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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冶
———法国驻华大使演讲综述

孙摇 艳

摇 摇 2013 年 3 月 26 日,法国驻华大使白林

女士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并发表演讲,就中法关系的历史渊源、合作

机遇及努力方向进行了深入阐述。 白林大

使的演讲是对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先生去年 5 月就任以来对华政策的完整诠

释,也是在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换届后向中方

传递的积极信号,更是为奥朗德总统 4 月访

华营造良好氛围。
白林大使在演讲中指出,法国是最早与

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之一,2014 年是两国

建交 50 周年。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

两国国内发展的内在需求,中法应进一步深

化两国关系,充实双方"多层次"合作,扩大

民间各领域交流。 白林大使的演讲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一摇 中法关系树立了东西方大国

和谐相处的典范
(一)中法交流互鉴源远流长。 中法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前,两国之间的交流史可追

溯至法国启蒙时代。
中法两国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伟大国家。 今天,尽管时代背景

已完全不同,但两个国家、两个文明之间仍

存在很多共性。 两国都很重视知识、文化和

历史传承。 两国文官制度的建立过程留下

相互借鉴的佳话。 中国古代科举制给法国

考试制度及学校的建立以启发,法国还因此

成立了国家行政学院;而中国又借鉴了法国

经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行政学院。
(二)中法关系全面发展恰逢其时。 近

几年,中国与不少国家迎来了建交 40 周年

庆典,然而中法关系却比他们要早 10 年之

久。 1964 年,戴高乐将军决定法中建交时

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与中国建交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理性选择冶。 今年 4 月份,法国总

统奥朗德先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

与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一起,就两国关系下一

步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划。
过去的几十年,中法两国之间政治、经

贸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尤其是

两国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更是开花结果。
今年已经是中法民用核能合作 30 周年。

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西方国家,中法还建立了后来为

很多国家所效仿的政府间高层战略对话机

制。 这个高层战略对话涵盖内容和领域广

泛,包括中法关系、全球和地区危机、经济全

球化以及民用核能、天津空客 A320 总装线

在内的关键领域合作。 这种合作对双方都

是互利互惠的,还需更大发展。 法国总统四

月访华将是中法两国合作迈上新台阶的重

要一步。
(三)法国总统访华将为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奥朗德总统此次

访华,将是中国新一任国家领导人就任后首

位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西方大国(也是欧洲

大国)领导人。 舆论普遍认为,奥朗德此次

访华将是两国走出萨科齐时代阴影、迎来中

法关系大发展的序幕。
二摇 新形势下中法合作前景广阔
(一)中法应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安理

会等国际多边领域的合作。 中法在国际领

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且具有前瞻性的。 本

世纪初,中法就是世界“多极化冶的支持者,
而当时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 事实证明,
当今世界就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很多新兴

国家快速崛起,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

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

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事务领域中发挥更大

作用,法国更是希望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法方认为,虽然中国外交

政策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冶原则,但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义务在更多

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协助解决一些地区性危

机。
中法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各自

的权限和地位,都应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中
法在联合国框架下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跨
国贩毒以及全球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合作良

好。
中法两国并非在所有国际事务上都意

见一致,在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双方存在

分歧,不过在出兵马里问题上法国得到了中

国的支持。 两国应就此加强交流,可考虑在

巴黎和在北京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了解

对方的意图和立场。
另外,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中法两国

的协调与合作是非常积极有效的。 2011
年,适逢法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当年中法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所有工作都

取得积极成果。 这种势头值得保持下去。
(二)中法经贸合作仍有待深化。 两国

在经贸领域素有良好合作。 法国新政府高

度重视对华经贸往来,今年初,法国经济与

财政部长和外贸部长相继来华访问,为两国

企业密切合作牵线搭桥。 这次法国总统奥

朗德先生访华会带来多位部长以及庞大的

企业家代表团,期间还会组织重要论坛和研

讨会。
目前,中法仍存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法国对中国有 260 亿欧元的贸易逆差。 法

