易被西方接受。还需要注意的是要努力接受当地的法

律法规，做生存环境调查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出国门实际上是为

了让中国的业务水平变得更好。如果投资的项目和中国

的业务有关，而且能够扶持中国的业务，带动欧洲的业

务，这种模式最好。此外，现在并购欧洲公司资产估值

比较便宜，在中国正常业务带领下，欧洲陷入低谷的公

司运转几年后还能存活下来，待经济大势好转时，便会

有很大的增值，这是我办企业30年时间的经验。熬过困

难一关，后面就会有很多机会。当然，前提是要以中国

业务为主，这样风险才会减小。

中国能给予欧洲的不仅仅是钱

记者：我在此前采访欧盟、法国的部分官员时，他

们在吸引中国资本的同时，希望中国能给予的不仅仅是

钱。您对此怎么看？

柳传志：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正如我刚才

所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的道理，比如我

投资欧洲盈利下滑的企业，比如当年投资IBM，如果只

给钱，还让他们按照原来的模式做业务，那结果肯定不

好。穿着西装做但做着炸油条的生意肯定不行，我们会

告诉他们，做这个行业好比是 “毛巾拧水”的生意，

现在先学会毛巾拧水，然后再找到大桶水的地方，那时

候才能换上更好的制服做更高档的工作。三星原来也是

一个“毛巾拧水”的公司，但由于后期在研发上大量投

入，使得现在有所改变，我想他们指的就是这方面的意

思，不仅投的是钱。

记者：今天白林大使讲到，目前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法

国企业有2200家，而中国企业进军法国市场才刚刚开始，

您如何看待双向投资的巨大逆差？

柳传志：原来中国和法国的合作只在核电站和大飞机

等传统领域，民营企业过去干嘛呢？再者，过去的法国经

济发展迅速，法国的奢侈品企业未必愿意与你合作，而今

天愿意与中国合作了，这是一个时间和环境的问题。

去年我在里昂商学院的一次讲座，那次讲座的听众有

一千多人，大部分是法国企业家，我结合联想的案例讲中

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让他们颇为惊讶，他们不知道中国民

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他们不知道中国企业会把问题钻研的

这么深刻，后来我们并购了IBM，这并不是偶然。这样一

来，法国企业就会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感到很放心，认为中

国企业并非像印象中的“窝囊废”。

联想来欧洲寻觅商机

记者：联想控股今年5月宣布成立农业公司佳沃集

团，法国、比利时在现代农业方面很有建树，您有无考虑

和两国进行农业项目合作？

柳传志：从整体盈利来看，联想需要一个市盈率较高

的支柱产业，因此就进入农业领域。这次我想到法国看看

他们建成的现代化农业产业链是什么样，每个环节包括种

植、冷链、运输、销售等，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如

果有合作机会，我们会通过投资和企业并购的方式合作。

等未来联想控股上市以后，我希望农业产业能成为联想控

股的“二级火箭”。

记者：在此次访问行程中要参观法国的香奈儿公司，

联想未来有没有考虑进军奢侈品行业？

柳传志：联想控股目前的业务分为两块，一块属于投

资类的业务，下面有弘毅资本和君联资本两个投资公司，

投资以后是为了寻求财务汇报，这方面未来有可进军奢侈

品行业。而联想控股还有一类业务，是投资完了以后认真

做的行业，比如农业，到目前没有考虑奢侈品的行业，但

不等于将来不考虑。

（中国日报网、经济观察网、中国广播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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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行观点荟萃

欧洲时报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华商要学会“双赢”战略

2013-06-26

6月25日，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受邀访问位于巴黎的

戴高乐基金会总部，并与戴高乐基金会企业俱乐部的

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交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前

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受邀参会，本报借此机会对吴大

使进行了专访。

此次访法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都是由民营企业

家组成的，在企业性质上与法国华商们相似。吴建

民认为，这反映了大的动向：中国不仅是国营企业

在走向世界，民营企业也在走向世界。他认为，若

干年后在世界商界能够立得住脚的可能会有相当一

部分民营企业。

法国华商是中法经贸交流的重要桥梁。但是在当前

经济形势下，很多华商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的商贸业务

都不得不作出调整，普遍面临着转型的困境。对此，吴

大使为华商支招，“在法华商们一定要寻求共赢。共赢

是个新生事物，能做到这一点的华商很了不得。但是只

有共赢才能持续发展，而一锤子买卖不能长久。”

吴建民认为，法国的华商们在“食品、农业、医

疗和金融产业方面都很有机会。比如金融产业中，奥

朗德总统在今天对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指出，巴黎要成

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地方。如果巴黎能成为人民币

在欧元区的主要离岸中心，这将对推动中法经贸交流

非常重要。”

奥朗德超时接见

欧盟和法国政府领导人对此次访欧的中国企业家

代表显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吴建民说，“代表团在

布鲁塞尔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接见时间原定

半小时，但是延长到一小时，原定只回答三个问题，

但是实际回答了七八个问题。他非常看好中国民营企

业家对欧洲的投资，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中欧贸易摩

擦。此次会见也很可能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首次接见中

国民营企业家代表团。”

今天中午，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中国企业

家代表团。与布鲁塞尔情势相似，总统会见原定半个

小时，回答三个问题，变成了延长至45分钟，回答七

个问题。吴建民评价说，“整个会见过程给我的感觉

是，奥朗德总统非常愿意与企业家代表进行交流。他

的开场白并不长，而是把时间留下来跟大家交流。”

关注恐惧中国现象

据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是

威胁”的法国民众比率高达65%，超过欧洲平均值

45%。这显示出法国平民百姓对中国的“恐惧”。在

今天的爱丽舍宫接待会上，吴建民就此问题对总统奥

朗德提问说，“十年前我离开巴黎，不再担任中国驻

法大使。这十年间，中法关系取得了重要发展。但是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年的法国人并不害怕中国，但

是现在的法国人对中国人‘恐惧’的情绪在增加。”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他说，“奥朗德总统虽然表示他并不‘恐惧’

中国，但是那只能代表政府的层面。我认为公众的这

种情绪会影响两国关系和谐发展，奥朗德总统承认这

一点。因此，两国都需要重视这种法国民众对中国的

‘恐惧’情绪，并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两国关系和谐

发展。”

吴建民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优势是讲诚信，

“一个讲诚信、重视知识产权、对外开放的企业在国外

发展一定能够成功。因此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能够在世界

上立得住的企业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

企业家俱乐部还将访问法国参议院以及达索系统公司、

香奈儿集团等法国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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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行观点荟萃

欧洲时报
俞敏洪妙喻中欧关系：就像总在吵架的夫妻

2013-06-27

在最近访法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中，个个都是大腕，否则奥朗德总统也不会亲自接见。在

这些大腕中，有几个人堪称明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敏洪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国内热播电影《中国合伙人》男主角成东青的原型的俞洪敏，因为

该剧最近又火了一把。虽然他一直不承认这个原型是他，但两者极其相似的经历已经不言而喻。

在巴黎第四届“资本峰会”上，俞敏洪妙语连珠，引得听众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他说，虽然目前虚拟世界非常流行，有的孩子甚至沉迷在虚拟游戏之中，但我们毕竟都生活在现实之

中，需要面对现实。企业、国家也一样。法国历来是一个开放、浪漫的国家，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很

开放，虽然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闭关锁国，但那是当时政府选择，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法两个国

家，如果能像一对夫妻那样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处理一些问题，分享一些成果，那这个世界将会更加

美丽，更加繁荣；既然作为夫妻，那就要平等。双方关系不平等，就不会持续。他举例说，有一个很

优秀的朋友，娶了一个“白富美”的“官二代”，这个“白富美”优越感很强，一直把丈夫看成自己

的下属，两年之后，这段婚姻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平等。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西方

社会对中国一直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表现在每次与中国的交往中，这种感觉就会影响两国之间

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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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专访冯仑：心离钱越远钱离口袋越近

2013-06-27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巴黎当地

时间26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国际访问”期间对话

新浪财经，谈及商业感受，冯仑称企业家赚钱的目的

不是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企业家做事儿

价值观放在前面，顺便赚个钱。心离钱越远，钱就离

口袋越近。下为采访内容实录：

记者：这几天法国比利时之行在您眼中有什么令

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冯仑：整个这几天的活动和以往商务活动相比，

多了一些和欧盟官员的接触。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民

营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在见官的时候举止、行为、心态

都很不同，这在某种程度可以折射出我们在国内的生

存状况。你看我们见巴罗佐的时候，站得那么整齐等

他来照相，这和当地的企业家表现的很不一样。我们

在被领导接见的时候这种状态太常见了。记得以前我

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每年要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

