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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Ce numéro spécial de la lettre d'information du service po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présente une rétrospective 
des manifestations organisées dans le domain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innovation dans le cadre de la célébration du cinquantenair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 entr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Ce sont près de huit cents manifestations qui ont été organisées dans 
ce cadre, parmi lesquelles plus d'une centaine ont rassemblé vingt mille 
participants autour de thématiques liées à la recherche et à l'innovation,  
dans une vingtaine de ville en Chine et une dizaine de villes en France. 
La dynamique - l'engouement même - créés par cette célébration, conjugués 
avec la densité des  nombreuses coopérations établies au fil des années, 
ont permis une effervescence d'initiatives, qui témoignent pleinement de la 
richesse de la relation bilatérale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recherche et de 
l'innovation. 
Plusieurs manifestations ont été l'occasion d'échanges sur la politique 
scientif ique et le futur de la coopération bilatérale, dont l'accord 
intergouvernemental signé en octobre 1978 constitue le fondement majeur. 
Une douzaine de manifestations ont élargi la réflexion sur la science et 
la société, évoquant des thématiques aussi diverses que l'histoire des 
sciences, la culture scientifique, l'éthique ou le droit de l'espace.
Près d'un quart des manifestations ont porté sur les sciences de la vie 
et la médecine, ce qui correspond au ratio du nombre de laboratoires ou 
réseaux franco-chinois de recherche parmi la soixantaine de ces structures 
aujourd'hui actives. Gynécologie, néphrologie, recherche sur le Sida, sur la 
maladie d'Alzheimer et sur le cancer, sénologie, hématologie, radiothérapie, 
médecine régénérative, sont autant de domaines, et cette liste n'est pas 
exhaustive, dans lesquels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cette année poursuivi un 
dialogue intense et constructif. Les échanges sur la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encadrés par un protocole de coopération signé en mars 2007, 
ont également vu de nouveaux développements significatifs. Enfin, la 
coopération dans le domaine de la recherche sur l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émergentes, encadrée par un accord intergouvernemental signé en octobre 
2004, a franchi de nouvelles étapes importantes, avec la célébration du 
dixième anniversaire de l'institut Pasteur de Shanghai, l'organisation d'un 
colloque scientifique sur la fièvre Ebola et la cérémonie de fin de travaux 
du laboratoire P4 de Wuhan. C'est donc en toute logique que la première 

　　本期信息简报特刊回顾了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框架下科研创新
领域举办的活动。
　　在这一年共 800 余场各类纪念活动中，以科研创新为主题的活动
有 100 多场，汇集了近 2 万参与者，覆盖 20 多个中国城市和 10 余个
法国城市。
　　这一庆祝活动引发的巨大活力，空前高涨的合作热情，结合多年
来建立的众多合作关系，充分说明中法双边科技创新合作关系的多姿
多彩。
　　有多项交流活动围绕科技政策和未来双边合作，其中双边合作的
重要基础是 1978 年 10 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有十二项活动拓宽了对
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主题丰富多样，包括科学史、科学文化、空
间伦理或者空间法。
　　四分之一的活动和生命科学及医学相关，这一比例与六十多个中
法科研联合实验室与合作团队在该领域机构所占比重相一致。今年，
中法两国在遗传生态学、肾脏病学、艾滋病研究、阿耳茨海默氏病研究、
肿瘤、乳腺癌、血液学、放射疗法、再生医学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密集、
建设性的对话。以 2007 年 3 月签署的中医药领域合作协议为基础，中
医药领域的交流同样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另外，以 2004 年 10 月签
署的新发传染病政府间协议为指导，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埃博拉病毒研讨会、武汉 P4 实验室竣工仪式为代表，两国在新发传染

病领域的合作也迈入了新的重要阶段。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
次会议对健康和医学研究领域予以特别关注，也是情理之中。
　　在环境领域和地球状态认知领域（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地球
物理、海洋分析）开展的多项活动促进了中法的深入对话，为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大会提供了思想支撑。
　　在空间领域，以 1997 年签署的政府间协议为基础，两国签署了两
项新的协议，确定了 CFOSAT 海洋观测卫星和 SVOM 太空观测卫星的
合作模式，从而使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在众多自然科学领域：数学、信息通讯科技、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
化学、能源和交通方面开展了约三十项活动，加深了双方交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高科技企业参与了众多活动，其中一些活
动是这些企业自发的。科研面向企业的不断开放，与 2013 年 4 月中法
两国关于创新的联合声明相呼应。“法国技术：非凡法国、非凡创新”
宣传活动的启动、在中国数个城市举办的创新活动周、法国科技创新
奖的设立都极好地宣传了法国在创新领域的活力。
　　在庆祝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中法关系在科研创新领域的多样性和
深度得到了印证。通过越来越多中法科研人员和合作团队的不懈努力，
标志性合作取得了进步，新生合作取得成果，新的合作得以开展。本
年度的庆祝活动，无疑，是推动中法科研创新最坚实基础之一，也是
两国共同应对不断增长的社会挑战的最坚实基础之一。

session du Dialogue de haut niveau sur les échanges humains, a porté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sur la coopération dans le domaine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Plusieurs manifestations ont également permis d'approfondir le dialogue 
franco-chinois dans le domaine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connaissance 
des mécanismes régissant le comportement de notre planèt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biodiversité, physique du globe, analyse océanographique), 
contribuant ainsi à alimenter la réflexion commune en vue de l'organisation à 
Paris en décembre  de la conférence Paris Climat 2015.
La coopération dans le domaine spatial, qui repose sur un accord 
intergouvernemental signé en mai 1997, a connu des avancées décisives 
au travers de la signature de nouveaux accords précisant les modalités de 
développement du satellite d'observation des océans CFOSAT et du satellite 
d'observation astronomique SVOM.
Enfin, une trentaine de manifestations ont permis des échanges approfondis 
dans une large palette de domaines des sciences exactes : mathématiqu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hysique 
fondamentale et physique appliquée, chimie, énergie et mobilité. 
Je me réjouis de l'implication de nombreuse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de 
hautes technologies dans de nombreuses manifestations. Cette ouverture 
croissante de la recherche au monde de l'entreprise fait écho à la déclaration 
conjointe franco-chinoise sur l'innovation signée en avril 2013. A ce titre, 
le lancement de la campagne de communication "France Technologie : si 
français, si innovant", l'organisation de fêtes de l'innovation dans plusieurs 
villes de Chine ou la création du prix de l'innovation France Technologie, 
ont contribué à mieux faire connaître la vitalité de notre pays en matière 
d'innovation.
L'année de célébration du cinquantenaire aura montré la diversité et la 
profondeur de la relation franco-chinoise dans le domain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innovation. Portées par l'engagement personnel et collectif sans 
failles d'un nombre toujours plus grands de chercheurs français et chinois, 
des coopérations emblématiques ont poursuivi leur développement, des 
coopérations naissantes se sont épanouies, des coopérations nouvelles 
ont vu le jour. Les manifestations organisées en cette année de célébration, 
constituent aujourd'hui, à n'en pas douter, une base des plus solides 
permettant à la France et la Chine de faire progresser la recherche et 
l'innovation et également de relever ensemble un nombre toujours croissant 
de défis sociétaux.

