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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德来

2015年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非常特殊的一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更重要的是因法国高校联合体的出现而产生的结果。这些
联合体的科研单位要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更多地合作，
尤其把框架机构运用于高端科学研究的国际发展。从这个角度
来看，拥有众多的法科研中心合作科研机构的中国以及其它大
部分新兴国家是构建实验和创新的源地。这正是巴黎-萨克莱大
学关于其实力上升的文章中的主题(见第16-17页)。另一个新的
定向表现在围绕法国国家和法科研中心之间的目标合同(20152018)的讨论，它进一步协助公司，参照UMI E2P2L的中国模式在
技术方面的国际发展。全部都已按部就班！
2015年与中国的合作无疑会是非常丰富的一年。这一年
也恰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在华成立二十周年
纪念。科研合作活动充分体现我们在中国的表现。代表处团队
2015年2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美好的年末新年晚会(当然是中国
春节！)，这些照片展示了一个庆祝我们中国代表处成立20周年
的成功晚会(见第10-12页)。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GourdaultMontagne先生出席了晚会并致开幕词。晚会迎来了法国和中国
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技合作人员，以及一些法中两国的
企业家。

正值2015年年初，我愿借我们特别丰富的冬季刊发表之
际，来问候所有“CNRS在中国”的读者，所有项目负责人以及
所有那些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积极参与和我们交流的朋
友。首先2015年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对外合作的工作总体开展顺利，在亚洲，特别
是在中国，它将发挥其更积极的作用：拟建的国家国际合作实
验室将超过目前现有的数量。这意味着，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的
各科研项目将会继续不断地丰富，如发展新的主题和新的伙伴
关系(尤其是化学、生命科学、科学和工程微系统等学科)。

顺祝阅读愉快，羊年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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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我们的另一个好消息：经过三年的运作，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中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
(UMI E2P2L)成为我们在中国项目上投资合作的参照和在企业
合作方面实质性的成功，它将被持续实施。这是一个公私合营
PPP1模式的创新平台实例。法中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
实验室近日在北京获得法-中委员会评审团特别奖(法中团队创新
奖，见第45页)。
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亚洲的主要科学合作伙伴，中
国预期在2015年仍会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要求法科研中心
调整其参与合作方式。目前，法科研中心已经实现了超过73.5%
的法中合作出版物(持续增长中)，1200多名研究人员带着科研任
务走向中国，转折点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资助定位方面。鉴于我
们交流的成熟，法科研中心今后相对于交流协议项目，会对其
框架机构合作活动(LIA，GDRI，UMI)给与优惠。而我们混合单位
(UMR)的研究人员仍然能够申请法科研中心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PICS)流动探索计划，或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MAEDI)的休伯特·居
里安(PHC)蔡元培计划。

封面图片
图片说明：光电技术和精密显示器国家重点
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HKUST)
图片来源：经香港科技大学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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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FC2GChem，
绿色化学的重大双边会议
撰稿：L. Bonneviot，C. Amatore，Y. Queneau和C. Pinel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科学水平还是从参与者以及发言人来看，下面的文章是关于一次特别的会议。
几位院士以及两个国家的重要企业家专程先后到达武汉和上海参加了这次双重会议，共同分享绿色化
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的最新进展。上海的会议主要介绍了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
法科研中心-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CNRS-Solvay在上海建立的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工作，还动员了许多学
术、企业和政府的资助。这是一个质量指标。
学术交流会议出席人员 (上海)

去年11月3日至7日在上海和武汉举行了法中
联合系列研讨会，首届题为“法中绿色化学研讨
会，更好的化学为更好的生活(FC2GChem 2014)”。
在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院所的支持下，本次会议聚
集了160多名中法科学家。演讲者是来自化学学科
包括有机催化、材料、方法和理论等众多领域的
学术和企业代表，其中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
著名教授。本次会议很荣幸有两院院士的出席，
其中我们的同事Christian Amatore，因其卓越的
研究工作和与中国开展了二十年余年的交流而荣
属两个国家的科学院。本次活动获得一些政府部
门、学术界和企业机构的赞助。
那么，什么是“绿色化学”？为什么绿色化
学是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呢？要知道，化学涉及
到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制成品、产品
和材料)以及我们社会中所有的重要领域(能源、
建筑、交通运输、食品、卫生、健康等)。在可持
续发展，尊重环境的背景下，化学这种在现代生
活中无处不在的特性推动化学家尽量在环境污染
中减少其影响，不仅化学工程而且产品本身。因
此，绿色化学的作用是开发更清洁，危险性较小
的，低毒的，同时对生命周期和自然资源影响低
的创新产品。事实上，绿色化学是一种迈向更安
全，更健康的，更愉快的生活途径。但这需要在
科学和技术方面作出相当大的努力。
此系列研讨会不仅旨在传播法中研究人员在
绿色化学方面的最新发展，同时也鼓励我们两

4

国未来在这一领域共同努力。FC2Gchem 2014研
讨会是在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帮助下，由何鸣元，
顾彦龙，Laurent Bonneviot和Yves Queneau等教
授组织，包括前两次分别关于有机化学和催化反
应内容的法中会议。地方委员会涉及两个东道主
院校，分别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ECNU)”和武
汉“华中科技大学(HUST)”。法国方面，里昂大
学联合了里昂高等师范学校(ENS)、克洛德·贝尔
纳大学(Claude Bernard)、里昂国家应用科学学院
(INSA)、里昂工学院(CPE)和里昂催化反应与环境
研究所(IRCE-CNRS)参与到该活动之中。
法中“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
(E2P2L)”是法科研中心-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的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该项目的建立确定了索尔维
投资有限公司在其组织和赞助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它一些涉及环境问题的民营企业也参与了资

助，丰富了科学研究项目，如：欧莱雅(L’Oréal)
、阿科玛(Arkema)、罗盖特(Roquette)，所有这些
公司的研发部门都位于或靠近上海。本次研讨会
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建立的合
作框架下所筹备的，参与组织协调的有其共同的
机构“科学与社会联合研究所(JORISS)”。里昂
大学、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和法国外交发展部通
过ARCUS-Chine资助计划，联合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也参与到该项目之中。此外，在北京的法
国驻华大使馆和在武汉及上海的法国领事馆，法
国文化中心对该项目也起到了直接支持的作用。
FC2Gchem 2014， 由 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和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ICARE)1共同承办。这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和学
生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从这个大型研讨会受益，
因为该研讨会涵盖了绿色化学研究的多个方面，
特别是催化反应和利用可再生资源。此外，绿色

1

化学的课题激起许多法中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
学生之间热烈讨论和交流。
该科研项目有其特别的意义，它分别涉及企
业界和学术界两方面，展示了绿色化学如何涉及
到所有的化学子学科。FC2Gchem 2014包括45次
会议，其中17次全体会议和39次演讲 2，这都由
组织者一一落实。会议涵盖的主题包括：理论化
学、催化反应、有机化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
程。FC2Gchem 2014是由法国文化中心确定为法
中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研讨会演讲者很荣
幸和很自豪能够为这一加强法中友谊的纪念活动
做出贡献。另外，本次会议的主题也符合一个重
要的目标，这就是在21世纪人类拥有一个更好的
生活，更好的发展和更好的社会进步。
下届FC2Gchem会议定于2016年5月在法国里
昂举行，随后2017年末返回中国。

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在上海全体会议演讲的教授有Christian Amatore(巴黎ENS)，田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Avelino Corma(瓦伦西亚
大学，西班牙)，包信和(中国科学院，大连)，Gadi Rothenberg(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赵东元(复旦大学，上
海)，Guy Bertrand (美国加州大学，美国)，韩布兴(中国科学院，北京)，于吉红(吉林大学)，Pascal Métivier(上海
苏威)，WU Peng吴鹏(华东师范大学上海)，Philippe Sautet(里昂ENS)和张俊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武汉的关
于化学，可再生资源和能源专门会议上演讲的有刘海超(北京大学)，Marc Lemaire(里昂大学)，Gil Mabilon (IFPEN)
和WANG Ye(厦门大学)。
2

研讨会出席人员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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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
联合实验室(LIA METISLAB)正式成立！

南锡-武汉“无围墙”实验室：
组成一个再生医学研究网络

撰稿：A. Mynard

撰稿：Stoltz和Magdalou教授

协议签署完毕！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
合实验室协议于2014年11月12日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HIT)正式签署。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代
表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以及国际联合实验室双方负责人Isabelle Magnin
(健 康 图 像 采 集 和 处 理 研 究 中 心 Creatis， UMR
5220)和刘宛予(HIT)出席了仪式。作为前期合作的
科研成果(参见“CNRS在中国”第15期)，医学图
像与信号处理国际联合实验室在医疗成像方面包
括了以下科研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
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ERM)、法国国立里
昂应用科学学院(INSA)、哈尔滨工业大学(HIT)和哈
尔滨医科大学(HMU)。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法科
研中心建有两个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法可持续
发展智慧计算联合实验室”在A. Quillot和徐晓飞
的带领下已于2013年1月正式启动。

2014年11月9日在武汉大学医疗中心召开的以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为主题的圆桌科学会议，聚集了南
锡、武汉、巴黎、斯特拉斯堡、昆明和北京实验室的代表，会议通过了研究主题，以及可能以法科研中
心国际研究团队(GDRI)为组织形式的研究网络。

第一排从左至右：Antoine Mynard先生(CNRS)，哈尔
滨工业大学校长周宇先生和Maurincomme先生(法国
国立里昂应用科学学院院长) / 第二排从左到右：LIA
Metislab两名负责人，Isabelle Magnin(第四位)，刘宛予
教授(第三位) / 图片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HIT周刊)

作为法中建交五十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会议
延长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014年11月6-7日举行
的法语国家医学专业会议。不同于其它两日的会
议，11月9日的会议组织带有更多的研究和创新
成分。参会者主要是来自医院(武汉、南希、昆明
等)和研究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法国原
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本次会议遵
循2013年6月武汉会议的宗旨：南锡-武汉实验室
成员之间没有围墙。
活动由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资助，Bondiou先
生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A.
Mynard先生开幕。圆桌会议展示了南锡1和武汉 2

COP 21：CNRS在行动！
法国将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迎接联合国主持下的第21
届气候变化大会(COP 21)。对于这次全球气候会议，CNRS在行动。
几件重要的活动都在准备之中，法科研中心将出席6月8日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海洋气候会议，以及2015年7月7日至11日举办的科学
研讨会“气候变化背景下我们共同的未来”。2015年11月13日至
14日在巴黎索邦大学，法科研中心将邀请市民到其论坛“核心”讨
法科研中心研究员，Agathe Euzen
论气候问题和这种全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法科研中心也将出现在
Bourget和位于巴黎中心的大皇宫举办的研讨会等...法科研中心参与2015整年的众多活动，并呼吁其所有
研究人员分享专业知识及所有相关气候问题的研究项目。整个过程将由一个特设委员会领导，其中的协
调工作委托给法科研中心研究员、科学顾问、生态与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负责人Agathe Euzen女士。