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然后领导出来转一圈说两句话就

走了。 这次也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接见，以至于巴

罗佐本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他自己还说了句“哎呀，

你们这么有纪律。”。这个让我想到最有纪律的是北

朝鲜，见到领导人后是那样一种局促，那样一种不

安。其实巴罗佐很吃惊，我想他更习惯的是如果要谈

事儿，之前和主要几个人聊聊，然后出来喝点东西随

便说说话。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反而不习惯

了，比如昨天下午和法国外长见面，讲完话拍完照后

人家没走，于是我们全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只有少数几个人和外长聊聊，其余都坐在旁边和自己

人聊。最后发现当地的企业家很熟悉这个程序，和外

长聊得很投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我们很喜欢鼓掌，

经常为自己也为别人鼓掌。可是欧盟的人很少鼓掌。

我觉得我们鼓掌有点多，习惯性地对大人物的话不由

自主的表示敬仰，总觉得不鼓掌别人不满意。但有意

思的是，我们个体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表扬对方，你

看中国人在和朋友、父子见面的时候都很吝啬夸奖对

方。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越南的钱柜唱K的时候的一

首歌——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当时我好奇，觉得中

国也可以是形容词，什么意思呢？我问翻译，翻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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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很含蓄却欲言又止，内心澎湃却不表达，这个

就是中国的意思。中国这种文化习惯于集体性的表

达情感，而对个体的表达反而回避，我们有很多集

体鼓掌，但当面却很少表达赞赏。我又想起国内的

一个笑话，就是在法庭上审讯那些贪官时总有个最

后陈述，但有一次最后陈述完了之后也鼓掌。因为

习惯了，以前领导嘛！

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很中国，这具体表现在

提问上。我们很擅长提一些大而空泛的问题，这让

西方很不适应，我们提问的方式真的很哲学。就和

以前我我干爹曾经骂我的，你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

废话。我联想到很多年前去台湾的时候，我们的企

业家都谈一些统一、民主的问题，而台湾的企业家

都特没感觉，说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不知道要

怎么回答。集权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在民主体制下的

话语体系不同，越是在集权社会下生活的人越喜欢

说大话题，因为他们只有抽象的国家、政党、意识

形态，没有个性和自我意识。你看北朝鲜的语汇，

那是最高级的最高级。动不动就最高尊严，极端到

无以附加的阶段，这和权利的集中有关。在集权社

会下人们研究的事情很少是自己个人的事儿，都是

党和人民的。你看台湾玩香道、茶道的很多，西方

也有些极端的爱好，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不好好

上学在那儿胡整，这些我们这边都会被视为异类。

这次我们到了欧州，见到政治人物时提的问题很少

和自己有关，我们提到的是和平、中法关系，这些

好像应该是政治家外交家谈的。但你看法国外交部

长反而说的很小，他不和你谈和平问题。这种情况

人家只能说你“好博学”

另外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姿势。我们

见法国总统时，总统是坐着说话的。而我们的企业

家无一例外全都习惯了站着说话了，站着讲话显得

很恭敬，但你想我们40个人啊，这种情况下法国总

统应该站着。这三件事儿让我觉得，虽然现在的中

国民营企业能够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利面前

我们显得还是不太自信。

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哈。昨晚上船上的时

候，我忽然发现大家的衣服都会穿了，每个人的衣

服都挺讲究，这个讲究不是大牌和贵的问题，昨天

我们在大巴车上讨论了一路明天企业参访是穿商务休闲

还是正装，里面必须是衬衫和T恤，柳总最后反复征求

大家意见，最后还要和明天参访公司的的人沟通。这个

细节反映出中国企业家都从容了，开始关注小事儿和细

节了，和外边沟通更自信了。

记者：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大家谈到了“恐

惧”，但是显然没有谈得很深入。我想问问您，欧州

对你们这些中国企业家的到访会不会觉得恐惧，另外

您这类企业家都常“恐惧”点什么？

冯仑：人类有两类的恐惧，一类是对异类的恐

惧，另一类是对同类的恐惧。西方对中国这两种担忧和

不适应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对异类的恐惧，比如日本和

欧美在文化上比中国和欧美关系近，日本崛起时西方也

有不适应，但恐惧较小，这是对同类的恐惧。但中国和

他们不一样，你人多、地大、有共产党、有资本市场、

有原子弹、有总书记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异

类的不适应，西方见过有资本市场、有跨国公司、有吵

嚷的议会，不同的政党，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决策机

制、经济发展和思维模式都需要适应。

就企业家个体而言，我觉得企业家群体除了对健

康的恐惧外，相对于一般人很少有恐惧，因为恐惧来源

于未知、无知和歪知，对未来结果的不能预期，所以你

看小孩比老人恐惧多，女人比男人恐惧多，弱者比强者

恐惧多。这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掌控能力差。大人老人

强人男人都恐惧较少，对所有预期的变化都有影响力。

相反小人小孩弱者女人都有更多的恐惧和担忧。这不是

歧视女人，比如走夜路男人只害怕劫财，女人除了怕劫

财害怕劫色，多一个恐惧。所以企业家群体有更多自信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外部世界更大，掌控的资源

更多，对变化的预期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大，所以恐惧较

少。

记者：对于像您这样比普通人掌握更多资源的企

业家人群，钱其实赚得挺多了，还能继续这么折腾的

动力在哪儿？想要更多的钱和地位吗？真得想要让企

业长盛不衰吗？

冯仑：企业家赚钱和普通人赚钱是两个概念，普

通人是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企业家赚钱的目的不是

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比如史玉柱就是喜欢

玩网游的人，后来意外变成了创业。还有一种是内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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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好的愿望，为某种价值观活着的人，比如我们做立体城