法国驻华大使
顾山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



在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众多最高级别的交流
活动相继开展。科研与创新自然在这些活动中占据一
席之地，并且是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

1. 2014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

晤 ( 图片版权 : MAEDI / C. Bailleul)

2. 2014 年 9 月，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部长法比尤斯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女士启动中

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 图片版权 : MAEDI / F. de la Mure)

3. 2015 年 1 月，法国总理瓦尔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共同出席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活

动闭幕式 ( 图片版权 : MAEDI / F. de la M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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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及创新双边研讨会。同时还讨论

了和索邦大学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事宜。

　　本次研讨会内容涉及的主题多

样，包括材料、机器人和信息领域，

机器人研究所、能源学院、电信学院

和计算机学院的相关教授分别与代表

团的教授在非常积极的气氛下进行了

学术研讨，确定了两个学校的科研人

员合作的多种可能。研讨会同时也讨

论了交换项目的准备问题。

Universcience 鲺䐨儑

　　2014 年 3 月末，北京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表彰了中国青少年的科技

发明。经过国际评委会成员 Claudie 

HAIGNERE 的 选 拔， 三 位 青 年 获 得

Universcience 专项奖。这三位获奖者

于 2014 年 10 月法国科技节之际，受

邀前往巴黎科技城展示其研究成果。

踖唟箹繎䱁謓鲥囶鞅犜踖唟箹繎
檯䇰镃餑喰䘼喿啋榐蘓㝈搗

　　第七届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

验室（LIA FCPPL）学术研讨会汇聚

了实验室各合作项目的参与者，项目

领域涉及加速器物理（欧洲大型强子

对撞机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理

论物理、中微子物理、天体粒子物理、

犜鞅裛啋擼媢胔亐㵺搗謓賽瀐蘓
㝈搗

　　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纳米材料

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低碳城市、基因

组的三维调控、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以及三唑、四唑杂环配位体的特性等

多样化主题，做了高水平和高互动性

的学术报告。

　　由道达尔公司赞助，2013 年吉

尔·卡恩奖颁发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的谢高岗教授，以奖励其在互

联网领域的贡献。

　　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由法国科

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建立，并与中

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合作，其主要

任务是，在法国大型工业集团、法国

地区及研究院所的支持下，组织两国

间 博 士 后 交 流。2002 年 以 来，150

名中国博士后通过了法国评委会的筛

选，到法国顶级实验室实习。

軷㱍僇啋䚊譀暕阰鲳蘓觙䉱鎛
(PRES)- 瓚嚜痷妭鳇僇啋蘓㝈搗
  

　　2015 年 3 月，哈尔滨市政府接

待了由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巴黎

第六大学）校长和法国贡比涅技术工

程大学校长率领的包括十余位教授在

内的法国代表团。

　　借本次来哈尔滨的机会，代表团

还出席了哈工大 -索邦大学集团教育、

哈尔滨
3月14-16日

 骺漁詵發
哈尔滨工业大学 

- 索邦大学高等

教育与研究集群 

克莱蒙
费朗
4月8 -10日

 骺漁詵發
中法粒子物理国

际联合实验室 -

马赛粒子物理中

心

哈尔滨
1月11日

 骺漁詵發
哈尔滨工业大学 

- 法中科学及应

用基金会

北京
3月27日-31日

巴黎
10月中旬

 骺漁詵發
北 京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 

Universcience

本刊所列活动均按时间顺序呈现，某些围绕特殊主题开展的系列活动被
组合成活动专集。另外，各领域开展的活动列表可在刊尾索引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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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学等基础研究及计算机、粒子加

速器和探测器相关技术开发。大会梳

理了实验室的合作历史，展示了已取

得的科研成果，并展望了未来的合作

方向。大会还赞扬了两国科研团队高

质量的合作，强调了合作的互利。最

后，双方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加强

双边合作。

　　在本次盛会中，FCPPL 指导委员

会将“FCPPL 最佳博士论文”奖授予

了武汉大学和克莱蒙费朗大学合作培

养博士生张晓明，他的研究方向是欧

洲核子研究组织 ALICE 项目。

謓賽囶鞅犜檯䇰鼢鞕茟䚊鈖啋榐
㝚▍

　　从 2004 年开始，中法国际乳腺

癌高级学术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均

由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委员会、重庆科

学技术委员会和重庆抗乳腺癌中心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联合组织

了第六届论坛。

　　在这两天里，与会者讨论乳腺癌

的诊断和治疗，并展示了乳腺癌领域

基础研究的进展情况。来自里昂、米

兰、斯特拉斯堡和图卢兹研究中心的

七位法国专家参与了交流。

中法粒子物理国际
联合实验室照片

重庆
4月18日-19日

 骺漁詵發
重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灹燇䐵儐啋鐫紼裛啋嗧搗㝎

　　4 月 22 日，与法国有合作的武

汉领区（湖北、湖南、江西）中国科

技和高教界人士汇聚一堂，畅所欲言，

交流主题包括法国在经济、文化、科

学和教育上的引才政策，政府间关于

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协议的推进，新

的指导方针实施，科技和高教合作政

策及产生的标志性项目。

　　与会者还讨论了针对参与中法合

作的重点人员赴法国签证问题。

謓鲡楳爜䇞裛慬綺釵㕯㝒媻

　　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晶体学

年之际，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科技处

与东北大学合作，于 4 月 23 日举办

了中国东北第一期科技咖啡角讲座，

主题是“由碳元素构成的石墨、金刚

石，晶体结构 - 揭示其不同之处”。

Claude ESLING 和张宇东主讲的结晶

学涉及历史与艺术渊源，还涉及数学、

物理和新材料开发，以及现代化测量

仪器。

　　法国洛林大学材料实验室和东北

大学重点材料实验室保持了二十多年

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和博士生交流

丰富，曾获得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和中

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联合支持的蔡

元培项目的资助。

武汉
4月22日  

 骺漁詵發
法国驻武汉总领

事馆

沈阳
4月23日  

 骺漁詵發
东北大学 - 法国

驻沈阳总领事馆

科技处

2015/05 5



鲮玬綳僇-姂䪏䚊裛詰㤫妭褹姤
啋䈍裛啋楎                                                          

　　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

学院举办的“科学文化月”活动，通

过展览、放映以及中法相关主题的科

学文化讲座等形式展示了法国的科学

卓越性。

　　在这一个月内，参与科学活动的

重要科学家有：

• Serge HAROCHE，法兰西学院教

授，院士， 2012 年诺贝尔物理

奖得主，讲座主题为量子开发；

• Pierre LENA，法国“动手做”科

学合作基金会主席，院士，讲座

主题为关于外行星；

• Cédric VILLANI，大学教授，院士，

庞加莱研究所所长，2010 年菲尔

兹数学奖得主，讲座主题：《想

法是如何诞生的？》。 

鞅犜諭胈犜啋鲳胈驥墊繎蘓㝈搗

　　首届中法卫生法学与生命伦理研

讨会吸引了来自法国和中国知名高校

的三十多位学者和五十多名学生。会

议围绕器官移植、知识产权及药品、

就医、医生的工作环境、食品安全等

涉及生命伦理及社会问题的领域展开

广州
4月25-26日                                                                                     

 骺漁詵發
南方医科大学 - 

图卢兹三大

中法卫生法学与
生命伦理研讨会

上海
4月26日  

 骺漁詵發
上海科技馆-法

国勃艮第大学

博士生向儿童们
讲解科学原理

了深入的讨论。

　　中法在该领域的合作始于 2006

年图卢兹世界卫生法大会召开之际，

每年中国都会派学生到图卢兹参加暑

期学校。一名图卢兹三大的研究人员

也被聘为海南大学客座教授。

鲮玬㝵䘼䐨葅
(Experimentarium)