Jacques Magdalou先生介绍南锡-武汉“无围墙”实验室

武汉圆桌会议出席人员

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南锡-武
汉“无围墙”实验室取得的科研结果。这个网络
非常活跃，目前已经资助了13人完成博士答辩(其
余28人正在接受联合培养或共同指导)，共同发表
论文48篇，在法国或中国组织学术研讨会6次。
一些实验室代表如巴黎Nathalie Rouas-Freiss
女士，斯特拉斯堡Nadia Jessel女士，昆明ZHANG
Lei女士，北京LI Na女士和天津韩忠朝先生等的参
与，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网络的研究范围，提高了
法中两国之间的多站点网络已建合作的互补性。
洛林大学国际关系部主任Mariama Traoré女士也
参加了这一科学讨论会。

Danièle Benssoussan女士，Céline Huselstein女士，Natalia De Isla女士，Léonore Léger女士，Jacques Magdalou先
生，Loïc Reppel先生，Jean-François Stoltz先生，WANG Xiong先生。
1

特别是：CHEN Liaobin先生，CHEN Wei先生，CHEN Yun先生，HE Xiohua先生和LI Yinping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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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科学合作战略：CNRS-CAS原创座谈会
撰稿：M. Goujon，M. Petit和S. Feneuill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从不同的议题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科研国
际化愈来愈多地考虑项目成本，以及在气候、能
源、太空旅行和健康方面的共同挑战。这些涉及
到共同的合作形式、联合实验室的建立、在研究
机构中开展长期工作的便利条件，以及为了科学
事业和知识产权两方面的国际研究增值等问题。

一、座谈会的背景和目的

根据发言顺序：

2014年 11月
13日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CAS/CNRS/A3 1 座 谈
会 新 增 了 一 项 A3的
使命，即从一些与
CNRS有 很 多 联 系 的
国家中设立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联
谊 会 来 提 升 CNRS的
国际影响力。中国
是开展这项工作的
第一个国家。2011年，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联谊会(A3)签署了协议，旨在中国发
展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谊会，并检验两所机
构间的合作联系。在初步的接触中，我们的中国
同事曾建议我们举行一个总议题的研讨会来研究
国际合作战略，法科研中心联谊会也赞同这一建
议。作为法国和中国建交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
部分，法中座谈会在北京的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IPM/CAS)举行。为期一天的工作会
议，法中双方充分地讨论了过去的合作成果和未
来的机会，并找到一些有意义的共同点。

中国方面：

Marc Goujon，法科研中心联谊会董事会成员
IGAENR (H)

• 出版一份关于中国和此次会议的法中双语的
协会特刊

二、参与者

Serge Feneuille，法科研中心前总主任，技术院士

• 在三年内将在法国举行一个座谈会来继续对话

本次研讨会聚集了两方从事国际合作研究管理
的负责人和有资质评估双边科学合作前景的专家。

Laurent Degos，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医学院成员

• 法科研中心联谊会将在中国创立，来聚集其
在中国(和法国)的同事和朋友，旨在成为一个友
好的平台，供大家尽可能自由地交流信息，通
过科学家的紧密联系也利于科研合作的建立以
及科研建议的提出，这将有助于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的科研合作更上一层楼。

三、讨论的主题和突出的理念
座谈会分为四个专题讨论：
1. 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和路线图
2. 国际合作研究的发展
3. 法中科技研究合作中的联合协作
4. 法中科技合作的未来潜力

穆荣平，中科院创新与发展中心主任
曹京华，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马颂德，中国科学技术部原副部长
陈和生，院士、物理高能研究所前任所长
张涛，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院士
鲁荣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局长
林伟，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庄绪亮，中科院科学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薛随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主任
段异兵，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但是，也存在阻碍国际活动发展的因素：国家
法律有时不太适合外交关系和交流互利，国家利益
有时体现在国际经济竞争和政治权力方面。科学研
究，尽管基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人类”这样的
原则，却总是受这些方面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双边科学合作，从研究人员的简单交流
开始直到创建联合实验室，已在过去五十年取得
显著的进步，参与者为已达到的合作水平而感到
骄傲。然而，鉴于科研国际合作的挑战，我们认
为，目前无论是在法国和中国，我们正处于十字
路口。为了进一步地持续下去，法中双方需要加
强合作形式，但也有可能停止在这一点上，因为
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适度的交流水平。看起来
需要那些战略决策者来作决定。而座谈会的参与
者正有意向在合作方面走得更远，不仅仅对于研
究课题，同样对于国家负责实施科研和创新战略
的合理化结构，以及对此有效的评估等方面……

法国方面：

四、本次座谈会作为新合作的第一步

Antoine Mynard，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

从这次会议得出三个提案：

Philippe de Reffye，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
中心(CIRAD)前研究员
Jean-Claude Thivolle，欧盟委员会科研与创新研
究(DG)前成员、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前主任
CHEN Guofei，法国电力公司(EDF)中国研发中心,
Michel Petit，法科研中心联谊会(A3)主席、科学
院通讯院士
法科研中心联谊会秘书长Lysiane Huvé和副秘书
长Françoise Balestié也参加了会议。

时事

如果您对联谊会项目有兴趣，您可以提供您
的详细联系方式到以下地址：
amis-cnrs@cnrs-dir.fr(同时复制给法科研中心中国
代表处：antoine.mynard@cnrs-dir.fr)。
随后，您将免费收到法科研中心联谊会电子
版期刊，以及中国代表处“CNRS在中国”杂志。

CAS / CNRS / A3 座谈会 - 图片来源：CNRS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谊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谊会通常缩写
为：CNRS A3。协会已创建二十余年，有近
1500名法科研中心在职或退休的同事和朋
友，该协会帮助大家通过参观、会议和旅行
而相聚，从而保持与法科研中心的联系。此
外，在法科研中心的支持下，该协会还大力
发展以下三类活动，旨在扩大法科研中心的
覆盖面：
• 科学觉醒，源于由法科研中心前研究人
员和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ITA)推
动的地区性活动。
• 科学与创新早餐会, 面向于那些对社会
有影响的研究。创立于2014年，这些面
向专业人群的研讨会由法国科学促进协
会(AFAS)和法国促进国内企业协会(SEIN)
共同组织。其主题多样且当下：3D打印
机、无人机、发光二极管(LED)和有机发
光二极管(OLED)、纳米药物等……
• 法科研中心国际影响力，我们努力加强
在与法科研中心广泛接触的国家建立联谊
会。关于这方面的座谈会于2014年11月在
北京举行。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谊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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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时事

CNRS在中国，
一个美好的年末生日晚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
局(DERCI)和中国代表处非常荣幸地邀请了众多合
作伙伴，参加了2015年2月3日星期二在富成花园
俱乐部举行的晚会。该活动由法科研中心中国代
表处联合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Solvay)、法国皮尔
法伯集团(Pierre Fabre)、上海韦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Vidon)、中国华为集团四家企业共同组
办，并受到Emmanuel Breffeil领导的耐道社会与
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法国驻中国大使

Gourdault-Montagne先生致开幕词，超过140人应
邀出席。本次活动意在团聚那些与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合作的所有中方研究人员和领导，其中
有来自西安、厦门和南京的科学家，以及双边研
究项目负责人(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此次活动是一个重要而愉快
的相聚时刻，也是庆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
国代表处在华成立二十周年！

中科院 - 法科研中心项目的博士生

Emmanuel Breffeil (耐道研究中心)

借此机会，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处参赞
Norbert Paluch先生向“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
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 EHEDE)”中方负责人
李莉女士(昆明云南大学生态学教授)颁发了使馆
科技奖项。该奖项奖励环境和生态领域的创新项
目，旨在借2015年底举行的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COP 21)之际促进新的双边科研合作
的发展(见第6页)。
晚会最喜庆的时刻是中国华为集团提供的18
个科技奖品的抽奖活动。周廉教授获得头奖。
作为“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实验室(LIA
LAS2M)”前任负责人和院士，周廉教授赢得了最
新华为手机一部。随机抽奖但也具有象征意义：
头奖从一百多人抽出，头奖号码是18！

尊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大使Gourdault-Montagne先生(中)，Karen Schoch博士(DFG)和A. Mynard先生(左)

10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二十周年纪念标志

Norbert Paluch(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和刘辉女士(法国
驻华大使馆科技处项目专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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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热液喷口微生物群落研究：
培育未知微生物和探索微生物生理机制
撰稿：Karine Alain

高效生态产品与过程国际联合实验室成员：左为P. Metivier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J.M. Clacens和Pera-Titus (法科研中心)

L. Belmont (左)，TAN Zhaoxia和孙健廷 (中国华为集团)

自2007年起，法国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
(LM2E 1 )与 中 国 海 洋 生 物 遗 传 资 源 重 点 实 验 室
(KLMBR1)在LM2E原主任Daniel PRIEUR教授(现已退
休)和现任上海实验室负责人XIAO Xiang教授的带
领下开展合作。这种合作起初是联合指导研究论
文(ZENG Xiang女士)，随后接待了一些学生的短期
访问。在Mohamed JEBBAR和邵宗泽教授分别领
导法国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和中国海洋生物遗
传资源重点实验室以后，这种合作有所加强，研
究人员和第二第三阶段研究生的交流和访问亦有
所增加。今天，法中双学位联合培养协议已正式
签署，其中学生CAO Junwei目前就在两个实验室
联合指导下开展着其研究学习。

Y. Barbin (法国皮尔法伯集团)和A. Mynard (法科研中心)

F. Vieillescazes (上海韦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

在下面的文章中，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UMR 6197，布雷斯特)Karine Alain介绍了他所在的科研
单位自2007年以来与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厦门)的合作。他
们的合作项目涉及热液深层沉积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理生态和基因组应用于这些生态系统的微生物
组成成分的耦合方法。本文简要概述了法中这方面合作的进展，以及所取得的一些显著成果和前景，
旨在发展这种富有成果的合作。

周廉教授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
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应用实验室)

从时间上来看，第一次的合作集中在超/嗜
热微生物的原核生物的研究，即从探索生理机制
来研究微生物在温度和压力的极端条件下的生
长。这种合作完成了几株古生菌和超嗜热菌的隔
离，并探索其生理及其基因组。最显著的成果是
Pyrococcus yayanosii菌株的隔离，它目前持有压
力下增长的记录。ZENG Xiang的关于该古生菌分
离的论文涉及到大西洋中脊深海的热液样品，以
及在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的高温和高压培养器
的方法。迄今为止，该菌株可能是唯一的高压原
核超嗜热生物菌株。它不能在低于200大气压的
压力下萌芽，但可在低于1200个大气压的压力下
和温度98°C以下生长。