市是为什么？就是对现在城市又脏又乱又闹心又资源浪费房

价又高的现状太不满，于是自己就想要改变。这就是个没事

儿找事儿的事儿。所以企业家和普通人相比对待金钱和生活

的次序不一样，企业家做事儿的次序和价值观放在前面，顺

便赚个钱。可是心离钱越远，钱就离口袋越近。

刘翔比普通人跑的快，但为什么还要跑？因为他的参考

系是奥运会的成绩，而不是普通人的标准。企业家也和刘翔

一样，为未来几秒钟的荣耀而付出一生的辛苦。每天按照教

练指定的科目训练，因为过度竞争和训练而失去继续赚钱的

资格。对企业来说就是破产，所以破产是企业唯一的出路。

你知道地球上存在的组织，最长的不是什么企业，而是公益

和宗教组织，目前盈利性组织最长的寿命也就400年。中国

有1000多万家民企，我相信绝大多数以死亡告终。企业家最

终的命运就是把企业干破产，然后就歇了，和运动员一样一

样一样的。企业家痴迷兴趣、价值观、使命感使技术不断改

进、财富不断累积，但最终都是企业家牺牲了，而那些美好

的事物还在。比如雷曼也做了很多好事而，但它最终死了。

失败的公司不等于没有提供过好的产品，只是竞争环境变

了。比如无锡尚德使新能源的技术在全球提升到新的水平，

创造了财富价值，但最后自己失败了。我想企业家的宿命就

在这里，用自己一代一代的牺牲使技术进步、人们生活得到

改善。

记者：明知最后都是破产，你们都甘愿这么一路欢歌着

奔向死亡？很多企业家最后都皈依宗教，比如当年你们万通

六君子的潘石屹和王功权，这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

冯仑：人类幸福、满足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欲望

让自己当下满足，管理、降低欲望使得欲望和自己的条件匹

配，这叫宗教。另外一种是欲望不动，但想方设法获取满足

欲望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这部分叫经济活动、叫科学。

我们用政治强权、战争、经济活动等能力手段让自己的欲望

得以满足。

一个人要幸福无非是这两个方面，这两种都可以幸福。

但宗教成本更低，见效也快。企业家的不同就在于他选择的

是第二种，靠经济、政治、科学等手段的强大来改变自己和

欲望的关系，通过这样使自己幸福，但遗憾的是欲望和手段

一直在赛跑，而往往欲望跑的更快。欲望一秒钟就可以达

成，欲望跑的这么快，但我要满足这个欲望就要折腾半天才

可以实现。欲望一般还是加速度奔跑，赛跑的结果往往是物

质手段落后于欲望的增长，所以人类社会永远充满矛盾、

不平衡、煎熬和苦痛。

相当多折腾的人往往都皈依宗教，因为物质手段的

提升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奔跑，最后停下来，让欲望慢一

点，让灵魂跟上脚步。企业家、政治人物最终归宿都是皈

依宗教，就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很多事情力有所不及、心有

所不怠，于是选择皈依宗教，相信这一切你其实不用做，

原来一切上帝自有安排。

我觉得成功的老男人到最后，人类的不可能性都挑

战完了，觉得自己超级强大，任何事情都搞的定，就开始

对不确定性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比如很多人从事极限运动

或者和上帝对话，因为上帝你永远也搞不定。还有一些

人，比如杨振宁什么的科学家最后选择和小女生较劲，这

也是一个挑战不确定性的方法。

记者：你觉得最后你是会选择和上帝对话还是和小

女生较劲？

冯仑：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我现在不急着

做选择。我从小就被训练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

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都是讲实际的事儿，比如

物质手段改变世界，所以目前我还在比较低俗的物质层

面。什么时候到了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会先通知神再通知

你来采访哈。

记者：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平时你除了工

作外都还有点什么癖好？

冯仑：我喜欢看犄角旮旯的事儿，喜欢研究另一面

的事儿，比如伟大的人的阴部，阴暗面。你会发现越这样

研究人就越释然。对好和坏，对得失利弊的权衡就会通泰

很多。人纠结是因为心里世界小，心里世界越大越无是

非。你看佛和上帝都没啥是非。你看农村妇女丢个猪就要

上吊，而进了城的人喝个酒、拉拉手也很正常。因为心大

了，事儿就小。

另外，如果一个人喜欢历史和哲学，心就会变得巨

大无比，因为历史是讲永恒，时间上的永恒；而哲学讲无

限，范围的无限。有了永恒和无限的话，别人在无奈的时

候，你就会释然，别人在恐慌的时候你就会勇敢，别人在

无知的时候你就会清醒。这其实就是人为何要修行，人这

硬件都差不多，竞争的是软件，从你读书的那一天你就开

始装软件，一直装到你信了神，这就是最高的级别了。

（和讯网、中国广播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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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柳传志:新届政府政策仍有不确定性

2013-06-29

“我们这次到法国来，总体感觉到法国政府及企业界是有压力和紧迫感的，就我们自己来说，中

国政府与企业界也是有压力和紧迫感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柳传志在巴黎说。

6月28日中午，参加法国访问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来到法国巴黎银行总部，参访了这家欧

洲古老而又年轻的银行。代表团与法国巴黎银行的高管们就“欧洲经济复苏与金融业”展开对话。

柳传志是这次访法代表团的团长，他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家

创办于2006年的非营利机构， 目前有成员54人，囊括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领袖和专家顾问。每年举

办一次国际访问，是这家机构的常设活动项目，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分别访问了美国和英 国。

柳传志介绍说，我们代表团里有来自投资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都感到有持续发展的压力，

压力来源于对前途的不确定性。

“第一是中国新政府政策仍有不确定性。比如上届政府提出要把消费作为拉动GDP的主要手段，

这届政府也提出了，但我们不确 定的是，是不是真的准备要把这作为主要手段。如果是真的话，包括

消费结构的调整、工资收入的结构，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另一个例子，城镇化到底怎么做，也会 影响

到很多的行业，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商机和风险。”

柳传志认为第二个不确定性是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总体感觉美国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并在向前

走，欧洲形势不是很明朗，而且欧洲 也有先天的不足之处，比如在激烈的竞争中整个欧洲社会处于高

福利状态，接下来要如何竞争，我们也看得不太清楚。另外欧元欧债的危机，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都有 

着不确定性。

他认为第三个不确定性是商业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对中国企业传统的业务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中国电子商务表现惊人，这也会对中国零售业产生很大的冲击，对

营销方式和供应链影响将是很大的。“在混乱之中，投资做得好就是个好机会，做得不好就会一塌 糊

涂”。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增进中法友谊，而是为了来找真正的合作。复星与地中海俱乐部的合作，

从而帮助地中海俱乐部在中国连续 开店，打开了中国市场。用什么样的办法把中法企业连接起来，我

们想到成立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联盟。我们俱乐部里，有10个是做直接投资业务的，其中有4家 比较

大，我们希望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在法国乃至欧洲有更好的发展。”柳传志说。

（经济观察报、中金在线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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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许小年：欧州经济还会继续萧条

2013-06-29

当地时间6月29日上午，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中企俱乐部法比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欧州

的经济还将继续萧条，目前高福利政策已经把欧州拖垮，要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

许小年对这几天和法国政府的座谈表示失望，因为他们总对“实质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他

说，未来欧州的经济还将继续萧条，因为欧州的官员还没有意识到金融危机后应该做什么。危机爆

发5年了，去杠杆化还没有开始，而美国的去杠杆化已经基本结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和企业盈

利反弹的重要原因。

“欧州目前政治的问题是克服民粹和福利主义，目前高福利政策已经把欧州拖垮，削减福利开

支是必然。可是现在政治家们面对选票的压力时还不敢谈这个问题，所以怎么可能很快复苏呢？你

看欧州无论是银行、企业还是政府，他们的负债都没有清掉，这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据了解，关于欧州政府的高福利，以法国为例，前总统萨科齐曾推行一项改革：把退休年龄从

60岁增加到63岁，拿80%工资的年龄从63岁变为65岁，就这一项引起民怨沸腾，但他强行推进，

议会也通过了。但新总统奥朗德一上台就说，我要推翻这个政策，继续恢复到以前，因为它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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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消减福利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许小年告诉新浪财经， 欧州目前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政治家应该了

解目前经济的实质，并把他们对经济的想法告知选民，而不是一味跟着选票走。跟着选票走的政治家不是

Leader，而是follower，这和做企业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企业只是跟随市场而不是引领市场，那这一定不

是一个好的企业。

谈到目前对欧州企业的看法，他说企业本身的问题不大，欧州这些百年老店的创新力甚至超乎他的想

象，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的经营环境。“目前法国的经营环境不能让更多有创新力的企业涌现，像达索

这样的优秀公司，他的高管已经移民，原因就是这里的税收太高。” 许小年说，关于劳工、税收的问题

企业家在公开会议上不敢谈，而这正是阻碍欧州经济复苏两个重要方面，欧州政府应该主动推进这方面的

工作，在经济困难时尤其要减税。

许小年还表示，中国企业能够做到一百年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来看很多中国的企业都是短命的，

平均超过10年的都少，这主要是经营的环境问题。“20多年前我来欧州，看到亚洲人出现在各个旅游

景点中，今天的情形相似。只是20年前是日本人，今天是中国人。 越是看到这样的繁荣，我越是担

心。因为20多年前那是日本最后的辉煌。我很不希望20年后我们重蹈日本的覆辙，但我看到的种种迹

象表明这种可能性不排除。”

（新华网、光明网、凤凰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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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拉法兰：尊重中国是合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2013-07-01

“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有一个多极的世界，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法

国前总理、参议院副主席拉法兰表示。

拉法兰是在面对法国三十余位参议院议员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法代表团说这番话的。当地时间6月27日上

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了法国参议院。

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贝松欢迎企业家们的到来。拉法兰在致辞中说，通过中法企业之间的合作而开始中法

之间的友谊，奥朗德总统上个月访问中国是一次成功，我们也在等待习近平主席来法国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

 拉法兰期待明年的50周年庆祝，能在经济活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明年也要庆祝中法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此加

速中法之间的合作。他说，中法贸易量非常大，法国大企业去中国投资很多年了，包括能源、航空、食品、旅游、

设备、消费品、奢侈品等。就像复星与地中海俱乐部，我们合作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

他强调，中法之间还要有共同的项目推出，就是中法企业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而欧洲正在走出危机，我们通

过金融努力、财政纪律走出危机，这也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个人也非常的乐观，我们有一个积极向前看的眼光，尽管中国对我们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我们对中国