　　自 2001 年以来，勃艮第大学试

验项目邀请博士生向儿童们分享其科

学激情和工作经历，以使每个人都能

对科学有直观的印象，了解基础科学

原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上

海多所学校的近 25 名中学生在上海

科学技术协会与博士生们见面了。这

些学生们轮流参加了四场实验（激光

科学、生物学、肿瘤学和太阳能技术），

每场实验由一名博士主持。 

　　作为这次活动的后续，多尔市中

学的一个班级将与上海市中学的一个

班级之间开展一次科技项目交流。这

是推动科学文化交流的良机。

上海
4月25日
-5月25日

 骺漁詵發
上海交大 - 巴黎

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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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貶謓鲡囶鞅㔜儺鉜餑陒雱臷檯䇰啋榐㝚▍
　　本次关于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研究的大会

展示了中医和西医取得的重大进展，促进了两

种医学手段的融合。十余名法国科学家，以及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的专家和近 200

名来自中国各省的肾脏病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

会。会上的演讲主要集中于慢性纤维方面的基

础研究。会后，在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 (Pitié 

Salpêtrière)、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苏州制

药实验室的倡导下，签订了“SHEN”（黄葵在

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及其疗效）临床研究协议，

旨在按照符合西方标准的临床研究方法进行临床

试验。该临床试验是中法合作领域内第一项此类

型的临床试验。

中法中医药
领域合作

　　2007 年 3 月 1 日，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政府间中医

药领域合作协议。该协议的实施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先生和法兰西技术

学院荣誉院长 François GUINOT 先生共同负责。

姂䪏蘓㝈搗 : 鞅儺 - 嬭詟≦礙喰亐虊鲮莍㐀竅
儺啋
　　 法 国 巴 黎 公 立 医 院 集 团 (AP-HP) 院 长 Martin 

HIRSCH 先生在开幕致辞中，号召加强临床研究领域

的合作并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对其在临床研究领

域中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80 位代表参加了

本会，以正在进行的试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依据，

对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结合展开了深刻而广泛

的思考。

　　此外，在本次会议上，里尔、斯特拉斯堡和蒙彼

利埃大学医疗中心正式加入中医药合作，该合作始于

2011 年和巴黎公立医院集团联合开展。

枼柇啋榐蘓㝈搗 䱁鞅㔜儺鉜餑䐵乧莍亐虊蘓觙
　　 本 次 研 讨 会 聚 集 了 50 余 名 科 学 家 和 代 表。

François GUINOT 先生同云南中医学院校长李玛琳女

士共同为本次研讨会致开幕词。研讨会围绕心血管疾

病，肥胖症和乙型糖尿病，以及代谢疾病展开了讨论。

枼柇鞅犜鞅儺鬂餑紛凾屨搗謓賽瀐搗㝎
　　中法中医药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由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副局长余文明主持，王国强先生、François 

GUINOT 先生，云南省副省长高峰先生出席了会议开

幕式。在总结了一年内法方组织实施的众多活动后，

参会者们围绕着发展中法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媊妟鞅㔜儺鉜餑兠裛蘓㝈搗
　　本次研讨会聚集了近 150 名中国学者，6

名法国专家。会上介绍了中国传统医学在妇科

中的广泛应用，从疾病的治疗如卵巢雌性激素

分泌不足到针灸治疗痛经。在研讨会上，相关

人员还介绍了一些正在进行的治疗性试验。同

时，与会者还针对试管受精、临床研究方法（目

前中法合作的核心）以及针灸培训的前景展开

了讨论。

　　自 2013 年起，该协议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尤其是医疗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关于临床研究及培训的

双边协议的签订。在庆祝中法两国建交 50 周年的背

景下，2014 年该领域范围内组织了五次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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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5月16日
-12月6日  

 骺漁詵發
法国驻上海总领

事馆科技处

犜檯䰳裛啋莍尃㠁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科技处与法

国科学影视协会联合举办此次活动，

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电影及纪录片带观

众进入鲜为人知的科学世界。2014 年

全年内，七部电影，法语旁白加上中

文字幕，在上海市内不同地点放映：

• 玛 里· 居 里， 超 越 神 话（ 导 演

Michel VUILLERMET）

• 路 易· 巴 斯 德（ 导 演 Alain 

BRUNARD）

• 暗 物 质 之 谜（ 导 演 Cécile 

DENJEAN）

• 与艾滋病的战斗（导演 Laurent 

FIRODE）

• 布 丰， 大 自 然 的 思 想 家（ 导 演

Philippe TOURANCHEAU）

• 阿克塞尔·卡恩，理性而仁慈（导

演 Vincent GAULLIER）

• 奇 伊 斯· 拉· 沙 曼 (Kyys la 

Chamane) 的 秘 密（ 导 演 Marc 

JAMPOLSKY） 

鞅犜莢嶩┫頾淵墜鲳媢胔暵啋镃
餑喰䘼喿 (LIAMA) 蘓㝈搗

　　创建于 1997 年的中法信息、自

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是双边合

作的标志性联合研究实验室。

　　5 月 16 日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包

括两个部分：（1）两场关于融资机

会与建立伙伴关系的圆桌会议；（2）

应用于生命科学建模、可信计算及物

联网的主题会议。

　　实验室正在进行 11 项科研项目。

项目涵盖与生命科学、环境、交通、

大型计算和信息安全相关的生命科学

信息处理，视听场景识别，安全可靠

的网络物理系统部署。 

鞅犜胈糚斃鳇餑紛辦褻婾

　　在中国农业部与中国畜牧业协会

的支持下，法国驻华大使馆与法国生

猪和猪肉产业协会（IFIP）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举办生猪生产研讨会，以

纪念两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邓小平向

法国赠送眉山种猪起在此领域近 40

年的紧密联系。

　　研讨会交流了生猪生产、畜牧学

成就、卫生安全及环境保护方面的经

验。两国猪品种的研发也是交流的重

点。会上，良性商业模式的报告表明

了中法猪业的经济活力。

謓鲥囶犜檯鞅僐繎妭僇啋-綴飉
啋榐蘓㝈搗

　　八年来，法国中央理工大学 - 北

航科学和工程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目的

一直是旨在增进彼此对科研人员、科

研方法和完成项目的相互了解。

　　这次学术研讨会期间，机械、

材料、控制和信息科学国际实验室

（2MCIS）的多位法国和中国科研人

员讨论了合作工程的发展问题并考虑

了新的共同研究项目。四个大的科学

领域涉及其中：分别是流体机械、固

态机械和材料、控制及信息科学。

鞅犜媢胔暵啋紼裛啋㝁谞搗㝎

　　中法应用数学与科学计算会议给

近百位中法研究人员提供了对建模、

分析、控制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最新

进展及其对他们各自专业，如流体力

学、燃耗、生物或材料领域的应用发

表见解的机会。

　　这次会议同时为中法应用数学

巴黎
5月16日                                                                                       

 骺漁詵發
中法信息、自

动化与应用数

学联合实验室 - 

法国国家信息

与自动化研究

院

北京
5月16日                                                                                                     

 骺漁詵發
中国农业部 - 法

国农业、食品及

林业部

北京
5月19日-21日
 

 骺漁詵發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法工程师学

院 - 法国中央理

工大学 

厦门
6月2-6日   

 骺漁詵發
厦门大学、上海

大学 - 法国波尔

多大学、普瓦捷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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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联 合 实 验 室