LM2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西部列塔尼大学-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编号6197科研混合单位，极端环境微生
物实验室；KLMBR：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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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同样地在最近几年，对于古深海细菌原核生
物，双边开始着手热液喷口和深热液沉积物的多
样性研究工作。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 Phypress
由我与邵宗泽教授协调，法国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INEE)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共
同资助。培育未知微生物仍然是环境微生物研究
的一个挑战，因为培养的微生物数量相比现存微
生物仍然很微小。然而，未知原核生物的一些菌
株显然为主要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做出了贡献，并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这些类群很可能构成一
个新生物源，具有独特的生理特性，甚至新的代
谢途径。我们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目标是分离和
鉴定深海热液喷口的超/嗜热原核生物新品种，
尤其是化能自养型微生物。在热液环境下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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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谢或缺乏记载的生物类群同样在研究范围
内。原创性并非基于所使用的工具，而是有针对
性的代谢研究。独创性还基于所研究的样品，我
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定期开展印度洋脊取样活动，
该大洋的深海热液喷口的微生物调查研究已经不
算是非常罕见。在这项合作工作中，全面的生理
机制的分离模式以及其基因组的排序和注解成为
主题。某些有趣的代谢途径同样也可以通过遗传
或转录来探索，其最终目标是更好地了解热液喷
口处微生物群落在温度和压力的极端条件下的生
存状况。
我们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框架下，已经共同
努力了一年多，完成了两个新的嗜热细菌种类和

一个新的细菌门代表物的隔离及其完整特征的研
究。这些菌株的基因组中已经得到破译。其它表
现有生物分类意义的菌株同样可以被分离，目前
正在分析中。

获得这些样品对我们两个团队来说都是最新发
现。在未来，我们计划解决我们感兴趣的科学问
题，即在现有方法基础上，将使用宽带隔离，元
分析基因组和分离细胞基因组的方法。

根据交流协议，法国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
除了CAO Junwei的论文联合监管外，预计今年还
将接待两名中国博士生开展为期3个月的研究学
习，以及邵宗泽教授的交流互访。此外，在4月
份，极端环境微生物实验室博士生Tiphaine BIRIEN
将登上大洋一号船，在印度洋中西南脊热液喷口
参与中国海洋调查取样。在这些环境中，微生物
群落的特殊和功能多样性到今天为止仍是未知，

多年来，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逐渐得
到加强，建立了各方面的联系，扩大了研究主题
的覆盖面。根据目前这一点，双方已经在筹划递
交创建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文件。这两个实验室
的研究人员已经表示希望加入该项目，我们的合
作范围可以在短期内扩大到对细菌病毒和古生菌
超/嗜热的研究，以及生物技术方面的分子/活动
的研究。

从左至右依次为：JIANG Lijing，邵宗泽，Mohamed Jebbar，Tiphaine Birien和Karine Alain
Pyrococcus yayanosii，一种专性嗜压嗜热古菌，在极高压和高温的极端条件下自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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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应对未来的科学挑战
撰稿：Y. Caristan和M. Husson
正如前言所说，法国大型大学中心正致力于改变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方式。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一直呼吁与这些大学中心开展合作，尤其是通过具有结构性的合作形式，服务于卓越科学研究的国
际化发展。该方针明确列入下一期(2015-2018)法国政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目标合同。在下面文
章中呈现的巴黎-萨克莱大学(Paris-Saclay)的发展与雄心，正是处于这种背景下。

为了应对教育、研究和创新的全球竞争挑
战，巴黎-萨克莱大学的19个创始成员决定围绕共
同的项目结成联盟，分享高水平的研究和培训，
调动研究力量应对基础科学问题，正如社会经
济，以达到世界最佳水平。凭借法国政府总共近
65亿欧元捐赠和投资，巴黎-萨克莱大学无疑是在
学术领域、不动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法国
的重大结构性项目之一。
巴黎-萨克莱大学, 位于萨克莱高原，作为欧
洲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和民营研究的中心，它是产
业基地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中高技术水平
方面。
为促进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协同合
作，推动国家和民营单位之间科学研究的融合，
扩大科学领域和社会经济利益主题的交叉面，巴
黎-萨克莱大学加强了基础研究和企业科技研发
(R&D)之间的合作。双方的紧密联系主要通过学
生的参与、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技术、经济和
社会的创新项目来实现。
发展区域优势
大学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即：实现在一个令人
愉悦的校园内工作和生活的愿望，同时交通便利，并
整合其科学、工业、农业和环境的区域优势。

16

随着国家实施投资计划，开发巴黎-萨克莱区
域住宅、基础设施和交通，巴黎-萨克莱大学的学
生、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将有机会生活在一个高
质量的环境中，在那里学生住房和家庭住宅将和
谐地融合在一起。
新的交通手段(地铁、公交、其它公共交通工
具)从萨克莱到奥利(Orly)20分钟，距离巴黎35分
钟，不到1小时到达戴高乐机场(Roissy)。这种不
可或缺的各种元素的吸引力必将会提高巴黎-萨克
莱大学项目的可信度。

创始成员

(CNRS)/法国中央高等电力学院(Centrale-Supélec)/
法国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法国卡
尚高等师范学校(ENS Cachan)/巴黎高科国立统
计与经济管理学校(ENSAE ParisTech)/巴黎高科：
法国高等科技学院(ENSTA ParisTech)/巴黎高等
商学院(HEC)/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IHES)/法国国
家农业研究院(INRA)/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
究所(INRIA)/法国光学研究院(Institut d’optique
Graduate School)/法 国 国 家 健 康 和 医 学 研 究 院
(INSERM)/法国电信研究所(Institut Telecom)(巴
黎电信高科-巴黎南方电信，Telecom ParisTechTelecom SudParis)/法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研 究 局
(ONERA)/巴黎-南部大学(Université Paris-Sud)/凡尔
赛圣康坦大学(Université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法国科学与生活环境工业研究院(AgroParisTech)/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更多详情，请登陆以下网站：
www.universite-paris-saclay.fr

巴黎-萨克莱大学，通过其创始成员，已经与
中国众多重要大学建立了联系，它的一些机构在
上海(巴黎高科/交通)或北京(北京中心/北航)都已
建立办事处。其成员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与武汉学
术机构的合作也非常活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与科学院各研究所实施了主要研究活动。这些
合作联系由大学奖学金计划支持，并成为了巴黎萨克莱大学国际政策的基石。同时，巴黎-萨克莱
大学还提供了国际研究生奖学金项目，目前可在
其网站上查询。

重要数据
- 60000名学生(12 %外国学生)
- 11000名研究员和研究教学人员
- 8所学校
- 10个学院
- 20所研究生院
- 每年8000份出版物
- 代表15%的法国公共研究
- 100项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奖学金，即法国
15 % ，欧洲2 %
- 6000名博士生
- 15000名硕士研究生
- 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占大学总人数23 %
- 10年来法国政府投资超过65亿欧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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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起源”
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
星系空间是如何形成的？
撰稿：F. Hammer

François Hammer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LIA Origins)是二十多年
来法中两国天文学家之间有力互动的成果，在法中两国各分布有
十余个实验室。它成立于2009年1月1日，并于2013年延期5年。

二十余年来,中法“起源”国
际天文联合实验室法中研究团队通
过仪器、观测、数字和理论方面的
工具更好地明确了宇宙物质和能量
的起源，并在国际范围内联合实现
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重要发现。
巴黎天文台的天体物理学
家，François Hammer一向认为自
己“处于一个富有发现的领域”(...)
“想成为一名研究人员，就
是锁定一个职业，你总能突破界
限...”
自10岁就着迷于天空并具有扎
实的物理基础，他在巴黎天文台创
立了“星系、恒星、物理和仪器”
实验室。建议学生选择自己的研究
课题和长期工作的实验室。这是在
世界竞争中的重要资本。»
请收听2010年François Hammer在天空和空间广播(Radio Ciel2)
的录音。

图片来源:中科院国家天文台(NAOC)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的科学目标是通过仪
器、观测、数字和理论方面的工具更好地明确宇宙物质和能量
的起源。法中团队在国际范围内，联合实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
重要发现。
1

在仪器方面，SVOM 项目在2014年的正式启动是一个里程
碑。这是法中合作发射的一颗卫星，它将从2020-2021年开始
探测伽玛射线暴。长时标伽玛暴来自临界环境中超大质量恒星
的塌缩。这些源可能会是宇宙在其最早时期形成的首批显现信
号。现在执行这一监测的是SWIFT卫星(美国)，但它的寿命是有
限的(它早应该停止继续工作了！)。今后将是法国和中国在国
际上共执牛耳来探测这些第一代天体，并联合开展地面后随观
测。另外，法国团队负责操作甚大望远镜(VLT)上的X-SHOOTER仪
器，它是后随观测和研究这些事件的最有力工具。收获已经在
望，未来几年还需快马加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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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实验室促进并组织了源于最大望远
镜的“数据挖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研究
人员得益于专门知识和访问特权。2015年法方将
在巴黎天文台专门组织一个法国发明的技术“三
维光谱仪”的课程，旨在培养年轻的中国科研人
员。这种技术可以测量最遥远星系的内部运动，
对最大望远镜来说将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未来的
欧洲极大望远镜(ELT，直径超过30米)。目标是要
使我们的合作在全球一个高度激烈竞争的领域中
位于前列。
在模拟实验和理论方面，中法“起源”国际
天文联合实验室组织了多项科研合作，越来越面
向所有层次上对物质和暗能量的了解。本区域星
系的模拟实验，包括在我们的银河系附近，可以
质疑与之相连的暗物质的量。星系团的观测和模
拟应已显示出在宇宙最庞大的结构中暗物质和重
子物质之间的差异。研究目标是要精确地量化这
两种类型物质的精确比率，在爱因斯坦所说在半
径内，对于由于引力透镜的影响，物质总量的测
量要极其精确。
尽管相比其欧洲(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Max Planck)或美国的竞争者，预算非常有限，
但法中在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合作研究却成功
地位于前沿。在这一领域，从其全球影响力(出版

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
室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年会合影

物和引用)来看，法国居于第二(在数学之后)。而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将成为一个国际
混合单位来实际发挥其所有优势，并能够围绕共
同的科学目标组织两个研究团体，联合开展研究
工作，这包括较大的项目，例如：平方千米射电
望远镜阵列(SKA)和欧洲极大望远镜。

SVOM(中法合作空间天文卫星“空间变源监视器”)是一项法中空间合作项目，专门研究宇宙伽玛暴(卫星发射到
倾角30°的近地轨道，卫星Proteus平台上携带有一套科学设备)。据谅解备忘录，该任务是法国和中国通过政府间
协议所决定的。项目法方由法国航天局(CNES)领导，设备研制工作交给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和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下属实验室完成。法国萨克莱宇宙基本法则研究所(IRFU)负责伽玛暴空间观测卫星(ECLAIRs)的望远镜部分
和法国地面部分。
获取更多信息，请请参看：http://www.svom.fr/index.html

1

http://www.cieletespaceradio.fr/francois_hammer__astrophysicien.560.METI_001

2

在观测方面，法国团队有利用最大望远镜(地面：甚大望远
镜；空间：哈勃太空望远镜HST)的优势，并与中国研究人员在中
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合作框架下一起工作。他们发
现螺旋星系在合并后形成丰富的星系气体，但人们以前认为只
有椭圆星系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对银河系形成认识的彻底革
命，这对物质在宇宙的分布有显著地影响，包括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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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

法科研中心与香港科研合作情况
撰稿：I. Saves
因地方狭小，香港一部分的发展繁荣依靠其大学系统和高水平的研究。而对于后者来说是因为香港
非常注重企业创新的政策。由我们的科学专员撰稿，下面的文章介绍了香港研究和发展的特点，法科研
中心一系列的项目，以及香港与法国合作的方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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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香港的科研结构