的了解还不够。但我知道，要成功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尊重中国。”这位前总理如此表示。

（新浪网、新民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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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柳传志：天要下雨我们先来打雷 所以来法国

2013-07-01

当地时间6月27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法代表团访问了法国参议院。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贝松欢

迎企业家们的到来。法国金融投资机构主管部门与代表团成员们就中法未来投资合作展开对话。

代表团团长柳传志对法国参议院和法中委员会的接待表示感谢。他介绍说，此次代表团到欧洲来是为了了解

商业环境，也是为了宣传我们民营企业的实力。

“就像打雷一样，天要下雨，我们先来打雷，所以我们见总统、见外长、见拉法兰前总理，下雨是我们下一

步要做的事，要来落实具体的投资合作，实现我们的互补。”

 柳传志坦率地说，“我们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先买了，再依靠法国市场将来好了再来增值。我们关心的是与

中国市场有关的业务，如医疗、农业、奢侈品等。现在我们摸到了门路。”

 法国前总理、参议院副主席拉法兰赞赏法中要锁定共同关心的领域，如医疗、农业领域，“这也是发展迅速

的领域，柳传志理事长为我们锁定了主线，让我们有具体的合作方向。”

包括拉法兰，柳传志、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等俱乐部成员们，以及三十余位法国参议院议员参加了双方的

对话。

法国参议院的院址位于巴黎第六区的卢森堡宫，1615年至1620年建成，由共和国卫队（Garde 

Républicaine）保护。宫前的卢森堡公园是一个巴黎很有名的公园。卢森堡宫、卢森堡公园和卢森堡博物馆均是

参议院的财产。

（新华网、凤凰网、腾讯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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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专访：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时代已到来——访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2013-07-01

6月30日,随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欧洲的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日前在巴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国际时装周近年来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国际上与时尚设计相关的企业和品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设

计，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时代已经到来。

夏华说，中国国际时装周1997年创办，每年3月份和10月份春夏、秋冬两季在北京举行。以前，国际媒体不够

关注，因为中国国际时装周像是“自娱自乐”。但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创意力量的崛起，全球重要媒体都来报道中

国国际时装周。“设计师需要媒体来推动，全球重要媒体的关注将推动我们自己的设计师走向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际时装周引起了全球重要企业和品牌的关注。现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合作伙伴德国

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司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让我们的获奖设计师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作品，”她说。

夏华说，中国也注重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并从1997年开始推出自己的设计师评选体系——中国服装设计“金顶

奖”。每年“金顶奖”获奖者都有机会选择参加全球任何一个时装周。

夏华说，中国设计师的学习能力是最快的，他们也非常有才华。然而，目前在欧美时装设计界，只有王大仁、

周仰杰、殷亦晴等少数华裔设计师脱颖而出。实际上，许多优秀的华裔设计师被市场淹没。他们当中很多人从设计

学院毕业后，无法进入主流设计体系，只能去一些品牌专卖店做销售。“我非常希望为年轻华裔设计师打造一个平

台，但不是让他们束缚在中国，而是让他们能够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将来有机会进入主流设计界。”

谈到中法合作，夏华说，依文集团与法国合作伙伴签订了一个关于设立“中法时尚艺术研究中心”的协议，输

出中国设计师，也吸引法国设计师到中国工作，也希望通过法国设计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让中国的品牌在法国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她的愿望是希望法国总统以后到中国访问能穿上中国的时装。

（搜狐网、中国日报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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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报道

新浪网：柳传志：寻找商机是俱乐部国际访问的重要目的

2013-06-24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4/1439158957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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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王均豪：欧盟航空碳税就像富人要穷人AA制

2013-06-25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5/175815912259.shtml
 

新华网：朱新礼：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3-06-26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26/c_124916690.htm
 

新浪网：俞敏洪：中欧光伏摩擦本可避免

2013-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ozjj/20130626/164515926095.shtml
 

网易：欧盟能源委员：只有竞争才能达到一个公平的协议

2013-06-26 
http://money.163.com/13/0626/19/92AMNTF800254TI5.html#from=keyscan
 

腾讯网：夏华：中国企业既要会造物也要会造势

2013-06-26
http://finance.qq.com/a/20130626/016747.htm
 

新浪网：俞敏洪：改革不能光靠喊口号

2013-06-28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8/163515955477.shtml
 

新浪网：吴建民：法国要克服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

2013-06-28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28/1630159553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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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许小年：欧洲问题主要是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4915965413.shtml
 

新浪网：朱新礼：实现多方共赢才是契约精神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5415965437.shtml
 

新浪网：邓锋：法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值得学习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22815965477.shtml
 

新浪网：柳传志：没有信念和追求的国度没有希望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5715965438.shtml
 

新浪网：马蔚华：拆借利率飙升表明中国开始谋求转型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4315965411.shtml
 

新浪网：胡葆森：参访达索让我认识到互联网的革命性变化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23015965479.shtml

 

新浪网：曹国伟：挑战在于怎样跟上移动互联网脚步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4215965409.shtml

 

新浪网：刘永好：企业要选好接班人代代传下去

2013-06-30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630/113515965393.shtml

 

新华网：柳传志：价值观与文化一致，才能并购成功

2013-07-01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7/01/c_124936177.htm

 

腾讯网：欧洲金融市场协会秘书长：巴黎交易所致力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2013-07-01
http://finance.qq.com/a/20130701/010199.htm

 

和讯网：许小年：真正的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2013-07-01
http://news.hexun.com/2013-07-01/155660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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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诚信就没有商业文明，就没有社会的前途。我体会契约精神就是从情、理、法多种

角度保证诚信的实现，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商界最需要的。

——柳传志

契约精神就是在自由、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力求平等、互利、多赢。做到诚实、守

信、履约，这是经商之道，也是做人之本。

——朱新礼

西方的契约精神与东方的敬天爱人，将共同构筑起新商业文明的基石。

——刘东华

因为包容，所以开放；因为开放，所以信任。

——马蔚华

中国从来没有过商业文明，所以我们需要先理解什么是商业文明，才能建立商业文明，文

明无所谓新旧，是永远不过时的底线，商业文明包含了信息公开、资源共享、政府公正、交易

公平，这一切都是说话算数，就是契约精神。一切都是回归到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和底线。

——俞敏洪

契约的基础是契，也就是得到法律保障的产权。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可以自由地

“约”，也就是订立多种多样的市场合约，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利用。以契为基，约出

丰富多彩、无远弗届的市场关系，是为商业文明。

——周其仁

契约精神、商业文明是我们这次商旅主题，我最近思考三个层级问题：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与主题是否有关系，期待在游学中找到因果关系。

——丁立国

学习、创新、不断突破自我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邓锋

诚实经商、勉成国器。

——冯仑

代表团成员寄语法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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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规律，放眼未来，收获尊重。身约者智广。

——胡葆森

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是我们的梦想，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家群体来欧洲，学习

契约精神，学习企业传存，学习行业科技创新，收获很多，这是我企业走进欧洲

的开始。

——刘永好

诚信和变革永远是商业的真理。

——沈国军

传统企业在不同时代可以再造重生，是欧洲企业给我的重要启示。企业家精神

和契约相结合，是基业长青的秘诀。

——田溯宁

重建信任，在未来的终点上干干净净。

——黄怒波

契约精神是企业家的通行证，持有它，才能在商业世界里畅行无阻。

——汪潮涌

摸胸口巴掌地一自问自律，把老祖宗生意执行到位，实现生活与生命的意义！

——王均豪

文化可以更商业，商业应该更文化！

——王文京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持续；契约精神中不仅需要弘扬诚信、守衡、相互尊

重，更要弘扬“利他”精神，对社会、对他人、对环境都应有更多思考与责任。

新商业文明要求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有伟大的梦想、持续的创新力，更要有为

世界创造“净价值”的能力，也就是形成真正的领导力。

——夏华

商业契约精神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守商业契约是商业长胜法宝。

——张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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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AFP（法新社）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to head to France, Belgium 

2013-06-18

中文摘要：尽管中欧贸易争端不断，比利时和法国下周将为30余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铺上红地毯，欧盟主席、

比利时菲利普王子、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将接见代表团。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合作的机缘，行程中将会见一些法

国企业的高层。

Belgium and France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next week for 30 Chinese businesses leaders in a visit designed to promote 

trade, despite an ongoing disput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The visit by the delegation from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 Club (CEC) was announced Tuesday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French embassy in Beijing.