（LIASFMA） 的 成

立 揭 幕， 其 前 身 为

1998 年成立的中法

应用数学研究所。

 

㯺㭥嚜鞅檯裛啋㝚▍

　　道达尔中国自 2009 年以来举办

科学论坛，旨在汇集中外能源和化学

领域的学者，专家交流经验和创新

理念。2009 年以来，共举办了五届

论坛，二氧化碳储存（上海，2009

年），光伏能源（苏州，2010 年），

煤制烯烃（西安，2011），生物能源

（青岛，2012）和纳米技术（厦门，

2013）。

　　第六届论坛在北京举行，以能源

和化工领域的水资源管理技术为主

题。十几个中外专家介绍了与水处理，

水资源保护和水源供应相关的最新技

术。这些技术适用于常规和非常规石

油和天然气勘探 / 生产及炼油和石油

化工以及新能源的开发。

鞅犜䌉綳挗統飯啋蘓㝈搗

　　包括 12 位来自法国的共约 70 名

学者相聚在非交换几何学研讨会上

（非交换几何学巴拿赫方法）。非交

换几何学是数学和数学物理的一个非

常活跃的分支，是由法国数学家 Alain 

CONNES 创立。他是法国科学院院士，

法兰西公学院教授，1982 菲尔兹奖

和 200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奖

获得者。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为研讨会致开

幕词，本届中法研讨会是一次名副其

实的数学研究联席会，是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合作成果，属于中法数学研

究网的“青年研究员集中研讨项目”。

鞅瀙槂曭紼雓畐慬榐僇搗

　　该会议给有兴趣提高技术等级并

愿意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该

地区传统工业部门的技术资源（材料

和工艺：塑料、复合塑料和化学品、

金属加工）。

　　该活动的组织得到了技术研发统

一平台 ISEETECH（欧洲企业与技术

高等学院）的支持。这种创新支持和

技术能力共享的结构能够有针对性地

汇集地方，国家和欧洲的技术能力，

与卓越的伙伴合作。

　　由摩泽尔经济投资发展促进署和

它的合作伙伴巴伐利亚化学产业集群

选择的中国企业，来自江苏、湖北、

黑龙江、和浙江。他们参加技术会议，

参观工业厂房，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

行了共约 40 余次的会晤。

鞅犜雓畐鲳緀侻䆙䑇葓殺㭮褹蘓
㝈搗

　　来自中国 6 所大学的十五位研究

人员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程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附属 8 个实验室的

三十多位研究人员 6 月齐聚阿尔比，

就能源与环境问题相关课题进行了交

流。会上有二十多人进行了发言，其

中六个发言是中法合作的成果，涉及

包括生物质能、废料与含碳资源转化

的生物、太阳能及热化学过程，能源

转化及减少 CO2 排放及环境优化的

非反应性方法和系统。

武汉
6月9日-13日
   

 骺漁詵發
武汉大学 - 法国

巴黎第十一大学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
联合实验室揭幕

梅斯
6月10日-13日

 骺漁詵發
法国摩泽尔经济

投资发展促进署

阿尔比
6月12日-13日

 骺漁詵發
法国阿尔比矿业

学院

北京
6月6日  

 
 骺漁詵發

法国道达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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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签订的关于预防和

控制新发传染病的中法政府间合作协

议为此项双边合作设定了框架，突破

了狭义的科研合作范围。该协议包括

以下六个方面：

• 2004 年，由巴斯德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成立上

海巴斯德研究所；2014 年是该研

究所成立十周年（见第 18 页），

如今，它已拥有 23 个研究团队和

260 名研究人员，并且计划在近期

内发展到 400 名研究人员；

• 采购了 4 个高等级生物安全 P3 移

动实验室，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四个实验

室自 2004 年开始投入运营，作为出现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设施，比如在 2012 年玉树地震灾区

进行鼠疫疫情排查；为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将移动实验室编制在装

备齐全的应急车队中，

配有其它能够监察和管

理危机的车辆。

•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造

高等级生物安全国家实

验室（P4 实验室）

• 对参与武汉 P4 实验室

运营的中方人员进行生

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培训；

• 在完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

规范和法规建设领域开展双边工

作；

• 在科学领域展开合作

　　2015年1月31日至2月1日，

P4 实验室工程竣工庆典暨埃博拉

病毒双边高端研讨会在武汉隆重

举行，百余人参加。这两项活动

为中法建交 5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画上了圆满句号。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李斌女士，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竺先生，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先生，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先生，湖北省省长

王国生先生参加了本次庆典。

　　来自法国的高层代表团

由负责处理议会关系的国务

秘 书 Jean-Marie LE GUEN

先生和梅里埃研究院院长及

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

里埃先生率领，成员包括法

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NSERM) 院 长 和 AVIESAN

中法两国在传染病防治
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

竣工庆典仪式

　　中法两国在传染病领
域的合作相对较新，始于
二十一世纪初期，为了共
同应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
传染性疾病，特别是 2003
年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SARS) 疫情。今天，近
260 名中法研究人员以两
个联合科研机构为平台开
展合作，培养了 72名博士
和博士后。近几年来，两
国的研究学者之间建立了
丰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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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主席 Yves LÉVY 先生，巴斯德研