II. 香港研究资助

基本上，香港的科研在8个公共高等教育和
研究机构中进行(见专栏1)。这些机构有相当大的
自主权，不过，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
会UGC)监管，这不是一个法定组织，但对政府资
助和高等教育在香港的战略发展有建议权。在香
港没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地方
当局依靠创建高等教育和研究区域中心和广泛开
展国际合作来促进香港大学的发展。

“香港研究资助局(RGC)”在大学教育资助委
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于1991年，发挥公共研究资助机
构的作用。香港研究资助局有几项为期数年的资助
计划，约6亿港元(约6000万欧元)的年度总预算。

专栏1

一个特别方案是关于“卓越学科领域”的方
案，其宗旨是开发尖端领域的研究。在这方面香港
具有很强的国际潜力。该方案重点资助为期6至12年
的研究项目。迄今为止，已有8.05亿港元(约合8000
万欧元)用来资助了15个卓越学科领域。

香港科研单位 [QS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
• 香港城市大学 [亚洲大学第11名]
www.cityu.edu.hk
• 香港浸会大学 [亚洲大学第45名]
www.hkbu.edu.hk
• 岭南大学 [亚洲大学第128名]
www.ln.edu.hk
• 香港中文大学 [亚洲大学第6名]
www.cuhk.hk
• 香港教育学院 (教院，HKIEd)
www.ied.edu.hk
• 香港理工大学(理大，PolyU) [亚洲大学第27名]
www.polyu.edu.hk
• 香港科技大学 [亚洲大学第5名] - www.ust.hk
• 香港大学 [亚洲大学第3名] - www.hku.hk

直到1993年，每所大学都有固定分配;此
后，一个专门评定实验室成绩，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部分资金分配的研究评估模式启动了。各大
学每4年申请这个“研究评估活动(RAE)”。

“ 创 新 科 技 委 员 会 (ITC)” 成 立 于 2000年 7
月，隶属贸易和经济发展办公室。它负责协调技
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它确保各种因素和创
新技术方案的合作伙伴之间的最大协作。“创新
科技基金(ITF)”，由“创新科技委员会”管理，
旨在提高其附加值，生产力和香港公司的经济活
动竞争力。这是政府鼓励香港公司提高其技术水
平和在业务中注入更多创新思想的主要政策。直
至2012年12月31日，3141项项目已得到总共7.2亿
港元(约7亿欧元)资助，主要集中在信息和通信技
术(28%)，电气和电子设备(27%)，工业技术(15%)
和纳米技术(9%)等领域。
除了来自政府的大量资金，研究机构受益于许
多致力于研究和普及教育慈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III. 科学领域

图片来源：经香港科技大学许可转载

香港政府自1997年以来实行有利于研究和创
新的积极政策。今天此策略的重点是根据香港比
较优势的技术领域或部门来支持应用研究，同时
发展由高品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支持的卓越学科
研究的基础。

此外，吸收和推广引进技术的专业知识以适
应中国或国外市场，促进香港传统优势(营商环
境、金融中心和先进的物流等)与服务基础设施的
新设计相结合等，所有这些都运用基础研究、技
术、设计和市场营销相结合的方法来管理。

香港政府实施的重要手段，以及香港大学的
高水准，发展其与产业和国际合作(尤其与法国)
的互动交流，所有这些开拓了在香港加强研发
(R&D)的广阔视野。

最后，香港拥有一个独立的和专业的法律制
度和根深蒂固的法治文化，有助于对符合国际标
准知识产权的尊重。

20

一家高水平的英国国际科学团体通过在香港
的科研机构面向众多有意愿的大学生提供研究工
作，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大陆。许多世界知名
的研究人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已经研究和/或
完成了他们的科学和学术生涯。研究实验室拥有
先进科研设备和技术。很大一部分的研究项目到
位得益于与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合作。每年大约
25000多种科学出版物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此外，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或机构都创建于各
大学内，最终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将几个部门的
资源集中起来(“卓越学科领域”AoE)。

在香港进行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研
究(除核物理与粒子物理)。
专栏2
由香港政府确定的十一项优先技术领域：
• 汽摩及配件系统 • 生物技术 • 中医
• 通信技术 • 大众消费电子产品
• 环境技术 • 集成电路设计
• 物流和技术相关的供应链管理
• 纳米技术及先进材料 • 光电工程
• 纺织服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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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研究、企业和科研推广机构之间的关系

1. 联合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巴斯德

有了政府的支持，大学努力扩大其给予香港
企业转让专利技术的支持。它们同样还参与创立
企业分流公司以便使新产品或新技术商业化。

该中心由巴斯德研究所和香港大学联合成立于
1999年，它被纳入香港大学医学院。其研究主要集
中在新出现的病毒性疾病方面。它还每年举办三次
国际课程：病毒学、免疫学和细胞生物学。

政府已经启动了若干举措最终加强企业和大
学研究之间的联系：用于创新的基金、科技园、
优秀技术项目基金。
尽管出现的有点晚，但有利于创新的政策似乎
已经开花结果，根据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香
港在这年排在创新市场的第10位。
许多研究增值结构已经被开发出来。有5个
主题研发中心1和两个主要机构：“香港科技合作
园(HKSTPC)”和“信息港”。
V. 国际合作
香港大学大力鼓励发展同中国大陆同行的合
作。“内地/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针对中国
科学与技术部(MOST)和香港经济发展部(CEDB)，
负责制订和协调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沟通和协
作。“国家重点实验室(SKL)”合作伙伴在香港创
立是这个委员会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些相关的实
验室便利香港大学参加中国国家科学研究工作。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成倍增加，特别与
法国。除过香港自然的和历史的合作伙伴，如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是人数最多
的有双边科研协议的国家。
与法国的科学合作是非常积极的。目前，有
四个联合实验室在活动：

2. 法科研中心“细胞鉴定与分化中的钙作用国际
联合实验室”(LIA ROCADE / CNRS)
它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图卢兹Paul
Sabatier大学在“香港科技大学”正式成立于2008
年，其合作基础可以追溯到1999年。它的目标是
研究钙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作用。
3. 法科研中心“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LIA LMTM
/ CNRS)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2009-2013年)是中国香
港大学、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之间协议的结果。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从
传统的中国医药提取抗感染类药物。
4.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专栏3
法国-香港科技合作：什么途径？
法国-香港ANR国际方案
法国国家研究署(ANR)和香港研究资助局(RGC)于2012年1月
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建立一个法国-香港合作研究计划的资
助项目。该协议旨在发现优秀的国际团队。基于所涉数额(每
年每方出资百万欧元联合资助每年三至五个项目)，这一计划
基本上很大地改变了双边科技合作的范围。这是香港研究资助
局作为国际合作方的最大拨款金额。
休伯特·居里安(PROCORE)计划
该计划由法国总领事馆和“香港研究资助局(RGC)”在香港
共同实施。
在资助研究人员交换科研任务基础上，在联合研究项目或
双边举办讲座的框架下，这个计划促进建立新的合作。这一计
划的目标是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开发高端科技的交流。每一年包
括10来个项目入选为期2年的科研任务资助以及在法国和香港
组织2到4个座谈会。该计划的效率是明显的，大部分启动项目
长期持续使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得以开展。

成立于1991年，总部设在香港的法科研中心
研究实验室，并在台湾和北京有办公室。这是28
个法国外交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IFRE)
网络中的一员。其宗旨是研究大陆、台湾、香港
和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
除了这些联合实验室，法科研中心在香港通
过其研究人员的媒介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发展
了许多合作项目。这可从申请Procore(休伯特·居
里安PHC计划)和法国国家科研署(ANR)项目(专栏
3)的候选人看出来，大多数来自法科研中心混合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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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
了 15年 的 对 抗 传 染 病 的 研 究 之
后，Isabelle Saves-Peccoz转向国
际合作。离开法国外交与国际发
展部之后，她首先在塔那那利佛
Antananarivo大学(马达加斯加)努
力发展药剂师培训系统的实施。
自2013年，她在法国驻港澳总领
事馆负责科学和学术合作。
Isabelle SAVES-PECCOZ 博士
法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
+852 3752 9981
香港夏悫道18号中环，海富中心25/F

香港：重要数字
• 2013国内生产总值(GDP)：1.965亿欧元，27.216欧元/
人均。(法国：30.678欧元)，增长(2012年+1,4%)
• 7220000居民，1104平方公里，6539人均/平方公里
• 行政：中华人民共和国(RPC)“特别行政区(SAR)”

isabelle.saves@consulfrancehongkong.org /
isabelle.saves@diplomatie.gouv.fr
http://www.consulfrance-hongkong.
org/-English-

• 货币，宪法和法律制度独立于中国
• 科研：覆盖所有学科领域(除核物理和粒子物理)

1

香港“汽车部件和附件系统(APAS)”；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ASTRI)”；“香港物流与供应链研发中心(LSCM)”；
“纳米及先进材料研究院(NAMI)”和“香港纺织和服装研究所(HK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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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科研和发展：约1394000欧元，占GDP的0.72%
o 出版物：25773 (2011/2012)
o 资助分配(2011/2012)：生物学和医学(29.2%)，工程
(29.9%)，管理学(7.6%)，社会人文科学(14.3%)，物理
(19%)
o 科研单位：共451个，其中13%为生物学，40%为社
会人文科学，18%为工程和系统科学，4%为环境和生
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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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快速而显著的进步：
欧洲参与者面临的双面挑战
撰稿：Patrice Vidon
现在，在中国管理和控制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版权、技术秘密......)以及合作关系，比在欧洲需要
有更多的专业要求和更大的预期空间。
中国，知识产权的杰纳斯

中国的动机和特性

正如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杰纳斯·比夫龙，中
国的知识产权也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面是居于
世界首位的假冒伪劣；另一面是在包括商标以及
三种类型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工
业产权申请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

许多专利申请人请求在递交后立即公布他们的
专利申请，而不是等待18个月的常规公布期限，以
便限制其竞争对手主张所谓的“抵触申请”。

相比于世界专利申请情况的进展，中国专利
申请量增长曲线令人印象深刻。在2010年左右轻
松超过日本和美国之后，中国国内的发明专利申
请数量(此处仅讨论这一种类型的专利)每年都保
持着20%-30%的增长速度。(图)

中国公司还大量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此类申请
有时涉及可专利性很弱的甚至完全不具备的发明 。
鉴于此，对此类明显滥用行为的处罚措施也在逐步
实施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保持警觉。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股专利申请热潮涉及到中
国经济的所有领域，从学术机构到大型跨国集团，
还有不计其数的起初可能不会被想到的中小企业。

同时，其他的中国参与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对
同一发明同时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可
能性。这一制度受德国专利法启发并自2009年生
效的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案中得到了允许。其
将专利保护的力度和期限与对抗侵权者的行动速
度进行了兼顾。

众多事例中的一个是于2013年11月成功在青
岛召开的中法“创新与蓝色发展”论坛。本次论
坛中，我们通过公共专利数据库发现，当来自法
国学术界的演讲者在他们的专长领域(海洋资源)
申请一两项专利时，其中国同行们常常可以在同
样的领域申请10项甚至更多的专利。