The delegation includes business founders and innovators such as Jack Ma of online retail giant Alibaba, Charles Chao 

from online media company Sina and Liu Chuanzhi from computer colossus Lenovo.

They will be received in Belgium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ose Manuel Barroso, Prime Minister 

Elio Di Rupo and Crown Prince Philippe.

In Paris,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will host a lunch Tuesday, and they will also meet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The CEC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group of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

"A delegation led by a minister would not be received in this way," said Wu Jianmin, an advisor to the CEC and China's 

former ambassador to France.

In 2012, the total turnover of the 46 CEC entrepreneurs' firms was 2,000 billion yuan ($326.33 billion).

Paris will want to expand on tradi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viation and nuclear sectors, to other areas including 

food, health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aid France's ambassador in Beijing, Sylvie Bermann.

The CEC delegation will also meet top executives from French companies such as Dassault, Schneider Electric, BNP 

Paribas and Chanel.

The visit comes after a recent deterioration i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entred on a dispute over solar 

panels that risks escalating into a trad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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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France24 
China’s wealthiest businessmen in Paris visit 

2013-06-25

中文摘要：中国拥有最多财富的企业家代表团周二开始访问巴黎，以挖掘中法合作的机会。团长柳传志在行前

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会重点探寻法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会。

A group of 40 of China’s wealthiest entrepreneurs are set to receive the red carpet treatment at the Elysé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Paris Tuesday in a visit designed to promote busines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despite 

an ongo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delegation from the China Entrepreneurs Club (CEC) includes business founders Liu Chuanzhi from PC 

manufacturer Lenovo, Charles Chao of web media giant Sina and Jack Ma of online retailer Alibaba. The pre-

eminent Chinese business group is focused on promoting entrepreneu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12, 

the 46 CEC companies had a total turnover of around 250 billion euros.

The group, which was in Belgium Monday at the start of a week-long European trip, will attend a lunch hosted 

by French President Hollande and later meet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The delegation will also meet top 

executives from French companies such as Dassault, Schneider Electric, BNP Paribas and Chanel.

Community and business

Lenovo’s Chuanzhi told reporters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French embassy in Beijing ahead of the trip that the 

delegates would be particularly looking 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France. He added that they 

would also be interested in examining French businesse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mmunity at large.

But French business leaders also had much to learn from China, Chuanzhi said.

“Chinese entrepreneurs know how to listen, and how to present our perspective,” Chuanzhi t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This trip will help others understand China and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overcome 

misunderstandings people have about our country  a country that causes some fear around the world.”

The trade visit comes as France and China are embroiled in a trade war started after the EU imposed tariffs on 

solar panel imports from China, which will rise to 47 percent in August if negotiations fail to resolve the dispute.

While the Chinese competition particularly affected Germany, it was France that pushed for the tariffs to be 

im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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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新华社 
French president calls for resolving EU-China trade disputes through negotiation 

2013-06-26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二在总统府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会面的时候表示：法国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中欧贸易

的争端，法国总统表示法国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他同时呼吁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并强调了要加强中法全面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on Tuesday hoped to settl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rough negotiations, 

especially the recent trade frictions on China-made solar panels imported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EU).

Hollande was speaking in a meeting at the Elysee Palace with members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CEC) who are in Paris 

to atte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ference (ICC) .

The French head of state hoped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o be solved through consultation, stressing the need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faciliate mutual investment on both sides.

Speaking to 40 enterprisers of China's largest private enterprises, Hollande introduced reforms made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aimed at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to accommodate m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create new jobs.

The president noted that France is the first destination in Europ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and also a gateway into the EU and 

other markets, promising that his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create a bette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Hollande said France suppor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a currency swap line with China which 

will allow the Bourse de Paris (security exchange of Paris) to compete with London, becoming the yuan overseas trading center.

Hollande called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to rebalanc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llowing the global economy to return to sustainable and durable growth.

The president finally expressed his commitment to the Sino-French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trust, economic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fit of research.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ference started Monday in Paris. The two-day ICC was organized by Cavendish Group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nd the French Foundation of Prospective and Innovation.

More than 300 Chinese and Western business leaders of all economic sectors attend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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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美通社 
Increased Europe-China Cooperation Expected Following Chinese Entrepreneur 
Delegation to France, Belgium

2013-07-05 

中文摘要：由近40位中国知名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组成的访问团在过去的一周陆续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与两国

政治领导人、知名企业领导人和学术机构进行了会晤，促进双方了解的同时，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合作意向。

A delegation consisting of nearly 40 well-known Chinese entrepreneurs, economists and diplomats visited Belgium and France 

consecutively in the past week. By talks with political leaders, business leaders and well-known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y promot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ached some preliminary intention on cooperation.

The delegation is from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CEC). Liu Chuanzhi, founder of Lenovo, acts as its 

leader, and the members include, among others, Guo Guangchang, founder of Fosun Group, Michael Yu, founder of New Orient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Zhu Xinli, founder of Huiyuan Juice Group.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comprises a total of 57 members, of which 44 entrepreneur members 

manage more than 250 billion euros (data as of 2012) in corporate annual turnover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is trip to France and Belgium i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visit by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fter its vis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1 and 2012 respectively.

"During this trip to France and Belgium, we had three main objectives: the first wa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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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and Belgium in developing a modern commercial environment, the second was to introduc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Europ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to seek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Liu Chuanzhi 

said.

The delegation met with Belgian Prime Minister Elio Di Rupo,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ose Manuel 

Barroso, European Commission Vice President Joaquin Almunia,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nd 

other dignitaries throughout the week. They exchanged views on bilateral trade, economic cooperation, trade 

friction,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topics, and the delegation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Indeed, today's Europe holds some emotion of anxiety about China, and it does no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It is a positive move of public diplomacy for entrepreneurs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in Europe 

with politicians and actively seek cooperation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said Wu 

Jianmi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France.

Pascal Gondrand,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vest in France Agency in Greater China added, "This was a very 

positive visit, and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kind of cooperation that we are building with China in order to drive 

growth in France. Increas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France will bring significant benefits, both to France and to 

Chinese companies expanding in Europe."

The deleg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a-Belgium Entrepreneurs Roundtable Forum,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ference, the China-French CEO Breakfast Dialogue and other events, and they also visited GlaxoSmithKline, 

Dassault Systemes, Schneider Electric, Chanel, Atos, Cartier and BNP Paribas and other enterprises. They were 

highly impress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rand 

management, corporate heritag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ng Feng, member of the delegation,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said, 

"French compani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ir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other soft aspects are 

things that we do not have, and those are worthy of our learning."

Another member of the delegation, the famous Chinese economist Xu Xiaonian said, "Despite the current 

downturn in the French economy, we are very surprised at the French companies' capabilities in innovation. 

Whether it is Dassault Systemes or Schneider Electric, they showed a strong capacity and genes of innovation."

On this trip, the delegation established intent on cooperation with some European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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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in the early stage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Liu Yonghao, founder of China's largest animal feed and farming enterprise New Hope Group said, "We will have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to hold shares of a world-class 

livestock and seed company. By introducing its technology in breeding, food safety and deep processing of food 

into China, we will make Chinese people's food safer."

Edward Tian, president of Broadband Capital, known as father of China's "Cloud", also expressed intent to 

cooperate with Dassault Systemes and Schneider Electric in cloud computing and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In Paris, Huang Nubo, president of Zhongkun Investment Group, famous for his acquisition of land in Iceland, 

signed the "UNESCO - World Heritage in Sustainable Tourism Strategic Partner"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fu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Lao Niu Foundation, initiated by Mengniu Group founder Niu Gensheng, reached a preliminary agreement 

of intent to cooperate with De Gaulle Foundation for activities to take place during the China-France Culture Year 

2014. 

NiuGensheng and Zhang Xingsheng, on behalf of Lao Niu Foundation, as well as Xia Hua, president of the 

well-known men's brand Eve Group, Wang Chaoyong, Chairman of ChinaEquity Group and Huang Nubo 

collaboratively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to claim their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France Culture Art 

Centre" proposed by Wu Jianmin and Jean-Pierre Raffarin, Vice-President of the French Senate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France. 