究院院长 Christian BRÉCHOT 先生，

梅里埃研究院科学和医疗事务副院长

Marc BONNEVILLE 先 生， 里 昂 P4

实验室主任 Hervé RAOUL 先生以及

十几名法国高水平科学家和传染病方

面的专家。

誏妭媑陝

　　武汉 P4 实验室的建成是中法积

极合作的成果，法国工程师和建筑师，

实验室设计师以及许多中国企业齐心

协力，致力于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建造一个具备世界最高技术水

平的实验室。它将是中国第一所 P4

级别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借工

程竣工以及实验室设备安装完成的机

会，组织的这场隆重庆典，也是庆祝

2004 年政府间协议实施十周年以及

中法建交 50 周年的重要活动。虽然

实验室已经建成，但并未进入运营阶

段，官方代表团借此机会参观了实验

室内部。在实验室中，中方科学家们

的展示令代表团亲身感受了实验室的

工作环境以及工作难度。 

　　在参观过程中，代表团对实验室的高技术水平有了

深刻的认识。法国设计师，T&J 建筑事务所 ( 建筑设计 )，

Clima-Plus 公司（防护工程设计）以及 Altergis 公司 ( 技

术研究 ) 曾在 1998 年建造了里昂让 - 梅里埃 P4 实验室

时一展身手，在 2014 年建造武汉 P4 实验室中，他们的

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同时，为了确保最高水平的

专家们在中法新发传染病研讨会上开放式讨论

生物防护性能，众多专业设备都是由法

国或欧洲公司提供的。

　　武汉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安

全是操作最危险的病毒物质不可缺少的

平台。该实验室将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共同运营。在实验

室中，既可以开展科学研究，比如用于

研究致命疾病（如埃博拉）的新药物或

新疫苗，也可以用于预防和控制紧急公

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措施（尤其可以用于

诊断和确定疫情的来源）。因此，该实

验室还将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

预警和应对系统，为亚洲和世界人民的

安全做贡献。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

Bernhard SCHWARTLÄNDER 博士也参

加了本次庆典。

鞅犜丟詡懚擼朙咼敵橸臷䇝掜蘓㝈
搗

通过本次研讨会，中法两国科学家分享

了各自关于近期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

情的卫生和医疗管理经验，尤其是关于

为应对本次疫情所优先开展的研究活动。

特别介绍了在诊断、预防（研发疫苗）或者治疗（免疫

治疗、新型抗病毒分子）等方面的工作。专家们总结了

目前在预临床和临床实验中获得的经验，对目前所取得

的进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认清了在下一次疫情

到来之前需要完成的工作。借此机会，研究学者之间还

开展了一场圆桌会议和一次讨论会，探讨了如何在针对

发展中国家护理人员的监督和培训，病毒流行病学，诊

断，动物模型的使用，以及在抗病毒政策的制定和疫苗

开发等领域加强合作。

　　除上述活动之外，在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框架

下举办的另两场传染病领域的重要活动是：第四届中

法传染病、炎症与癌症防治研讨会（见第 14 页），

Françoise BARRE-SINOUSSI 女士在杰出科学家讲坛上

做艾滋病方面的报告（见第 29 页）。

P4 实验室防护服

　　实验室中设有一套呼吸

空气生产和分配系统，可以

在实验室的任何角落为防护

服充气。除了呼吸，在防护

服中持续地充气也能够让防

护服中的压力高于实验室的

其它地方，防止病毒进入防

护服内并确保工作中研究人

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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蠦鉔胈䄩彙唟紼蠦鉔鯼傷彙軵䱁
朙浟崈┫朙榠脅┫朙慬榐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余位科学

家齐聚一堂，介绍他们最新的研究成

果及未来的实验方法，以期更好地了

解人类大脑的正常与病理功能。此次

高级别国际会议建立在里昂高级师范

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 2005 年来合作

的基础上。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

茨海默氏症和帕金森症是中国和所有

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真正社会经济

挑战。 

　　会上介绍了欧洲“人类大脑计

划”、中日“大脑”计划以及美国“大

脑”计划。

　　在会议间隙，上海科技博物馆馆

长王小明教授接受了法国驻沪总领馆

颁发的法国国家骑士勋章。

壽鳇紼氹樥噮煿結噲墜尨櫪搗㝎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十多年来一

直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品科学和工程

学院在奶制品领域保持合作，为了扩

大这层关系，这个位于中国东北的学

院发出了自己和法国发展食品安全、

食品追溯、原产地监控和生物产品原

产地保护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和交换

学生）的愿望。

　　农业和森林对气候变化影响会议

于 2014 年 6 月在哈尔滨召开，法国

农业部、哈尔滨工业大学食品科学和

工程学院、东北农业大学（生态和气

象学）、沈阳大气环境研究院（中国

气象学机构）沈阳地区气候中心、

Groupama-Avic 农业保险公司和中国

种子生产厂家——益农集团的代表参

加了本次会议。

謓愛囶鞅犜⻏琁啋䚊堚㝚▍

　　第二届中法血液高峰论坛汇聚了

一百名高水平中法专家讨论该学科的

进展和挑战。多家医院和卫生领域

机构派代表出席：法国 Saint - Louis

医 院、Saint - Antoine 医 院、Paul 

Calmettes 研究所和法国健康署作为

法方代表出席。中方参会的有上海瑞

金医院，苏州医院和浙江大学附属医

院， 他们在会上介绍了各自在不同领

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与会者利用大会带来的机会共同

讨论应对未来通用医学中的重大问

题，例如靶向治疗，个性化医疗，转

换医学及临床和基础研究之间转换的

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鞅犜莢嶩┫頾淵墜鲳媢胔暵啋镃
餑喰䘼喿嬶晫杽紼亐襖鉄礎莍䚊
崬䌋嵏莢嶩軄鉫蘓㝈搗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

联合实验室 (LIAMA) 组织了开放日活

动和以分布式计算应用为主题的研

讨会：“建模和验证驱动工程”，

苏州
6月23-27日
                                                                                        
 骺漁詵發

华东师范大学 - 

里昂高等师范学

院

哈尔滨
6月27日

 骺漁詵發
哈尔滨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和工程

学院 - 法国驻沈

阳领事馆 

上海
7月5日   

 骺漁詵發
中国医师协会 - 

法国博效基金会

上海
7月7日  
 

 骺漁詵發
中法信息、自动

化与应用数学联

合实验室 - 法国

国家信息与自动

化研究院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前卫生
部部长陈竺教授在会
上介绍了医院和医疗
保险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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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法 联 合 实 验 室 原 法 方 主 任 Vania 