对商标法的修订，对职务发明的强制性财务
奖励，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使用条件的初步
进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主管法院为了协
调知识产权实践案例而出台的指导方针和意见
等...中国为了打造创新型经济这一目标，正在知
识产权方面做出持续而综合的努力。

诚然，在各个技术领域，中国的专利质量还参
差不齐。有时甚至会出现抄袭在先专利的情况。

知识产权诉讼也变得越来越可靠，尤其是在
北京和沿海较发达省份。那些仍在坚持以行政和
刑事手段打击假冒伪劣的公司和律师，是在昨日
的战场上奋斗：往往只有民事手段，尽管更加复
杂(民事程序中的“辩论原则”，要求律师必须全
面掌握案情，这让普通的商业律师畏怯)，最有可
能获得恢复性和威慑性的补救措施，同时诉讼的
管理也更加灵活。这被包括Nathan W. Snyder在内
的多人对浙江省专利侵权诉讼的出色研究证实。
该研究以PUMA品牌在2004-2009年的获胜战略为
例，表明了中国诉讼程序的效率。虽然此案与商
标相关，但其结论可以比照适用于专利诉讼。

但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统计数
据显示，如今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原始专利申请的
授权率均与欧洲专利局的授权率接近。
中国科技与经济参与者们的新动机也可以通
过他们对专利审查程序独特的运用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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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e VIDON
© 2014年12月

欧洲参与者面临的挑战
然而，中国在成为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的国际典范之路上还
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之前已经提及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泛滥
申请，欧洲参与者经常会遇到有时变为国家保护主义的爱国行
为：例如，在市场谈判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所谓的偏爱本土
创新的间接实施。即便这不违背WTO的条文，也违背了WTO的
精神。对不够注意或准备不足的企业家而言，中国在技术转移
与合作方面的立法依然存在几个陷阱。
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几个特定的社会经济指标会影响
知识产权战略的关联性和效率：正确地与国家、省和地方的发
展计划相匹配；对合作伙伴的正确选择与彻底了解；与地方当
局对话；理解并为国家有时不恰当的需求作准备；了解中国持
续的发展步伐以及竞争激烈的环境；在国家指导意见和地方实
施条例之间辩证；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帕特里斯·韦通(Patrice VIDON)
先生是韦通知识产权集团(欧洲-亚
洲)的创始人及总经理。韦通知识
产权集团拥有40多为知识产权顾
问、代理人及律师，分布别位于
世界8个办分公司/办公室(其中包
括上海和巴黎)。
韦通先生是法国工业产权律
师协会(CNCPI)以及欧洲国家工业
产权律师协会委员会(CNIPA)的前
任主席。
pvidon@vidon.com

实际上，最近的进展使法国和欧洲参与者面临双重挑战。
- 对知识产权专业更强的专业素养的要求，一般从欧洲总部开始(动员所有员工，先进的技术秘密的注
册与保护，合同管理等)，而且还要通过当地专业工作人员或可靠的专家代表对快速变革中的立法以
及本地的合作伙伴，组织直接的现场跟进(这一方法本应该可以在几年前拯救欧洲顶尖的电器设备公
司于一次痛苦的诉讼)。
- 在技术提供和合作关系方面，对更大的雄心和更精确的目标的要求：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开启一个
10-20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初期努力开始获得成果之前，中国会将显著改善的知
识产权状况与与日俱增的高端技术进口或合作开发的需求结合起来(根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
表处的统计，中国已将科研总投入的4.8%用于基础研究)。
这会转变为大量的机会和潜在的合作关系。而现在，这些机会和合作关系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专利
映射或类似方法更加容易地获得。因此，现在是工业界与研究人员对均衡互利的合作进行协商，并在不
容忽视的中国茁壮成长的创新温床中占据战略位置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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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概要，及其工作任务和研究内容：

撰稿： Emmanuel Breffeil博士
作为主任，Emmanuel Breffeil在这里向我们介绍耐道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社会科学领
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区域规划、可持续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以及改善生活条件。该
中心强调在实践中即行动中去研究的方法：“研究-行动”，其任务是与当地人共同处理联系于文化和
环境的现实问题。中心预期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创新企业。

区域经济
这个部门我们从事于地域性的经济发展，特别集中在社会因素方面的分析。研究范围
包括以下几个问题：运输系统、交通系统、人口迁移、移民问题、城市化法规、产业、环
境、自然资源和区域发展法规。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郊区，定向于城市规划项
目、生态旅游、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发展规划。
可持续城市化
此部门关注大城市和二级城市。研究涉及到城市地区有关文化与环境的问题。具体到
城郊发展这样的问题也是这个部门的部分职能。这将推动城市规划，生态社区和新邻里关
系形态等项目。

农村城市化地区的发展/外部整治与发展策略/三里屯

人口老龄化
这个部门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和经济问题，着眼于服务行业，无障碍等问
题，以及知识的转移应用。我们致力于对老年人以及相应居民区的基础设施项目。
适宜的方法

从两个角度看待知识的生产和技能的获得

“研究-行动”是非常适合中国发展和研究
需求的方法。我们的活动从最初致力于农村，直
至目前延伸到城市中心。我们的研究活动主要定
向于二，三级城市，在那里城镇化率很高。我们
正在进行的研究行动完全适合当下我们中长期项
目的规模。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两种方案，分别
被称为“研究-行动发展计划(ARP Action Research
Program)” 和 “ 遗 产 保 护 计 划 (HPP Historical
Preversation Program)”。16年来中心已进行了十
几种这类方案，目前正在实施中的有5项。这些
计划由我们实地研究单位进行管理，研究单位中
的研究人员与所有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联系，
采用系统和多学科方法实施这些科研计划。

学术科学界和企业界。在学术界，我们分析
和开展研讨会、讲座，发表文章和科学刊物。而
耐道的实力是通过实地行动参加到企业界之中，
直接从发展决策者那里获取信息。这些决策者都
是政府官员、投资者、地产公司，同样也是当地
人民和民间社会。因此，我们的研究行动系统可
以让我们在企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若没有这些桥梁，创新将是有限的。这也是向肯
定我们计划的地方政府和当局，传播知识和前沿
科学的方法。我们将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无
论是公共的和/或民营的学术或专业机构，这种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这些
方案可立即实施并参与到社会的发展中。

改善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们讨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如何提高空间利用率，并通过提高建筑空间和服
务改变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这个部门的目的是不断地确定并提高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
标准之间的平衡。

四个研究主题-四个部门
四个部门的创建以回应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巨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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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文化艺术中心

昌平：老龄化的社会经济研究

在中科院研讨会上E. Breffeil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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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Breffeil博士，耐
道研究中心创始人和主任。他于
1998年来到中国，目前被公认为
中国专家，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实践者，在中国的企业家。
他先后在清华大学、法国远
东学院(EFEO)和中国科学院(CAS)建
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在这种背景
下，他已经实施了市区和居民区
的众多发展计划，并开展对农村
发展和遗产的研究。
作为中国农村和当地社会经
济专家，他创立了耐道研发中
心，以满足实验性研究在中国社
会科学的需求，并为其合作伙伴
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和行动的平
台，其合作者包括公司，研究中
心和地方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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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道：研发和培训中心

青年人才：如何被资助？

培训和研究的相关服务

耐道研究中心旨在为法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硕士、博士和博
士后)提供一个平台，通过与具有决策权的合作伙伴(如公司、投
资者、政府)建立联系，具体地和实地地完成其研究工作。

企业可通过耐道研究中心为学生研究人员提
供资助，或共同资助。我们的想法是，根据相关
合作方达成一致的模式，确保年轻的毕业生加入
这些公司。我中心所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
发展中国市场的企业来说是一种捷径，这不仅由
于我们在中国的人力资源能力，还鉴于我们在语
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以及地方具体的人际关系
和对决策机制的了解。

我们的咨询服务向企业提供需求的解决问题
的钥匙。在协议的先决条件下，耐道研究中心将
帮助企业确定使其能够获得市场或响应投标的可
行性方案。此外，通过我们的国家和国际专家网
络，中心提供培训和有关研讨会来使我们的企业
客户进入中国市场。

面对中国的科学实验室正迅速成为世界性，我们认为至关
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培训法国研究人员适应中国并在中
国完成其项目的能力。这不仅需要专业技术和高层次的研究能
力，同时也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它的语言、文
化、发展历程。由于我们的中国和西方的合作伙伴，研究人员
处于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中，这些问题要求有具体的和适用的答
案，而最终回应在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与大
学、研究中心，特别是合作公司一起决定研究的主题和项目。
我们中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人员能够在中国建立任何形式的项
目的项目，甚至我们希望这些研究人员参与法国企业在中国的
发展。中心设在香港，耐道由在中国大陆工作的研究单位组
成。该中心发展和管理所有的合作伙伴，并根据研究课题和在
科研单位正在进行的工作将其分类。今天，耐道研究中心与河
北科学院和河南省政府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耐道研究中心和企业服务
越来越多正在发展的公司很难招聘到针对中国训练有素的
优秀管理者。而开辟新市场的需要，包括转向二三级城市已经
成为一种必然。然而，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仍然非常高，因为
这与较深地了解决策机制和当地经济主体有关。耐道研究中心
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低成本的平台来做好基础工作，同
时包括谈判、创新和试验。
研究主题的资助
耐道研究中心致力于多项不同主题研究。如果一个公司对
我们某个研究主题特别感兴趣，可以参与科研资助，并优先获
得信息和研究报告。我们多学科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巩固
公司的研发部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长期生活在中国并
了解当地的优势使我们能够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满足企
业寻求新市场的需求。

北京 - 养老院床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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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记录

法国研究在蒙古国现状
1. 引言
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蒙古国流动性及其出版物的重要数据
3. 法国学者关于蒙古国研究的概况
4. 研究人员简介：Roberte Hamayon和Isabelle Charleux
5. 法蒙考古研究任务介绍

1. 引言
蒙古国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多元民主，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地理位置处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
一个内陆国家。它的经济规模虽小却全面发展，一部分基于对矿藏和原材料的利用。蒙古国的开放意愿
促使乌兰巴托政府靠拢欧洲，特别是法国，现在被视为“第三邻国”。
我们的双边关系，通过更深的交往得到了加强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现
在，蒙古国不再局限于过去一直作为标志的考古范围，其合作领域延伸到国家法律和培训，并于2005年
5月签订了政府间合作协议。这促进了两国科学界之间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合作，包括理论和应用科学
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
各缔约方继续开拓在其它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水、生态、生态旅游)、食品安全、公
众健康和国家治理等领域。协议同样涉及了核能、航空、天文和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合作。
资料来源：法国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