Guo Guangchang, Chairman of Fosun High Technology Group, who acquired certain stock rights of the French 

company Club Med, said i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summit, "As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ese enterprises, 

our primary consideration is what the investment can bring to the enterprise, and the second is what the enterprise 

can do for society."

More cooperation can be expected after this trip. According to Liu Chuanzhi, te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within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have set up an overseas investment alliance, an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ir visit wa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up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the entrepreneurs will send related teams to further progress 

the project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of investment value, before carrying out subsequent invest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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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China Daily（中国日报）
Talks taking place with EU over solar panel exports 

2013-06-25 

中文摘要：中国领先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在会晤欧盟主席巴罗佐时，表达了对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关切，

希望继续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国光伏出口事件。这些商业领袖同时表达了对投资欧洲的强烈意愿。

A delegation of leading Chinese private-sector entrepreneurs is expected to express concern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s pickup in trade protectionism, in the wake of the ongoing bilateral price negotiation of China's solar panel 

exports, during a meeting with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ose Manuel Barroso in Brussels on Monday.

But the business leaders are also expected to express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apping the huge investment 

potential in Europe, with 10 private investment companies worth a minimum of 100 billion yuan ($16 billion) seek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tinent.

The companies are in the city as part of a visit organized by the Beijing-based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 famed 

collection of market-advocating private businessmen, to explore more European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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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here to show our intention to work together with European partners despite both sides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Liu Chuanzhi,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told a news conference.

"We have 10 investment companies here which represent at least 100 billion yuan investment capacity."

Liu said five investment companies had joined the tour, involving the interests of more than 40 businessmen from 

Belgium and France, to help in the efforts to negotiate a comprise price for China's multi-billion-dollar solar panel 

exports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s China Daily went to press, Barroso was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he group included leading private Chinese investors, the pioneering economist Zhou Qiren, and senior diplomats 

including th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France Wu Jianmin, who planned to discuss key issues with the 

Commission president.

The sources said the delegation was set to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solar dispute, market access, and issues 

involving high-tech transfers.

"We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concern towards the European market," said the source wit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But Liu underlined, too, that a major purpose of the visit was to expand opportunities in a continent still in recession.

The Prime Minister of Belgium Elio Di Rupo had welcomed the group on Sunday along with leading local Belgian 

business figures, with various meetings taking place during the day.

At a welcome dinner on Sunday, Di Rupo said: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we are sincerely seeking to set 

up deep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ntrepreneurs."

He said Belgium - a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half that of Beijing - was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thin 

a radius of 500 kilometers, investors had access to the lion's share of the European market, with a high-spending 

population of 500 million people.

Di Rupo also said that Belgium's low real estate costs and preferential taxation policy represented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Belgium Liao Liqiang, labeled the country a "global trade power" which had been 

export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fering governmental loans, and setting up industry funds with China since 1978.

Liao added that Belgian leaders are determined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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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报道

China Daily（中国日报）
France rolls out red carpet for Chinese 

2013-07-08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对法国展开了为期一周

的访问，探寻商业机会，法国总统首次为近40位中国企业家

铺上红地毯，并表达了希望法国能吸引到更多的中国投资。

代表团员和会面人士表达了对法投资的看法。

Top mainland business team sees bright spots amid Europe's 

economic gloom

No foreign business delegation was ever offered such a high-

profile reception at the Elysee Palace as a group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received recently.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rolled out the red carpet 

for the first time for a group of 40 of China's wealthiest 

entrepreneurs who were on a week-long visit to France to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VIP treatment was no surprise given the delegation's 

economic clout. It comprised members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n influential private association whose 

member companies have combined revenues in excess of 2 

trillion yuan ($326 billion), or about 4 percent of China's GDP.

The entrepreneurs included Liu Chuanzhi, founder of China's 

largest PC maker Lenovo Group, Cao Guowei, chairman and 

CEO of Sina.com, Yu Minhong, president of New Oriental 

Education & Technology Group, and Guo Guangchang, 

chairman of the Fosun Group.

The arrival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was seen as timely 

in France as the country is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against 

recession and an unemployment rate that has reached a 14-

year high of 10.8 percent.

The visit also took place amid the trad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over solar panel exports that many feared could 

trigger a much wider trade war between two of the world's 

biggest trading blocs.

In a speech to the visiting entrepreneurs, Hollande 

reiterated France's willingness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investment, which could help improve the French job 

market and enable its companies to expand in the global 

market.

"I want to create all the conditions to ensure Chinese 

companies can invest more in Europe, and particularly in 

France," he said.

China was the eighth-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France 

last year, with 31 investment projects creating 645 jobs. 

However, Chinese investment in France represents only 

4 percent of the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far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23 percent) and Germany 

(16 percent), according to Invest in France Agency, a 

government body that facilitate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To balance investment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Hollande mentioned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food, health 

and urban development, where China and France could 

increase cooperation.

"Europe needs China for its own growth and China needs 

Europe to develop its business and to gain access to the 

technology of tomorrow," Hollande said.

"The current rebalancing of Chinese growth in favor 

of domestic demand, and measures taken to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its foreign exchange system,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China and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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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greed with these views and 

said they hoped their visit to France could help to create 

substantial business partnership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interested in area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markets and consumers, such as 

retail, healthcare,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ducts," said 

Lenovo's Liu, the head of the business delegation.

"We must find the sectors that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We are not capable of simply 

buying up an asset in France and waiting for its value to 

appreciate."

Huang Nubo, the chairman of Beijing Zhongkun Investment 

Group, says he is looking for French partners to manage 

his company's scenic real estate. The Chinese developer 

stirred controversy in Europe recently with his multimillion-

dollar proposal to buy property in Iceland and develop it into 

a tourism resort.

"France is a country with extensive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is is what China needs the most," he said at a breakfast 

meeting with French entrepreneurs. "So I believe we can fin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this area."

Wang Wenjing, CEO of Yonyou Software Co Ltd, also says 

tha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unexplored potential" in Franc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that could provide the basi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During their visi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lso met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Vice-President 

of the French Senate Jean-Pierre Raffarin and executives 

from French corporate giants, including Schneider Electric, 

the Dassault Group, BNP Paribas and luxury fashion house 

Chanel.

Emmanuel Limido, president of France Emerging 

Enterprises, an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two-way 

investment for French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especially in emerging markets, said that firm actions are 

needed to boost investment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We already ha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on 

both sides," he said. "Now we need to get the companies to 

start talking and working directly with one another."

Peter Mandelson, former trade commission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assured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at Europe is 

not in decline, and that China and Europe should b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collaboration.

"Europe has gone through serious external shocks from which 

it is recovering. But that does not mean economic depression," 

he said.

He note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provide open 

and stable markets in Europe, while China should address 

state domination of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give private 

enterprises more space and freedom to develop.

However, not everyone in the Chinese delegation shared the 

optimistic views about Europe's economic prospects.

Xu Xiaonian, a senior economist at China's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aid that Europe's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be in recession and that thorough structural 

reforms are needed to emerge from the current crisis.

"During our meetings in France, the offici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avoided talking about the key problems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welfare system," Xu says.

"In fact, the real problem is not th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It i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has hindered economic 

recovery."

He notes that the cur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France 

does not allow more innovative companies to emerge due to 

high taxes and rigid labor laws.