JOLOBOFF 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

长任友群先生主持。

　　六十多名中国学生到场聆听中法

研究人员的报告。法方人员主要来自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巴黎

和雷恩高等师范学校，尼斯大学。

　　这次会议标志着通过中国教育部

111 计划（旨在在卓越学科领域引进

更多外国专家来华）进一步加强双方

合作关系的意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

擺詮胈箹傰櫿嵏際憠蘓㝈搗

　　六位来自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和

蒙彼利埃大学的法国研究人员（其中

一半居住在云南），以及数十位中国

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于 2014 年 7 月在

云南省西双版纳植物园举办的研讨

会，会议内容包括多样性保护、分类

和人类对本地环境的适应以及和气候

变化的关系。

䒎瓏鯼傷鲳喐閏紼鬂箹墜啋鞅犜
镃餑喰䘼喿

　　2014 年 8 月，由法国国家药物

研究院成员 LAFON 先生率领的代表

团访问了天津，来参加食品营养与安

全和药物化学中法联合实验室的开幕

式。这个天津理工大学和法国国家药

物研究院联合建立的新实验室旨在研

发新药、培养学生并且为相关制药企

业提供技术支持。首要研究的主题是

营养学（功能营养）、药物代谢动力学。

该实验室将由法国的一个研究专家委

员会和天津多所大学进行监督。另外

还计划和有关企业（天津红日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合作。

　　天津市委常委、分管教育和科研

工作的朱丽萍女士，天津大学党委秘

书李旭言先生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鞅犜晫嚃箹繎緒㵸擼㣈㵸際㝡蘓
㝈搗

　　法国高校医学中心及抗癌中心代

表进行科学交流的机会。

　　在本次双边研讨会上发布了一

系列关于“放射治疗剂量测定工具

及质量保证”中法双语论文的第一

卷（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该卷

由 MARINELLO 女士（法国巴黎大区

Henri Mondor 医院）与潘建基先生（福

建肿瘤医院）编订，是中法专家团队、

放射物理学家和医生的合作成果。该

著作为法国外交部与法国驻华使馆傅

雷计划资助项目。

云南
7月24-25日 

 
 骺漁詵發

西双版纳植物园 

- 法国驻成都总

领事馆

天津
8月25日  

 
 骺漁詵發

天津理工大学 - 

法国国家药物研

究院 

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武汉
9月4-5日 

 
 骺漁詵發

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 - 法国克雷泰

伊市亨利·蒙多尔

教学医院

2015/05 13



鞅犜啅䑽┫玬狿鲳煿結檯䇰镃餑
喰䘼喿婾媺搗㝎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

实 验 室（LIA MONOCL） 于 2011 年

筹建，2012 年正式成为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国际联合实验室，目的是

汇集法国和中国古海洋学 / 古气候学

领域的科研团队，以了解东南亚地区

的气候变化。

　　本次年会为研究人员们提供了交

流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获取的新数

据和数字模拟的最新结果）的机会，

还展示了实验室 2012 年参加法国科

考 船 Marion Dufresne 号 CIRCEA 航

次在中国南海北部盆地采集的海洋沉

积物的分析进展，尤其是不少博士生

们参与了该环节的报告。

謓穀囶鞅犜儺啋蘓㝈搗䱁敵橸臷┫
磏臹鲳茟臹䇝牳

　　根据双方 2009 年签订并于 2013

年续签的合作协议，中国工程院与法

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传染病领域进行

科学合作。

　　2011 年以来，中法两国每年都

轮流主办相关双边研讨会。继 2013

年 11 月在法国安纳西会议后，西安

巴黎
大区
Gif-sur-
Yvette
9月4日-6日  

 
 骺漁詵發

中国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 法

国气候和环境科

学实验室

市于 2014 年 9 月主办的研讨会的主

题是传染病导致的癌症，炎症及微生

物。

　　本次会议包括四个议题：炎症及

癌症的微生物学、慢性炎症及癌症的

发病机理、炎症相关癌症的控制和创

新治疗干预以及炎症和癌症的转化研

究。本次研讨会使中法高水平团队更

好地了解和展望联合科学项目和交流

计划。

　　中法合作持续推进，第五届研讨

会将于 2015 年在法国安纳西举行，

主题为炎症与心血管疾病防控。

鞅犜㔜麜╕㣈啋擼╕㣈樉㯇啋蘓
㝈搗
　

　以中法在土地科学领域三十余年的

合作为基础，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

中法两国的三十多位研究员。他们探

讨的主题包括分析技术，比如卫星定

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的干涉测量，

还包括古地震学、宇宙年代学和热年

代学。

　　与会者还讨论了西藏西部地区近

期发生的地震，对中法合作现状进行

了总结，并对未来的合作进行了展望。

一位年轻法国科研人员为本次研讨会

的召开贡献了重要力量，她曾在巴黎

地球物理学院工作，目前已在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数年。

鞅犜䚊嵏雓㐃䌍妭褹蘓㝈搗

　　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的

多位中国研究人员，以及贝尔福、梅

斯、Gif-sur-Yvette 和利摩日的法国研

究人员参加了 2014 年 9 月在广州举

行的高性能表面工程中法研讨会。

　　各方就等离子喷涂，化学气相沉

西安
9月14、15日  

 
 骺漁詵發

中国工程院 - 法

国国家医学科学

院

中法季风、海洋
与气候国际联合
实验室年度会议

法国
里昂
9月16日

 骺漁詵發
中国地质科学

院-法国里昂第

一大学

广州
9月23-24日
 

 骺漁詵發
广东有色金属研

究院 –法国贝尔

福-蒙贝利亚技

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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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阴极电沉积技术在表面涂层与镀

膜领域的应用交换了意见。

殺襖朙鲡襯銛餽杶鈻錣鉨莍檯䇰
蘓㝈搗

　　第三届无线网络国际研讨会着重

讨论了 5G 框架下可持续发展问题，

同时也就智慧城市、绿色信息技术等

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也就不同

课题组之间联合培养博士生问题交换

了意见。

枼柇肵鍽儺䈍嬭䈍鲡莃駙婾

　　2014 年 10 月，在位于昆明市北

部的医院新址开幕之际，甘美医院举

办了建院 100 周年庆祝活动。其中，

一个由法国和中国卫生部合办的有关

中法医院改革的论坛，为这次盛事在

学术研究方面增加了浓重的一笔。

　　值此机会，甘美医院接待了它的

医院改革的法国合作单位：利摩日、

尼斯、南希和蒙彼利埃医科教学及医

疗中心，以及包括在本次改革框架中

的多家中国医院和相关部门代表出席

了本次活动。

　　昆明甘美医院和法国持续在医疗

研究领域进行合作，例如 2013 年 12

月与南希医科教学及医疗中心在昆明

举行的“病床试验病灶”中法专题讨

论会，或是和洛林大学合作的肝脏组

织工程项目等。

婼鉇隓牳膭犜䱁墜䇦輿骶榠㯮

　　四十多位高端国际专家参加了致

力于研究干细胞及其生物医学前景的

干细胞临床转化国际研讨会。重点聚

焦了当前将干细胞用于治疗的困难以

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本次会议在易普森基金会发起的

“沟通生物医学界”的主题框架内进

行。这一举措旨在开展推动转化医学

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构建基础生物学

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并搭建西方世界

和远东世界沟通的桥梁。

犜檯裛啋䈍犜鞅裛啋儑䐰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朱日祥先生在巴

黎获得法国科学院颁发的“法中”合

作奖。

　　此奖是为了表彰他在地球科学的

多个领域，如地球磁场的古强度，借

助于岩石磁学技术确定东亚早期古人

类活动的时代和迁徙路径，以及通过

中国黄土磁性研究重建古气候方面取

得的国际高水准的科学成就。

　　此奖同样表彰他为建设地学领域

中法联合实验室、增强科学家间的合

作以及联合培养研究生做出的贡献。

　　在法国科学院颁奖前，朱院士做

了题为“早期人类演化与气候变化的

东亚证据”的学术报告。

玬狿啋䐳憡紼鎢樚
    

　　2014 年 10 月 14 日法国海洋监

测与预报中心 - 墨卡托海洋（Mercator 

Océan）与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

心 (NMEFC) 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

昆明
10月13-14日

 骺漁詵發
昆明甘美医 - 法

国利摩日医科教

学及医疗中心

北京
10月13日-15日 
  

巴黎
10月14日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院 -  法

国科学院

雷恩
10月1日至3日

 骺漁詵發
浙江大学 -  法国

高等电力学院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院北京

动物研究所 - 法

国易普森基金会 

北京
10月14日
 
 骺漁詵發

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 - 法国国

家海洋预报中心 

全球海洋环境数字模
拟预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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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旨在提高北太平洋和中国海区域

内的数字化海洋测绘能力以及海洋环

境预报的可靠性。

　　墨卡托海洋是欧洲业务化海洋学

领域的首要机构，负责开展欧洲哥白

尼海洋监测计划。它由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海洋开发研究院、

法国发展研究院、法国气象局以及法

国海军水文和海洋测量部联合建立。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业务化海洋学能

够实时描绘海洋从表面到深处的状况

并进行有效地预测。中国国家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负责北太平洋和中国海区

域海洋学预报和分析系统的建设和运

行，并在其领海域布设了海洋环境监

测网。墨卡托海洋在全球海洋环境预

测分析的丰富经验和中国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建立的区域模型将使该中法研

发合作更加充实。

 

謓愛囶鞅犜陓苂啋蘓㝈搗-茟臹
鲳頃臑

　　 第 二 届 中 法 肿 瘤 学 研 讨 会 于

2014 年 10 月在武汉举行。该研讨会

首次与“癌症与免疫”项目研究网合

作会议同时召开。“癌症与免疫”是

由梅里埃集团 Transgène 公司协调组

织的一个欧盟项目，力求增进欧洲与

中国在癌症预后技术上的交流。

　　近二十位来自欧洲的教授、研究

人员及专家为逾八十位中国研究人员

及在读博士生介绍了癌症研究领域的

最新进展。

　　法方参与人员包括法国主要抗癌

研究中心的代表：居里夫人研究所、

古斯塔夫 - 鲁西研究所，巴黎第十三

大学、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巴黎第十一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及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有来自相关