蒙古国概况
• 面积：1566500平方公里
• 人口：284万居民(其中140万生活于乌兰巴托)
• 密度：1.8 人/平方公里
• 人口增长率：1.34 %(2014年估算)
• 首都：乌兰巴托; 主要城市：达尔汗、额尔登特
• 官方语言：蒙古语
• 政治制度属性：民主议会制
• 国家元首：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Tsakhiagiin Elbegdorj)
• 宗教：藏传喇嘛教(占总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教(4%)，基督教(3-4%)
• 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115.2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000美元
• 国内生产总值行业分配情况(2013年)：农业16.5%、工业33.3%、服务业50%
• 增长率：+11.7%(亚洲开发银行)
• 通货膨胀率(2013年)：12.5%
• 蒙古国来自法国进口数额：3710万欧元
• 法国来自蒙古国进口数额：310万欧元
• 主要出口国：中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韩国、美国
• 主要进口国：中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德国
• 在蒙古国的法国侨民：150名侨民登记在册
资料来源：法国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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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在蒙古国流动性及其出版物的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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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蒙古国3年累计出版物
在不同学科中的份额分析
蒙古国2011-2013各学科累计出版物情况

撰稿：Didier JOURNO (CNRS/SAP2S)

另一种衡量双边合作的常用方式，即2008年
和2013年之间这个阶段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的出访科研任务。社会和人文科学便包括
在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中。
• 蒙古国联合出版物
从表1可以看出，蒙古国仍是科学出版物非
常有限的国家之一。对于一年只有百余部出版物
的国家试图作出分析是不容易的。但是在这些数
字之外，我们仍可分析出一些趋势(不含特例)。
自2006年至2013年(参照Zento)，超过90%的
蒙古国出版物是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进行，这种

非常高的国际合作出版物的比率在一些科技潜力
水平有限的国家是典型的，所以需要加上那些现
有的合作或与国外实验室联合开展的高端研究的
出版物。
对于同法国或法科研中心的联合出版物，以
下几个数字值得注意。
- 蒙古国约10%的出版物是与法国合作完成
- 12年来，蒙古国同法科研中心联合出版物数
量占蒙法联合出版物总量的四分之三，这非常
接近北亚地区其它国家的数字(中国：73.5%)。
• 蒙古国(联合)出版物学科类别
虽然前面已经提到，但仍应该很谨慎地对待
这样如此小数量的分析，图1显示了蒙古国出版物
在重要学科中的份额情况。
从图中可看出蒙古国出版物中科学学科的分
布相对均匀，尽管数学或其它重要学科期刊杂志
几乎没有出版。

表1：蒙古同法国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出版物的发展
2000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蒙古国出版物总数
45
61
68
104
132
111
法国-蒙古国联合出版物数量
4
3
2
14
15
10
法科研中心-蒙古国联合出版物数量
2
1
0
10
13
9
来源：“科学引文索引(SCI)”, Thomson-Reuter(DVD-ROM版本), 制表：SAP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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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00
12
8

2012
100
9
9

表2：2011和2012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蒙古
国亚学科联合出版物
亚学科   
粒子物理学
一般物理
地质

联合出版物
12
3
2

来源：“科学引文索引(SCI)”, Thomson-Reuter(DVD-ROM
版本), 制表：SAP2S

虽然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工作范围覆盖蒙古国，但在我们改版后的杂志上还未发表过关于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章。这期关于蒙古国的特别报道试图弥补这一缺失。在接下来的第一份资料中，我们的同事
Didier Journo (CNRS/SAP2S)查对数据库，从科学计量学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估双边的科研合作。虽然由于
统计规模较小而不无偏查，且之前也从未做过，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惊喜…
本文引用的数据是基于数据库“科学引文
索引(SCI)”(Thomson-Reuters，DVD版)中对材料
科学和生命科学出版物的统计结果。这个“科
学引文索引”的版本实际使用中是一个“科学网
(WoS)”的子集并构成其核心。仅仅包括材料科
学和生命科学，社会人文科学不在其中，因为其
不能通过联合出版物来恰当的统计。

记录

来源：“科学引文索引(SCI)”,
Thomson-Reuter(DVD-ROM版本), 制图：SAP2S
*同样的出版物可能属于多个学科，
每个学科的总和超过100%

由于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出版物很
少，所以合作出版物的学科分布用这样的图表表
现是没有意义的。但可以比较精确地表现每年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蒙古国“亚学科”中的十来
部合作出版物。表2列出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和蒙古国合作的自2011年和2012年两个最新研
究的亚学科的出版物名单：
即使如此低的数字，表2阐明了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蒙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这可以通过
共同出版物来理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蒙
古国的研究单位或实验室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双
边科学合作。只有共同参与粒子物理研究/或共
同使用大型天文物理仪器这些大型项目把双方研
究人员联系在了一起。
或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国一些大
学/实验室进入了粒子物理或天体物理这样的大
型项目，这些项目有时聚集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数百名研究人员以及实验室和/或研究机构。
• 与蒙古国合作出版的主要国家

美国，以其科技实力，逐渐显现，几乎在许
多国家自然地成为第一个科学研究合作伙伴。在
蒙古国的情况下，除了美国，应该指出的是，俄
罗斯和日本发挥了其“近邻”的角色，是蒙古
国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在蒙古
所有的出版物中大约占有相同的比例(介于20%和
30%)。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法国作为
其它主要的合作伙伴。但是请注意，法国最近几
年来，只是第十位主要合作伙伴。最后，在这段
时间，应注意的是中国几乎缺席(在2012年处于第
10位)。
• 蒙古国研究机构/实验室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在2011年和2012年的合作出版
如果我们详细看一下在2011年和2012年间20
来部合作出版物，蒙古研究机构与法科研中心共
同的出版物为：
- 蒙古科学院(16部联合出版物)
- 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15部联合出版物)
- 地质矿产资源研究所(1部联合出版物)
乌兰巴托大学参与了14部联合出版物(没有详
细说明在哪个特定的实验室或研究院)。蒙古科学
技术大学(MUST)参与了一部联合出版物(没有详细
说明在哪个特定的实验室或研究院)。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在同一时期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参与与蒙古国联合出版的科研单
位。这两年在与蒙古国的17部合作出版物中，有
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院(IN2P3)的15部。

从2007到2012年这五年当中有趣的是前5个
与蒙古国合作国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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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蒙古国的合作伙伴国(2007–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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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UMR7130：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S)，5年中5项科研任务
UMR8582：社会、宗教、世俗研究组(GSRL)，5年4项科研任务
UPR99：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EH)，5年4项科研任务
法科研中心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UMR7209：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EH)，5年中11个科研任务）
法科研中心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UMS830：地球科学观象台和学院(EOST)，5年中4项科研任务
UMR6118：雷恩地质科学研究所，5年3项科研任务
表3: 法科研中心在蒙古国的科研任务(2008-2013年)

来源：SCI，Thomson-Reuter(DVD-ROM版本)，制图：SAP2S，Zento

与蒙古国合作出版的重要混合研究单位：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
- UMR8607：直线加速器实验室(LAL)
- UMR7638：理工学院Leprince-Ringuet实验室(LLR)
- UMR7585：核物理和高能量实验室(LPNHE)
- UMR7346：马赛粒子物理学中心(CPPM)
这4个科研单位联合出现在同样的15部联合出版物中。
两个科研单位与上述4个单位联合出现在7部出版物中。
- UMR 5814：Annecy le Vieux粒子物理实验室(LAPP)
- UMR5822：里昂核物理研究院(IPNL)
法国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
- UMR5275：地球科学研究所(ISTerre)
- UMR7154：巴黎环球物理研究院(IPGP)
- UMR5243：蒙彼利埃地质科学所

研究所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Res. Com.
总数

2008*

2010

3
3

2
3
1
3

1
7

9

2011
3
4
1

2012
3
4
1

2013
13
4
2

8

8

19

总计
19
17
10
1
3
1
51

来源：Sigogne, BFC；制表: SAP2S / *2009年数据目前不可用

© CNRS图片资料馆/ Eric CALAIS
注 ： 三 脚 架 和 连 接 到 GPS(全 球
定 位 系 统 )天 线 ， 空 间 大 地 测 量
系 统 用 于 在 三 维 空 间 (纬 度 ， 经
度，高度)以高精度(亚毫米)来定
位。GPS(蒙古)。
太阳能电池板可自供能源。

• 法科研中心在蒙古国的科研任务
国外任务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样的国际活动可进一步展现人
文科学方面那些没有计算在内的合作出版物。表3列出了在过去5年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所中科
研单位的出差人员数量。
5年中51项科研任务中的90%以上由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生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或国家
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研究所的人员进行。这三个机构中，在过去的5年里最显著的参与单位是(由任务
数量递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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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学者关于蒙古国研究的概况
(第一部分)
撰稿：Isabelle Charleux和Roberte Hamayon
在这篇文章(第一部分)中，Isabelle Charleux和Roberte Hamayon介绍了他们在法国建立了这一领域的
研究及其成果。事实上，蒙古学研究是由研究人员和新项目所带动起来的，资料资源和专业知识虽鲜为
人知却非常丰富，这将是文章第二部分的主题(2015年春季刊)。在文章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介绍相关人
物目录，以方便该领域的读者与研究人员建立联系。由于近期人们对蒙古学研究的热潮和积极性的高
涨，这篇报道是很有必要的。
蒙古学研究自从苏联政权的结束和中国的开放
以后经历了一个飞跃，这使相关国家重新开放有关
研究领域和档案资料以及国际交流，例如：实地研
究考察、获取归档信息，以及国际科研交流。

大部分讲俄语或讲蒙语的蒙古学学者在蒙古
从事研究工作，一些讲蒙语和汉语的蒙古学学者
在内蒙古从事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部分源于20世纪70年代
在巴黎十大Roberte Hamayon执教的人类学，随
后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法国和剑桥
合作的“蒙古和亚洲内陆研究单位(MIASU)”是
蒙古国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中心。其它学科，尤其
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考古学和
艺术史是由一些研究人员独立进行 1。雅克·罗格
朗(Jacques Legrand)自1973年以来在位于巴黎的
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INALCO)教授蒙古语言和
文化。其它方面如中世纪历史、语言学和文学
的研究尽管曾经很重要(伯希Paul Pelliot和韩百诗
Louis Hambis)，但在今天略显微弱。

1/ 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CEMS)，1969年创建
于巴黎十大(后改名为“巴黎西部南特拉德芬斯大
学”)的民族学与社会学比较实验室，现在属于
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由让-吕克·兰伯特
(Jean-Luc Lambert) 领导。目前该中心位于巴黎2，
拥有约6000册书籍的专业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法国的三个蒙古学研究中心：