Xu says that the French government must cut company taxes 

and initiate substantial reforms in its welfare system to make 

the country more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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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英文相关报道

新华社: Chinese enterprises look to expand investment in Europe  

2013-06-25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business/2013-06/25/c_132484665.htm

新华社: Hollande: Settle trade disputes through talks 

2013-06-26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3-06/26/content_16658873.htm

China Daily（中国日报）: Red carpet for entrepreneurs 

2013-06-24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3-06/24/content_16648847.htm

China Daily（中国日报）: France wants more Chinese investment 

2013-06-26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3-06/26/content_16664653.htm

CRI：Business Leader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in France, Belgium

2013-06-19

http://english.cri.cn/6826/2013/06/19/2561s770986.htm 

BusinessBecause：Chinese Entrepreneurs Visit HEC Paris 

2013-06-30

http://www.businessbecause.com/news/mba-france/2048/chinese-entrepreneurs-hec-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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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France 5 电视台
France - Chine : amies ou ennemies ?
法国－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http://www.france5.fr/c-dans-l-air/international/france-chine-amies-ou-ennemies-39198 



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行

118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法文报道

Le Figaro（费加罗报）
L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à la recherche d'opportunités en France
2013-06-22

http://www.lefigaro.fr/societes/2013/06/22/20005-20130622ARTFIG00265-les-entreprises-chinoises-
a-la-recherche-d-opportunites-en-france.php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将于6月23日启程，对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法国是中国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国

家之一，此次法比之行旨在学习法比两国现代商业环境的发展经验，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探求新的

商业合作机会。

Nous éviterons les destinations où nous rencontrons trop de blocages
2013-06-22

http://lequotidien.lefigaro.fr/epaper/viewer.aspx

中文摘要：联想创始人柳传志表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此次法比之行一方面是为学习法比两国现代商业环境的发展

经验，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更为了探求新的商业合作机会。他对法国的消费品、奢侈品、数字技

术、农业和食品等行业很兴趣，希望此次能与当地企业联系，寻找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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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e Figaro（费加罗报）

Liu Chuanzhi : «La France est le berceau du contrat social»

2013-06-22

http://www.lefigaro.fr/societes/2013/06/22/20005-20130622ARTFIG00266-liu-chuanzhi-la-france-
est-le-berceau-du-contrat-social.php 

中文摘要：文章基于费加罗报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法比行代表团团长柳传志的专访，柳传志表示，法国是社会契

约精神的发源地，代表团希望看到欧洲企业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文章还谈及此行的三个目标、代表团对法国

感兴趣的行业、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形象、中国企业透明度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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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e Monde（世界报）

L'Elysée reçoit en grande pompe les stars de l'entreprise privée chinoise

2013-06-19

http://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13/06/19/l-elysee-recoit-en-grande-pompe-les-stars-de-
l-entreprise-privee-chinoise_3432621_3234.html  

中文摘要：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CEC代表团，一个由领先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将对法国进行为期

5天的访问。文章引用了柳传志、朱新礼、吴建民、以及程虹的观点，并称此行为“寻找合作伙伴”、“社会契约的国度

之旅”以及“经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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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e Monde（世界报）

Les self-made-men chinois au pays du contrat social

2013-06-20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将围绕“契约精神与新商业文明”的主题，对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旨在

学习法比两国现代商业环境的发展经验，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探求新的商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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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e Monde（世界报）
La France aux petits soins pour les grands patrons chinois
2013-06-26

http://www.lemonde.fr/asie-pacifique/article/2013/06/26/la-france-aux-petits-soins-pour-les-
grands-patrons-chinois_3436727_3216.html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法，期间受到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等重要领导的接见。

奥朗德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来法国投资，希望这种投资不仅能够给法国贡献就业机会，更能使中法两国同时受益。此

外，他提到了旅游业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有很多游客来自中国，而法国是世界头号旅游大国，需要扩大接待能

力，为外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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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es Echos（回声报）

Opération séduction des patrons chinois en Europe

2013-06-24

http://www.lesechos.fr/economie-politique/monde/actu/0202845700717-operation-seduction-
des-patrons-chinois-en-europe-578589.php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对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柳传志、曹国

伟、郭广昌等著名的中国民营企业领袖。此次访问一方面是为学习法比两国现代商业环境的发展经验，并向国际社会

展示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风貌，更为了探求新的商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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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a Tribune（论坛报）

Qui sont ces patrons chinois chouchoutés par François Hollande?

2013-06-25

http://www.latribune.fr/actualites/economie/international/20130625trib000772138/qui-
sont-ces-patrons-chinois-chouchoutes-par-francois-hollande.html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接见访华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成员包括柳传志、郭广昌、黄怒

波和曹国伟等等。奥朗德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来法国投资，希望这种投资不仅能够给法国贡献就业机会，更

能使中法两国同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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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ribune（论坛报）
Les patrons chinois sur les trac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2013-07-04

http://www.latribune.fr/blogs/la-chine-et-la-transformation-du-monde/
20130704trib000773971/les-patrons-chinois-sur-les-traces-de-jean-jacques-rousseau.html

中文摘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于25-30日访问法国，法国总统接见。文章介绍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的多位理事，以及此次国际访问的行程，此外还总结了访问的企业和企业高管，解读了本次行程中的主题

“契约精神“。

法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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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opinion（观点）

Qui est qui dans l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 

2013-06-25

http://www.lopinion.fr/25-juin-2013/qui-est-qui-dans-china-entrepreneur-club-1415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周二会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这个成立于2006年的组织汇集了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商界领袖。总统呼吁通过谈判解决欧盟贸易争端。文中还对一些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介绍，包括黄怒波、王中

军、王文京、王均豪、杨绍鹏、胡葆森、曹国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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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inion（观点）
L'oral de rattrapage de François Hollande avec la Chine
2013-07-04

http://www.lopinion.fr/25-juin-2013/l-oral-rattrapage-francois-hollande-chine-1416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在会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成员时，表示希望吸引中国更多的对法投资，推动中法贸易平

衡，他在两个月前首次访华，在总统府会见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还试图消除误解。届时还有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法国大

老板的会晤和实地考察。这是明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庆典的前奏。

法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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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LIBÉRATION（解放报）

En Chine, les autorités doivent revenir à l’économie de marché

2013-06-24

http://www.liberation.fr/economie/2013/06/23/en-chine-les-autorites-doivent-revenir-a-l-
economie-de-marche_913144 

中文摘要：法国希望与中国加强贸易联系，中国企业家也希望扩大自己在欧洲的投资。黄怒波认为要更好的实现

目标，当局应当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是经济恢复活力就要符合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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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Elysee.fr (法国总统府官方网站）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vant les membres du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2013-06-27

http://www.elysee.fr/declarations/article/discours-devant-les-membres-du-china-entrepreneur-
club-et-les-participants-a-l-international-capital-conference/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希望中国私营企业与法国企业有高层次的合作，有更多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希望有更多

的资金投到法国，惠泽两个国家。

Entretien avec les membres du CEC

2013-06-27

http://www.elysee.fr/chronologie/#e3815,2013-06-25,reception-de-chefs-d-entreprise-chinois-
francais-et-europeens-a-l-occasion-de-l-international-capital-conference 

中文摘要：法国总统在6月25日会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以及国际资本峰会与会者。总统强调：法国是中国在欧洲投

资的首选目的地，是进入欧盟和第三国市场的门户；并重申，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巴黎金融地位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经济纠纷，并指出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让中国企业来欧洲投资，让欧洲企业更好地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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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AFP（法新社）

Tapis rouge à Paris et Bruxelles pour des grands patrons chinois

2013-06-18

中文摘要：比利时和法国将为下周中国30多位大老板的到访铺开红地毯，尽管目前中国和欧洲之间仍然存在贸易

摩擦。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还宣布了出访日程，包括与欧盟主席、法国总统等国际政要的会面。法国驻华大使白

林表示：法国希望在更多领域，如食品，可持续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开拓新的业务关系。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国际访问概况            活动传播概况            媒体聚焦            

法文报道

新华社法国分社
Wu Jianmin : Les entrepreneurs privés sont des acteurs essentiels 
de la diplomatie publique chinoise

2013-07-10

http://french.news.cn/economie/2013-07/10/c_132528969.htm 

中文摘要：吴建民是第三次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出访，他表示，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支不可或

缺的力量，中欧经贸合作机遇很多，消除忧虑、担心和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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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Reuters（路透社）

France-Opération séduction de patrons chinois à l'Elysée

2013-06-25

http://fr.reuters.com/article/frEuroRpt/idFRL5N0F02QO20130625

中文摘要：奥朗德接见访法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他表示，法国是中国在欧洲投资第一大目的

地，欧洲的增长需要中国，而中国企业的扩大和科技的发展同样需要欧洲，希望法中之间建立起平衡双

赢的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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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Belga（比利时通讯社）
Plusieurs grands patrons chinois en visite en Belgique
2013-06-24

http://actualite.fr.be.msn.com/finance/plusieurs-grands-patrons-chinois-en-visite-en-belgique 

中文摘要：以柳传志为团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从昨晚起开始访问比利时，代表团与比利时首相迪吕波、菲利普王子、比利时

瓦隆大区首席大臣德莫特和欧盟主席巴罗佐会面，参访GSK，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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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报道