企业（皮尔法伯研究所，Transgène

和梅里埃生物）研究中心的代表。中

方参与人员主要来自武汉（华中科技

大学）和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地区。

参与欧盟“癌症与免疫”合作项目的

其他欧洲国家（德国、丹麦、意大利）

学者也为研讨会做了报告。 

　　主办单位一致决定将于 2016 年

在武汉再次举办研讨会。 

OW2檯䇰嬶畐㬕礎鋄褹誃㣻䐰儑
獑淵

　　第六届 OW2 国际开源软件编程

竞赛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举行。这个

国际性的盛会今年在中国的大学举

办，与中国大学生团队（主要为博士

生）合作，由 OW2 项目经理提供编

程主题。本次还举行了竞赛颁奖典礼

和获奖成果展示。

　　这次活动包括多个项目：一场面

向企业的研讨会、一个高端论坛、数

场学生成果展示研讨会和一次指导会

议。

　　OW2 国际开源联盟是一个法国

组织，它的使命是发展和促进开源基

础软件、通用业务应用软件平台、云

计算平台的开源软件开发。

武汉
10月15至17日

 骺漁詵發
武 汉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 法 国

CIPREVO 生 物

技术咨询公司

第二届中
法肿瘤学
研讨会

成都
10月15日-16日 

 
 骺漁詵發

OW2 国 际 开 源

联盟 - 中国开源

软件推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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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奖励中法合作研发团队的首个奖项，在 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10 日期间该创新奖项面向所有候选团队开

放。合作团队可以在 3 个不同种类的奖项中进行角逐：特

别提名奖、研发奖和创新产品奖。

　　本次奖项的评委团由法国专利局局长 Yves LAPIERRE

先生和中国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先生共同领导，包括

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科学出版业的法方和中方代表。所有

的候选项目都根据科学卓越性、创新性、经济竞争力以及

社会、经济、工业和环境方面的利用率等标准进行评审。

　　颁奖仪式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在北京举行，两位候选

团队获奖：

• 法国电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的“太阳能热发电联合研发项目”荣获最佳研发奖

• 赛诺医疗和 ALCHIMEDICS 合作研发的“BuMATM 药

物洗脱支架”获最具创新产品奖

为庆祝中法建交 50 周年，法中合作委员会在 2014 年下半年举办了

3 次“科技法兰西：非常法国，非凡创新”的重要活动

　　2014 年 7 月 1 日在法国驻华大使

馆官邸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

启动活动网站 www.francetechnology.

com 并发布法国科技宣传视频。随后，

一系列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活动在全

年举行。法国驻华大使参加了本次新

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法国主要创新公

司的领导做了介绍，如 Alain MÉRIEUX

（ 梅 里 埃 研 究 院 ）, Jean-Pascal 

TRICOIRE( 施 耐 德 电 气 ) 和 Marcello 

CONVITI （Carmat 公司总经理， 该公

司研发了首颗人造心脏且已经成功植

入病人身体中）。

獑淵
灳孈
閶淵 嚇朙

慬榐
圏蟭駙

　　第二个重大活动是 11 月 1 日至 15

日在中国十余个城市中举办的创新技术

展示周。在上海（11 月 4 日）、天津 (11

月 6 日 )、成都（11 月 13 日，借必比登

挑战赛之机）和武汉（11 月 15 日）举

办了一系列关于创新的研讨会。这些会

议向中国公众展示了法国创新的魅力，

中法两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合作的

多样化，并见证了法国企业为适应中国

市场而进行的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

　　在研讨会的同时，在上海、苏州、

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和澳门 20 余家

法国企业在其工业区或者研究中心举办

了开放日活动。

颁奖仪式

　　鉴于本次活动所取得的

成功，法中合作委员会决定

将借年底举行 2015 年巴黎气

候大会（COP21）之际，正

式启动第二届活动。

鞅犜餑
紛飢䇊
嚇朙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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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10月17日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院 - 巴

斯德研究院

上海
10月27日                             

                                                                 
 骺漁詵發

上海交大 - 巴黎

高科卓越工程师

学院

鲮玬姂朘岮蘓觙愅悧詟褻駙婾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为纪念建所十

周年而举办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染

病研究”高层学术研讨会。

　　2008 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法

国巴斯德研究院国际研究网络名誉主

席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教 授

作开幕报告，之后举办了三场分别关

于流行病学、研究、预防与治疗的会

议，会上报告了艾滋病、结核病、病

毒性肝炎以及手足口病等疾病的研究

现状。

　　除了科研方面的内容，大会报告

还重申了巴斯德研究所在公共卫生领

域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在抗击传染性

疾病方面的科研投入和专业经验，使

其成为当今应对重大国际卫生危机的

一流机构。

脻犜啋攛揀髟㲐裛啋鎢搗悧詟

　　 在 留 法 学 友 俱 乐 部（Club 

France）成立六周年之际，法国外

交 与 国 际 发 展 部 长 洛 朗· 法 比 尤 斯

（Laurent FABIUS） 启 动 了 留 法 学

友 俱 乐 部 科 学 分 会（Club France 

Sciences）。 作 为 Club France 的 新

单 元，Club France Sciences 旨 在 聚

集曾在法国进行过科学深造的中国

人，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招聘会、不同

主题的科技活动以及不断发展的职业

网络。

http://www.clubfrancechine.org 

Jean-Marie LEHN緯娛鲮玬
綳僇-姂䪏䚊裛詰㤫妭褹姤啋䈍
僇姤㝒▍

　　Jean-Marie LEHN 是超分子化学

之父，他创立的这一新的学科，有

助于理解多种生物现象。LEHN 教授

也是著名的分子识别专家，1981 年

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奖，

1987 年， 他 与 Charles J. Pedersen

和 Donald J. Cram 因对高选择性、结

构特异性相互作用的分子研究而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LEHN 教授是法国科

学院院士，曾于 1980 年至 2010 年

在法兰西学院做分子相互作用化学主

讲教授。

　　Jean-Marie LEHN 以普通化学为

主题为 500 余名师生作了一场生动有

趣的报告，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

听众们还与大师一起对化学的发展前

景进行了探讨。

鲮玬僇啋鞅瀙妭褹慬榐啋䈍嚇朙
饛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与南

特大西洋设计学院于 10 月围绕创新

主题举办了两天的会议。

　　会议探讨了如出行、社会关联与

居住的问题，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的发

展并比较中法研究人员讨论城市可持

续发展问题的方式。参与这些讨论的

包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巴黎一大

和上海大学的专家学者。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和南

特大西洋设计学院的学生一起在两个

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大数据的演示及

与数据采集相关的方案设计。两个团

队的工作受到由两校代表组成的评委

会的奖励。

上海
10月27-28日

 骺漁詵發
上海大学中欧工

程技术学院

北京
10月25日

 骺漁詵發
留法学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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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I）、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国际联合实验

室（LIA）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各自机构、业

务领域及国际合作，特别是中法科技合作的政策。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和欧盟代表团介绍了他们针