中心成员定期组织学习。蒙古和西伯利亚研
究中心-社会、宗教、世俗研究组(CEMS-GSRL)的
Isabelle Charleux和Virginie Vaté(西伯利亚学者)每
月召集博士生和教师/研究员 3举办一次讲座。其
它地区的专家经常受邀来讲座以进行比较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在Katia Buffetrille
(藏学家)领导下出版“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
西藏研究(EMSCAT) 4”杂志，并由I. Charleux 5主
编北亚刊物的副刊。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协会
(SEMS)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支持北亚的研究。
基于Juniper6网络公司，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
中心信息网站由Charlotte Marchina管理，主要介
绍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最新研究信息，以及文本文
件、图像、多媒体文件和相关民族的书籍。
2/ 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INALCO)欧亚部蒙古研
究室，此研究室教授蒙古语言和文化的大学课
程。此专业由J. Legrand领导，每届培养学生十
余名。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
(MUIS)和蒙古艺术与文化大学(SUIS)已签订框架
协议。法国学生将去蒙古乌兰巴托学习，蒙古国
学生也将定期来访巴黎，许多学生都期待着参加
2015-2016学年的交流活动。
3/ 社会、宗教、世俗研究组(GSRL，UMR 8582，
巴黎)：其中一些研究人员活跃在蒙古和西伯利亚
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蒙古宗教。
此外，开展蒙古国研究的人类学家还
在 布 雷 斯 特 大 学 (Linda Gardelle)、 里 尔 三 大
(Alain Desjacques)、 巴 黎 西 部 拉 德 芳 斯 大 学
(Grégory Delaplace)、图尔大学(Isabelle Bianquis)
和斯特拉斯堡大学(Gaëlle Lacaze)开展教学工作。
通过图书馆、研讨会及共同组织的科
研活动，这三所研究中心较好地结合在一
起。R. Hamayon退休之后，J. Legrand成为下一任
已为定局：9名在职教研人员，其中三人具备指导
研究资格。(I. Bianquis、I. Charleux、G. Lac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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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其它大学的教师/研究人员、博士生(巴
黎七大，巴黎政治学院…)，多数人会参加每月举
办的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社会、宗教、世俗
研究组(CEMS-GSRL)讲座活动。
2000年以来的项目和活动大事记
从2002年到2005年，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
中心年轻的研究人员围绕蒙古和西伯利亚世界
定向(Geode-EPHE)的研究课题，开展了草原、北
方针叶林和苔原的研究项目(白队)，并发行相应
的出版物 7。该团队从2003至2006年还参与了由
Maurice Godelie领导的欧洲计划“欧洲文化遗产
在线(ECHO)”的分支“非欧洲大陆的欧洲遗产
(NECEP)”活动。这是一个关于保留在欧洲博物
馆中非欧洲文化元素的交互式多媒体和多语种数
据库。该团队用英语，法语，俄语和中文再现了
鄂温克原型(生活在中国的一支通古斯人)及其文
化。其成员之一，Yves Dorémieux在线发表了有
关蒙古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基本要素，但他的工作
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完成(www.necep.net)。
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与蒙古和亚洲内陆
研究单位签署的法英合作协议(2003-2006年)，
促成了在英国剑桥两场研讨会和在法国巴黎一
场研讨会的组办，以及四份出版物的发行。由
R. Hamayon和G. Delaplace在巴黎组织的研讨会8，
题为“亚洲的代表权力：合法化、神圣化、争论
性”，汇聚了美国、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亚
洲宗教学专家。本次研讨会涉及关于“权力的使
用”的跨学科反思，包括中亚和东亚不同的政治
实体在不同时期行使的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参会
论文分两卷出版(见下一期刊物)。

这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Françoise Aubin的工作。

1
2

巴黎十三区，法国大道190号，“法国”大厦。

3

讲座内容：http://www.gsrl.cnrs.fr/spip.php%3Farticle458&lang=fr.html

“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科研杂志于1970年由R. Hamayon创立，名为“蒙古学”，直到今天已出版45期
刊物。自2009年在网上公布全文，在线访问：http://emscat.revues.org
4

5

拥有专刊和汇编出版物，已出版4期。
http://www.base-juniper.org/

6

Roberte Hamayon和Chagdarsüren，
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1986

36

向Françoise Aubin表示敬意的聚会，
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2011

7

参看EMSCAT双号刊(36-37，2006)。

8

欧洲宗教学研究所，2006年3月23日至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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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蒙古学学者”欧洲座谈会由
G. Delaplace和Yves Dorémieux(法国高等研究应用
学院)于2007年1月7日在Songeons(瓦兹，Oise)举
办，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欧洲、蒙古国和日本的
30名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年轻人类学家。
在考古学领域，法国驻蒙古国考古队
(MAFM)成立于1992年，并于2001年在集美博物
馆馆员Jean-Paul Desroches的主持下由集美博物
馆接管。考古队在Golmod(杭爱，Arkhangai)遗
址取得了hünnü(匈奴)时期的重大发现，这促成
了法国-蒙古国 9关系的发展。通过这些活动并与
I. Charleux合作，在2009年得以举办从阿勒坦格
列尔(Altangerel)到尼斯(Nice)的关于蒙古国佛教艺
术展览“来自成吉思汗土地的佛教珍品”。回想
一下，法国观众在1992-1993年间有机会在集美
博物馆欣赏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期的艺
术：“蒙古国十七到十九世纪珍宝展”。
还是在艺术和考古学领域，“摩纳哥蒙古国联合探险队”在摩纳哥史前人类学
博 物 馆 (Jérôme Magail)和 蒙 古 科 学 院 研 究 所
(Yerüül Erdene)的领导下，自2008年以来从事关
于Tsatsyn Ereg(杭爱)墓地考古研究。这个研究运
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孢粉学、地貌、地形和人
类学。探险队还负责Zayayn Khüree寺院的修复，
并将于2015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这个寺院的历史及
其修复的专著。
Albert-Kahn10博物馆拥有1912年Stéphane Passet
在乌兰巴托拍摄的彩色照片的臧品，并已于20002001年托付给I. Charleux和Marie-Dominique Even来
编写照片标题。该馆2012年举办了合作展览，很大
一部分是在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 Billancourt)，然
后在乌兰巴托的彩色照片。
2012年 5月 10日 到 13日 ， Laura Nikolov 11
，Raphaël Blanchier，Johanni Curtet，Léa Macadré
和Charlotte Marchina在“蒙古周”(巴黎)期间组织
了“蒙古遗产和空间”国际研讨会，汇聚了大批
听众。本次会议吸引了40多位研究者参加(很多来
自蒙古和俄罗斯)，由众多赞助商支持，对法国和
蒙古国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蒙古
周”上举办了各种艺术活动(绘画、音乐、舞蹈、
烹饪…)以及学术或相关的辩论来发现“蒙古国”。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正在出版中。

38

记录

待开发主题：
- 研究宗教复兴，新宗教运动，普世宗教的实
现以及其与本土传统的对抗(GSRL)。
- “边境地区”：地方和种族，社会和政治动力；
- 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遗产，口述历史，知识
传播；
- 满族时代和二十世纪初的研究(因出版和档
案的逐步开放而蓬勃发展)；

« 亚洲的代表权力»研讨会，2006

- 环境的保护和退化；

«蒙古周»，I. Charleux，R. Hamayon和Altangul，2012

- 迁移：游牧，农村人口外流，民族边境移
民，国际流动性；

这些项目和活动，反映了法国蒙古学研究凝
聚了不同的科研机构并向广大公众传播其研究成
果的动态。自2000年以来，研究人员正在越来越
多地参与展览，科研活动和面向广大读者的出版
工作。

- 性别问题：家庭结构的转变，就业，歧视，
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童工；
- 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守护神，新萨满教，
跨国联系，情感类活动(节日，聚会等)；

上述一些项目正在进行中13。

- 物质文化：栖息地改造，服装，信息，网络
运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方式。

« 亚洲的代表权力»研讨会，2006，R.Hamayon发言

蒙古国立大学(MUIS)和其它研究机构欢迎
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短期来访。

改善法国蒙古学研究的建议
- 鼓励蒙古和内蒙古以及中国蒙语地区
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通过合作协议展开交
流；
- 发展与日本和欧洲，甚至中国蒙古学
的沟通；

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将在CNRS在中国第19
期/2015年春季刊上发表：出版物，最新科研项
目和科学界

- 鼓励法国研究人员的中文、俄语、蒙
语的出版物；
« 亚洲的代表权力»研讨会，2006：Jacques Legrand，
Vincent Micoud和Françoise Aubin

- 扶持在法国的出版物，尤其是蒙古和
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杂志EMSCAT
杂志的北亚部分；

蒙古学领域的研究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
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或社会，宗教，世俗研
究组都不是孤独的。在CEMS与俄国和西伯利亚，
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杂志EMSCAT
与中亚和西藏，在GSRL与中国等，大家从比较的角
度广泛研究蒙古学。一些研究者围绕法国国家科
研署ANR和欧洲的项目探讨有关其它文化领域。我
们可以举出由Charles Stépanoff负责的田园式游牧
12
(EPHE)项目，研究范围包括各种形式的畜牧业，
其环境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约的状况。

- 鼓励年轻研究人员的语言培训，尤其
是俄语、中文、满文、藏文、日语。

9

参见网站：http://www.archaemongolia.com/和关于这
期的文章(第46页)。

位于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 Billancourt的Albert Kahn
阿尔伯特卡恩花园。
10

11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蒙古协会INALCO/Otasi创始人。

12

国际研究小组(GDRI)：中亚和北亚的游牧，社会和环
境(2007-2014)。
“丝绸之路：文化风貌”项目(…)始于014年。它是Anna Caiozzo在重要实验室“地域和空间的动力”(包括
EHESS，CNRS，巴黎七大等)的研究工作。
13

有关研讨会已定于2015年12月举行(I. Charleux，R. Hamayon，G. Lacaze，L. Nikolov 将会参加).
2013年，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和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签署了学术合作协议，以促进合作项目和对学生
的接收。三位来自GSRL/EPHE研究者被邀请在2013年10月实施这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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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人员简介：
Roberte Hamayon和Isabelle Charleux
Roberte Hamayon 阿玛雍(生于1939年)
语言学博士(巴黎第七大学)和文学博士(巴黎第十大学)，她是法国高等
研究应用学院宗教科学系资深教授(自1974年到2007年主持“北亚宗教讲
座”)，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蒙古国和西伯利亚的文化和语言专家，萨满
教人类学、史诗、娱乐和礼仪专家。1968-1973她任教于东方语言与文明研
究所教授蒙语。
她于1969年创办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并于1970年创办了蒙古和
西伯利亚研究刊物(现为：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她曾在1967
年和1991年之间在蒙古和布里亚特长期工作；她在内蒙古、新疆、韩国、日
本和台湾也进行过比较研究的短期访问。她于2006年获得法科研中心银奖。
电子邮件：nicrob.devauxhamayon@orange.fr
网页： http://www.gsrl.cnrs.fr/spip.php%3Farticle157&lang=fr.html