People's Daily(人民日报法国分社)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appelle à résoudre les litiges commerciaux 
entre Beijing et Bruxelles par la voie de la négociation 

2013-06-26

 http://french.peopledaily.com.cn/Economie/8299452.html  

中文摘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接见了访问法国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奥朗德说，法国是中国在欧

洲投资第一大目的地，应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和欧洲企业落户中国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他强调，巴黎在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中具有日益重要的金融地位。他希望中欧洲加强合作，并以协商方式解决经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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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文相关报道

Le Monde（世界报）:
Liu Chuanzhi, fondateur de Lenovo, champion de la 
responsabilité sociale
2013-06-19
http://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13/06/19/liu-
chuanzhi-fondateur-de-lenovo-champion-de-la-responsabilite-
sociale_3432626_3234.html  

Le Monde（世界报）:
Guo Guangchang, le "Warren Buffett de Chine"
2013-06-19
http://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13/06/19/guo-
guangchang-le-warren-buffett-de-chine_3432625_3234.html 

Les Echos（回声报）: 
Hollande ouvre grand les bras aux investisseurs chinois
2013-06-26
ht tp : / /www. lesechos . f r /economie-po l i t ique/ f rance/
actu/0202852046397-hollande-encourage-les-relations-
commerciales-avec-la-chine-579296.php

Les Echos（回声报）：
La délégation d’entrepreneurs chinois fait escale 
chez Atos
2013-06-26
http://www.lesechos.fr/entreprises-secteurs/tech-medias/
actu/0202856022492-la-delegation-d-entrepreneurs-chinois-
fait-escale-chez-atos-579868.php 

新华社法国分社：
Les entrepreneurs chinois unissent leurs forces pour 
développer de nouveaux marchés à l'étranger
2013-6-25
http://french.news.cn/economie/2013-06/25/c_132484958.htm

新华社法国分社：
Plusieurs dizaines de figures de l'économie privée 
chinoise en visite à Bruxelles
2013-06-25
http://french.news.cn/chine/2013-06/25/c_132482958_2.htm 

新华社法国分社：
Visite des patrons chinois en France : priorité à la 
sécurité publique
2013-07-03
http://french.news.cn/economie/2013-07/03/c_132508611.htm 

Challenges（Challenges商业周刊）：
Faut-il vraiment attirer les investisseurs chinois en France?
2013-06-25
http://www.challenges.fr/economie/20130625.CHA1214/comment-
l-elysee-peut-attirer-les-investisseurs-chinois.html

Le Republicain Lorrain（洛林共和报）：
Hollande appelle la Chine à investir en France
2013-06-26
http://www.republicain-lorrain.fr/france-monde/2013/06/26/
hollande-appelle-la-chine-a-investir-en-france 

RTL Bel（比利时RTL广播电台）:
La Chine prête à investir en Wallonie
2013-06-24
http://www.rtl.be/info/economie/belgique/1012849/la-chine-
prete-a-investir-en-wallonie 

L’Usine nouvelle（新工业杂志）：
François Hollande, VRP de la France auprès des 
entrepreneurs chinois du numérique
2013-06-26
http://www.usinenouvelle.com/article/francois-hollande-vrp-de-la-
france-aupres-des-entrepreneurs-chinois-du-numerique.N200169 

European Commision（欧盟官方网站）: 
Visit of a delegation from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to the EC
2013-06-24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photo/
photoByReportage.cfm?ref=023568&sitelang=en 

Charles-de-gaulle.org（戴高乐基金会官方网站）: 
Les grands patrons chinois du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à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
2013-06-25
http://www.charles-de-gaulle.org/pages/la-fondation/creer/
la-fondation-et-la-chine/les-grands-patrons-chinois-du-china-
entrepreneur-club-a-la-fondation-charles-de-gaulle.php 

La France en Chine（法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
Tournée des entrepreneurs chinois en France et en 
Belgique
2013-06-18
http://www.consulfrance-pekin.org/Tournee-des-entrepreneurs-
chinois-en-France-et-en-Belgique.html?lang=fr&id_secteur=1248

Benelux Agri Press（比荷卢经济联盟农业通讯)：
'Geen landbouwgrond voor de chinezen!'
2013-06-20
http://www.agripress.be/start/artikel/502422/nl 

荷兰文相关报道

Belga（比利时通讯社）: 
Chinese topondernemers brengen bezoek aan België
2013-06-18
http://www.demorgen.be/dm/nl/996/Economie/article/
detail/1654250/2013/06/18/Chinese-topondernemers-brengen-
bezoek-aan-Belgi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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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在行程期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通过团员微博和微访谈，从多角度发表了对于此行的感想，并引发了数万条

相关微博的话题讨论。

@柳传志：
#企业家法比行#我之所以提出要弘扬诚信为主的商业正气和提倡契约精神其实是一个意思，

因为在中国，目前公信力在降低，而一个没有信念，没有追求的国度是没有希望的国度，所以

我们每一位企业家都要为此做出努力。

@朱新礼：
#企业家法比行#这次欧州之行除了几十场活动外，我更关注的是欧州的农业，特别是法国的

农业。中国是个农业和人口的大国，但是种种原因，农业的模式还没有走出小农经济，所以食

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法国的农业对中国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刘东华：
#企业家法比行#这次出访确实对民营企业有很大的推广和传播价值，因为此团基本上都是中

国最成功的代表型企业。如果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商业诉求，他们并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走出

去，但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只有在西方对中国民营企业有了更多基本了解后，出去投资合作

才更加顺畅。

@俞敏洪：
#企业家法比行#利益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根本，但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互相之

间的合作和帮助，所以贸易争端也就是像不离婚的夫妻，吵吵而已，以此来标榜自身的重要性。

@周其仁：
#企业家法比行#经济学家研究经济要各种手段，包括研究企业家的活动，所以我参加了这次

行程。这次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家，我的感受是随着中国开放的进程，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布

局能力，以及和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合作的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程虹：
#企业家法比行#从俱乐部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最需要的是公平和平稳的市场环境，需要社

会的了解和尊重。我想过去的七年，他们在俱乐部收获的兄弟情义、商业情怀和更多因为聚合

带来的自信。比如这次法比行，因为大家在一起，影响力和被重视程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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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
#企业家法比行#中国企业的勤劳和智慧不比法国企业差，但在品牌建设方面还有巨大差距。

@蒋锡培：
#企业家法比行#企业长盛不衰，不在于有多少资金，也不在于技术有多强，而在于文化。

@沈国军：
#企业家法比行#法国还是有着悠久的文化和艺术，以及商品的品牌和品质，尤其在品牌的打

造和管理上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学习的地方，几乎全球很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都源于法国。

@汪潮涌：
#企业家法比行#法国有许多举世闻名的高端消费品牌，但也有许多门类齐全的高端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也领先世界，如航天航空，防务，核能技术等。昨天拜访的达索系统，Atos 等高科

技公司在 3D设计，云计算领域非常先进。在浪漫富有创意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兰西，严谨务实

也是其国家核心竞争力，值得学习和合作！

@王均豪：
#企业家法比行#上午的对话欧盟官员，感触很深，很多中国人还只能看飞机，但欧洲人大部

分人都可以坐飞机，起点不同，发展状况不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文京：

#企业家法比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视和投入让我印象深刻，而

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夏华：
#企业家法比行#“流行稍纵即逝，唯有风格永存”。在香奈儿感受优雅的力量，是一生难忘

的经历。

@张醒生：
#企业家法比行#总统发言时还提到，尤其对于法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其经济的主体力量是民

营企业，对民营企业有天然的亲近感，当前欧洲遇到一些经济问题，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民

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企业的主人，投资决策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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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访谈

第一场微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4日 22:30-23:00

嘉宾：王均豪、蒋锡培

第二场微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5日 14:30-15:30

嘉宾：刘东华、沈国军、汪潮涌

第三场微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6日 14:30-15:30

嘉宾：冯军、张醒生

第四场微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7日 20:00-22:00

嘉宾：俞敏洪、王文京、周其仁

第五场微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9日 15:30-16:30

嘉宾：柳传志、朱新礼、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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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机构

电话：0086-10-62766066

传真：0086-10-62768122

邮箱：cec@daonong.com

网址：www.daonong.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7—1号北大科技园创新中心501

邮编：100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