方认为,解决失衡方式不是要减少中国对法

出口,而是增加法国对中国出口,同时通过

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扩大内

需来实现。 法国希望中国能提供更好的投

资环境,帮助外国企业在华发展。
中法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很多领域,除传

统的核能领域之外,对于中国快速发展产生

的新需求,法国可提供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越来越多的法国银行到

中国来开展业务,法国希望巴黎证券交易所

可以成为人民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

通道。 在公共卫生领域,两国可在医疗、疫
苗、医药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当前中国民

众高度关注食品安全,而法国的食品加工业

十分发达,愿意与中国同行分享经验。 另

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循环经济、
新能源、绿色交通领域,也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 其中,轻轨技术是非常节能、环保的绿

色技术,法国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带来许多机

会。
(三)法国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的投

资环境。 法国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被中国

人认为是“浪漫冶象征的埃菲尔铁塔,实际

上是法国 19 世纪先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标

志。 同时,法国也是拥有高端科学技术的国

家。 法国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核能发电的

国家,至今从未发生严重事故。 法国是世界

上第一个使用高速铁路的国家,拥有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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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高铁技术。
法国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系统性金

融服务,以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并给予

进行研发的企业税收优惠,这一优惠政策不

仅涵盖法国本土企业,还适用于包括中国企

业在内的外国企业。
法国有非常好的工程师院校,并且与中

国有很多合作,中法双方共建了不少工程学

院,联合培养未来的工程师人才。
截至目前,法国在华企业有 2000 家,雇

员 40 万人;而中国在法企业仅有 200 家,雇
员 7000 人,说明中国对法投资潜力很大,法
方希望相互投资应趋于平衡。

三摇 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是两国

关系持久发展的动力
(一)提升政治互信水平势在必行。 历

史经验显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构成彼此深

度合作的前提和保障。 法国和德国虽然有

不少分歧,但在关键时刻往往能保持良好合

作,所以成为欧盟的“双核心冶。
实际上,欧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危

机,需要所有欧盟国家团结一心,同时也需

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大力支持与信

任。 中国领导人、媒体始终传递出支持欧元

和欧元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明确信号,对
帮助欧洲渡过危机发挥了非常积极而重要

的作用。 可以说,中方在建立互信方面做出

了表率。
中法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在很多问题上

立场不完全一致,在人权等较敏感和易引发

争议的问题上,双方应秉持开放态度,开诚

布公地坦诚交流。 法方希望通过此次奥朗

德总统访华,加深对快速变化的中国的认

识,带动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促使中国

与西方国家间调整和缩小彼此认知的偏差。
(二)加强教育和留学生交流,为两国

关系发展培养生力军。 目前在中国的法国

留学生有 7500 人,期待在 2015 年能够达到

1 万人。 上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学习的法

国学生只有 25 人,留法的中国学生可能还

不到 25 人;现在中国在法国的留学生有

35000 人,预计这个数字到 2015 年能达到 5
万人。 法国的学历在全欧洲和在世界上是

获得普遍认可的,法国欢迎中国留学生去学

习法语。
(三)两国在地方层面交流合作大有可

为。 中法应大力拓展在地方层面的交流与

合作,不要局限于两个城市结为“姊妹城冶
这样的简单合作,还应积极探讨城市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议题。 现在中法之间有

定期的“市长研讨会冶,希望将来能实现省

长层面的合作。 省市长级别的交流合作可

帮助双方充分了解对方,寻找合作契机。
(四)两国文化交流应润物无声。 法国

在中国开展了在本土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中
法文化之春冶活动,而中国在海外进行文化

推广方面较法国而言还不够多,还有很大潜

力可挖。
现有的“傅雷翻译文学奖冶是为鼓励将

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 现在在法国的

书店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

翻译成法语,很多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的第

一部作品就是以法语在法国出版的。
这次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的演讲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

法国研究会主办。 参会人员有中国前驻法

大使蔡方柏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先生、法国研究会

多位资深法国问题研究专家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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