Isabelle Charleux 沙依然
巴黎四大-索邦大学艺术史和考古学博士，Isabelle Charleux在
2000年完成了关于内蒙古寺院的论文(1998年)，并于2006年出版。作
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一名研究人员，自2002年她是政教关系研
究所(GSRL)成员。在2012年，她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获得
了她的指导研究资格(HDR)，并隶属于其研究生院，指导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她研究范围包括内蒙古和蒙古物质文化，尤其是寺院建筑;
当今时代城市的发展；佛教艺术文化的传递现象；祖先和权力的视
觉表现研究，尤其是成吉思汗形象的发展和复原。她的下一本书是
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蒙古人在中国北部五台圣山的朝圣。
她主编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杂志(EMSCAT)刊物增刊“北
亚”专题系列，并和Virginie Vaté一起组织CEMS-GSRL的每月讲座。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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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蒙考古研究任务介绍
撰稿：Sébastien Lepetz13
正如我们的同事Sébastien Lepetz说的那样，蒙古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考古资源。
这也正是他负责的法国考古队在阿尔泰(蒙古)的科研任务的原因。据他介绍，对动物骨头的研究，丰富
了畜牧业史和农牧技术的历史知识，如了解到某些技术是否出现。或通过宗教仪式这一面来了解动物的
参与。在古代蒙古国，动物事实上是某种仪式过程的中心，它占有突出的地位。
蒙古国幅员辽阔并拥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多
年来，各类法国考古队对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
时期不同文化的遗址与蒙古考古学家进行合作。
在此背景下，一项法国考古科研任务由法国外交
和国际发展部成立于2014年，由Sébastien Lepetz
负责，其科研单位是UMR 7209，由自然历史国
家博物馆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omUE索邦大
学)共同监督。它的研究处于人文科学和生命科
学的交叉点。其研究范围是自然和文化互动的历
史，包括人类社会和动物和植物种群之间，特别
是来自考古发掘的遗迹。因此，这涉及用人类系
统学来记录自然和文化互动的历史。
该团队是由法科研中心众多研究人员组
成：地球化学学家Antoine Zazzo；考古昆虫学
家(UMR 7209 MNHN，CNRS)J.-B. Huchet，树木
年代学家(UMR 6566 CReAAH)Vincent Bernard和
各类考古学家，保护工作者，地形测量者和法
国人类学家。当然，这项工作是与蒙古研究人
员以及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员等密切合
作，尤其是Tsagaan Turbat14，Bayarkhuu Noost和
Batsükh Dunbüree。
团队已经与在中亚和新疆工作的UMR 7041
ArScAn15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在蒙古国工作
的其他团队16合作。需要注意是这个任务得益于法

突厥时期的拟人雕像(Ikh Khatuu，阿尔泰，图片：S. Lepetz)

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和大使Yves Delaunay的支持，
如：向一位目前在Sébastien Lepetz指导下蒙古硕
士生颁发奖学金。
团队的研究工作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从
具体地层面上涉及到由法国外交和发展部资助的
科研任务，即关于阿尔泰地区的中世纪时期的研
究。这个地区传统上被视为突厥民族的摇篮。许
多可追溯至六到十世纪的文物证实了其多样性和

电子邮件：isacharleux@orange.fr / 网页：http://www.gsrl.cnrs.fr/spip.php%3Farticle114&lang=fr.htm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UMR 7209研究员，研究范围包括考古动物学，考古植物学，历史学，实践和环境。同时
作为资格研究指导(HDR)和考古科研任务领队。
13

14

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铜和铁器时代部主任，蒙古国立大学副教授。

15

参看第17期期刊，第33页。
法国-蒙古科研任务« 欧亚 »，由J. Magail和J.O. Gantulga负责的摩纳哥-蒙古国科研任务。

1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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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实践的活跃，如拟人化的佛像，动物图形，
符文碑刻，建筑遗迹，岩画等。这些文物在俄罗
斯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比较有名，并且很好地研
究过。同样地，墓葬是这一地区另一种文化形态
的证据，且相当多。这些墓葬的特点是一个人和
一匹或两匹马的合葬墓。根据马在墓葬传统中的
地位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尤其是Pazyryk文化
习俗。通常，死者往往陪葬有武器部件，青铜镜
和骑马用具。不管怎样，死者往往陪葬有武器部
件，青铜镜和骑马用具。另外马具(马衔、鞍辔、
马镫…)经常出现在马周围。最富有的墓葬发现有
耳环、黄金、护甲片、中国的进口商品(丝绸、
硬币)。但是必须承认，虽然很多墓葬在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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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图瓦，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出土，而且对
200多座在俄罗斯阿尔泰的古墓进行过研究，但
是这段时期的历史在蒙古国仍是未知数。研究项
目的目的之一即为填补这个空白，特别是要突出
特定学科，可以使一些在这个地理区域和时间段
很少出现的现象展现出来，如祭祀方式、典礼仪
式和重新打开坟墓的问题。
另外从更普遍地层面上，目前的项目是用综
合的方法来研究蒙古国古代社会的整体，即整合
由考古队的几位成员对其它时期和其它省进行的
数年的工作。这种方法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完
成，如研究领域范围(Arkhangai中部，Selenge北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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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Bayan-Ölgii西部)，不同的环境特点(裸草原和森林草原、山
地)和不同的时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匈奴时期，突厥时期和
二十世纪)。
研究的目标是利用考古材料和使用动物考古学和同位素生
物地球化学 17来定义古代畜牧业的一些特点。这些办法可以了
解与发掘墓葬中的死者(人类)有关的动物饲养方法(动物出生季
节，断奶年龄，喂食，动物的动作)和家养动物的地理起源(尤
其是马)。同样的目的还涉及到对文物及人种学调查和对动物的
GPS跟踪得到的信息进行验证和得出其背景。所以对待这个项目
有一个历时性(从一个特定时期直到目前)的观察角度。考古学、
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建立对话是出于希望定义社会的变化
和变革。有关学术领军人物能够深入这些地区，对这些地区存
在的问题和现象以及该地区的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适应性进行
更深入的调研。
这项工作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使用碳十四(14C)测年来建立重
要墓葬纪念碑在青铜时代流行的时期。最后，通过对遗留的丧
葬习俗痕迹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和动物以及和自然的关系。
这些都随着时间而演变，包括动物的牺牲及其在坟墓中被放置
的形式。

图：考古团领队Sébastien Lepetz
在现场(通过铱星传输)

Sébastien Lepetz博士，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具有指导研究资
格-研究员，法国考古队在阿尔泰(
蒙古)团队“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史
前史 ”领队。
UMR 7209 / USM 303， 动 物 考 古
学、考古植物学、社会、实践和
环境 / 法科研中心。
自然历史国家博物馆USM 303，生
态和生物多样性管理部：http://
www.lepetz.fr
参看UMR 5197网站：http://www.
mnhn.fr/mnhn/anc/esa/esa.html，
和其它有关网站：
http://www.archeozoo.org

图片来源：Sébastien Lepetz工作现场

根据动物的牙齿分析得到的稳定同位素(δ13C，δ15N δ18O)和放射性
(87Sr/86Sr)的研究。
17

Türk墓穴挖掘现场(kh Khatuu：V. Bernard摄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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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际科研合作项目：9项
(为期3年，2014年启动)

法科研中心，
科学出版物
数量世界领先

法科研中心
下属研究所
INEE

法国科研
混合单位
UMR 6197

研究领域

中国实验室

资助机构

高压环境中(超)嗜热微生物资源挖
掘及其特殊生理机制研究

NSFC-CNRS

(详细信
息，请查阅
第13页)
INEE

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
实验室，海洋第三研究
所，国家海洋局，厦门

UMR 5245

探索一种综合方法来定义
野生豆科苜蓿在镉应力的生物多
样性和分子反应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
学重点实验室，昆明

NSFC-CNRS

污染生态系统的植物管理及其光
化学与生态催化：“零污染”综
合技术策略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
究中心

NSFC-CNRS

清华大学,
地球系统科学中心

NSFC-CNRS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兰州市，甘肃省)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NSFC-CNRS

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CNRS

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系

CNRS

INEE

FRE3673

INSU

UMR 8148

INP

UMR 6252

IN2P3

UMR 8608

INC

UMR 6226

INP/INC

UMR7198

INSIS

UMR 8520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水合物在早期
火星的形成及其对早期火性气候
的影响
离子诱导产生纳米结构：动能、
势能沉积协同作用的机理研究
致密物质理论的新探索：从强子
到原子核到星体
有机污染物光催化分解的高效半
导体新型陶瓷
通过声学超常介质材料进行超声波
超强聚焦，从而进行高分辨率生物
医学图像处理
半导体异质结构中铁电或铁磁耦合
研究

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法中团队创新奖

根据2014的“Scimago机构排名(SIR)”，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仍然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
科学出版物研究机构，领先于中国科学院，俄
罗斯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法科研中心也在
Scimago2014年创新排名中名列前茅，领先于美
国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

Imag’in挑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首次推出Imag’In挑战
项目征集，通过发展运用不同学科技术之间的协
同作用，促进新的和有效的方法形成，如信息处
理、传感器和复杂的成像系统等。问题的复杂性
和应用的多样性需要跨学科协作，包括有关应用
领域的专门人才、方法和专家。
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一下链接：
http://www.cnrs.fr/mi/spip.php?article647&lang=fr

NSFC-CNRS

CNRS

简讯

《神州展望》
《神州展望》是跨学科
季刊，由法国现代中国研究
中心(CEFC)出版，分析当代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的变化。

颁奖仪式，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出席

法中团队的创新奖“科技法兰西:非常
法国,非凡创新”是2014年促进法国科技活
动的一部分，在经济、工业和数字化部长
Emmanuel Macron和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国务
秘书Geneviève Fioraso等高层领导下，由法中委
员会(CFC) 举办。
法中委员会，法国工业产权局(INPI)，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及其合作伙伴组织举办
颁奖典礼。其中“研究和发展奖”获奖机构包括
法国电力公司(EDF)的能源生产试点和中国科学院
(CAS)的国家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IEE)，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与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建立的绿色
化学联合研究单位(E2P2L，上海)荣获“创新产品
奖”。获奖团队是从22个项目和200多位法中候
选人中选出。

最新一期，在线下载：毛泽
东时代的记忆
ISBN 979-10-91019-13-2
http://perspectiveschinoises.revu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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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法国索邦大
学征集2015年项目：博士生奖学金
根据“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和法国
索邦大学之间的协议，自2014年9月18日起，每年
允许30中国学生在大学实验室作其论文。(…)除过
建立5年的融资计划，该协议还规定了在法国索邦
大学的成员机构共同培养或联合指导博士学位，以
及对客座教授或中国博士后资助的可能性。

2015年“拍摄你的研究”大赛
本次大赛旨在提高目前的研究，并使研究人员作为“演员”和专业影像人员一起工作并分享知识。
本次大赛为候选人提供一个希望表现其研究工作，并通过影像提高其价值的机会。招标征集参赛项目建
议书。由评委(研究人员和影像专业人员)精选最多10个项目建议书。
2015年6月5日，入选候选人向评委和专业观众口头介绍其作品。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
YOUHUA团队获奖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LIAMA)YOUHUA团队(由Olivier Temam领导，与法国国家
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和中国的科学院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合作)荣获了著名的MICRO大会第47届最
佳论文奖。这次国际会议由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于2014年
12月13日到17日在英格兰举行。MICRO大会每年举办，这次会议的主题针对微架构。这篇文章的标
题是“DaDianNao：机器-可学习的超级计算机”，作者是Y. Chen，T. Luo，S. Liu，S. Zhang，L. He，J.
Wang，L. Li，T. Chen，Z. Xu，N. Sun和O. Temam。LIAMA是中欧信息实验室，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
1997年联合建立。
大会网站：http://www.microarch.org/micro47/
下载文章：http://pages.saclay.inria.fr/olivier.temam/files/eval/supercompu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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