对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的研究与交流项目。欧洲研究委员 

会（ERC）还通过视频介绍了同样主题的内容，这段视

频是该委员会主席 Jean-Pierre Bourguignon 先生特地为

本次活动摄制的。

　　中国科学技术部强调了中国政府促进企业孵化器发

展方面的政策，鼓励中国和国际青年人才自主创业，鼓

励创新并保证科学技术从研究中心向企业的转移。

　　中国教育部赞扬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创立

和两国交流学生人数的持续增长（35000 名在法中国留

学生，近 10000 名在华法国留学生）。

　　针对中国传统教育影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问题，清

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介绍了一个跨学科创新教育项目（XIN

中心），它将教育与研究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加强培 

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创新能力，以实现技术向工业界的转

移，更好地解决将来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他还介绍了中

法合作 FIESTA（创新、教育、科学、技术和艺术 学院）

开放项目，法国 CRI（跨学科研究中心）创始人和主任

François Taddéi 教授也参与到此项目中。

　　法国大使馆科技参赞总结性地介绍了五十多家中法

联合实验室与合作团队。文化教育合作参赞总体介绍了

中法合作办学机构的情况——至今为止一共六所——强

调了这类合作学院与其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区别。

首届“高教·科研·
创新—中法合作日新
月异”交流大会 

众多中法合作参与者出席
　　本次交流大会吸引了两百多名与会者，尤其是有许

多在中国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的法国高新科技企业的参

与，及北京地区之外的两国人员的积极参与。一些法方

和中方政府科研部门、技术园区及欧盟代表也出席了会

议。

四个主题分会
　　在主题会议中介绍了两国研究和合作的体系、项目

和政策。

　　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和科研部（MENESR）及

经济、生产振兴和数字通讯部（MERPN）介绍了法国

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体制和战略，MERPN 重点介绍中

法在研发创新方面的合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详细介绍了它在

中国的分布情况和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国际研究团队

北京
6月19-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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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10月30-31日

 骺漁詵發
武汉市政府 - 法

国驻武汉领事馆 

北京
10月30日 - 11

月3日

 骺漁詵發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 法 国 La 

Rochelle 大学

深圳
10月30-31日  

  
 骺漁詵發

华为

武汉
10月28-29日
   

 骺漁詵發
武汉光电国家实

验室 - 法国标致

雪铁龙集团   

櫁顉䊕䁫䭚StelLab 錣鉨䕆瀐飽
獆搗㝎

　　数年来，标致雪铁龙集团已经在

法国、全球，特别是中国发展了学术

合作研发实验室网络（汇集开放性实

验室的 StelLab 网络）。在中国也已

经建立了许多这样的实验，研究方向

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等。

　　2014 年 10 月 28 日和 29 日，该

网络第三届会议在中国举办，也是第

一次在亚洲举办。标志雪铁龙集团的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到会，并

做演讲和参与分会研讨。

　　这次活动由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组织，它将承建标致雪铁龙集团在中

国的下一个开放实验室，致力于光电

子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这种跨学

科会议给法国和中国团队在创新服务

理念上的交流碰撞提供了机遇。

謓穀囶鞅犜馴牸槂曭蘓㝈搗

　　2014年中法前沿材料研讨会

（CFSAM）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

办，四十多位法国研学者应邀参加，

其中包括十多位在读博士生。此次研

讨会特别欢迎年轻博士及在读博士生

的参与，旨在让法国年轻科研人员更

好地了解中国，能顺利与中国年轻同

行共同开展研究项目。

　　研讨会上的议题非常广泛，如用

于构造特征方面的先进传感器及技

术、电子结构、磁性材料的特性、

非线性材料、能源及可持续发展领域

材料、光电子学、光学材料中的光谱

学、表面处理或结构材料等。

　　此次研讨会为中法各实验室代表

之间讨论创建新的合作项目提供了广

阔空间。

詘骶 IN-PULSE 暵唭㝚▍

　　华为作为中国首个通讯设备运营

商，联合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于

2014年10月在深圳举办IN-PULSE 数

字论坛。本次活动聚集了今年华为

在法国举行的两个新兴信息通讯企业

竞赛得主，法国科技巡回展的参展单

位，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法国和中

国知名学者，以及法国企业在中国南

方开办的新兴信息通讯企业的代表。

　　本次论坛组织了两天参观，和合

作企业及工厂会面，制定了中法数码

经济发展白皮书。二十多家法国企业

出席了本次论坛，借此机会还对中国

数码经济系统，从新兴经济通讯企业

发展成大集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活动还签署了Eura科技、里

尔信息通讯技术产业集群和深圳连接

件协会的合作协议。该合作的目的是

在2015年创建一个中法孵化器，在

此框架下，法国可以吸纳五个年轻中

国企业，并扶植这些企业的发展，此

外，五个新兴信息通讯企业也可以在

被誉为中国电子设备硅谷的深圳度过

它们的企业孵化期。

キ灹燇䰳2014-2049崬扏銁丷
姛ギ

　　围绕着可持续城市这一概念，本

次研讨会聚集了来自法国和中国的多

个领域的专家：城建、国土整治、建筑、

环境、经济和文化等，旨在提出城市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中法合作项目，

比如蔡甸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法国联

营企业 Vivapolis 推行的城市可持续发

展概念。

　　本次会议包括以下五个关于城市

20 2015/05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分论坛：

• 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城镇化和

全面发展、文化和社会 - 经济混

合全面发展，城市服务和空间相

互作用、可进入和分享生活场地；

• 资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

源有效性；

• 城市可持续发展交通：联运、城

市个人交通和公共交通；

• 城市环境保护：空气质量、水源

管理、土壤等；

• 城市自然：保留生物多样性。城

市自然修复和增值，绿地质量和

入口，城市农业等；

• 城市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保留

和更新，社会经济和环境繁荣。

城市可持续和谐建设、发展可持

续旅游等；

• 在本次研讨会中，法国原子能与

可替代能源委员会科研主任、法

国气候和环境科学研究室负责人 : 

Philippe CIAS 先生参与了“全球

城市温室效应减少”讨论。

鞅犜崬扏銁咼圏丷姛綳㯁軄鉫㝚
▍

　　第七届中法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

系统论坛 11 月在上海召开，法国和

中国的交通业界代表参加，聚焦由智

能交通带来的以下问题：重新深入定

义用户和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发展新

型交通服务，以及对安全、能源效率

或交通优化方面的贡献。

　　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为期两天

的会议给所有行业相关者（政府机构，

学术界和企业）提供了真正交流的机

会，对未来交通的前景提出了更深层

次的思考。面对即将召开的 2015 巴

黎气候大会（COP21），本次高品质

的会议必将成为我们综合思考气候问

题的一个转折点。

　　交通运输是全球 23％的化石燃料

相关排放量的源头。如果城市交通架

构不做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一比例可

能在 2030 年达到 40％。因此，重新

思考这一架构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

口号是：交通应该是绿色的、集成化

和智能化。

鞅犜啋榐蘓㝈搗䱁墜啋樉譈鍽兏
胈獑

　　中法绿色化学学术研讨会“化学

构筑美好生活”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

至 4 日及 5 日至 7 日，分别在武汉和

上海两地举行。本次研讨会首先由武

汉理工大学联合中欧清洁和可再生能

源研究所（ICARE）在武汉理工大学

校内举行，随后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

行。

　　本次研讨会探讨了可持续绿色化

学的创新研究，未来十余年后它在学

术界和工业界的发展不但能够带来社

会进步，还能带来经济效益。会议也

展示了法国和中国团队合作的最新进

展，促进了未来的合作。

　　在武汉，二十余名专家为“绿色

化学和能源”会议展示了他们的学术

上海
11月1-2日
 

 骺漁詵發
同济大学 - 法国

生态布智能交通

特别工作组

武汉
11月3-4日

上海
11月5-7日  

  
 骺漁詵發

武汉理工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 - 

里昂高等师范学

校 

中法绿色化学学术
研讨会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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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11月6-8日 
  

 骺漁詵發
江苏省跨国技术

转移中心 - 法国

国家投资银行

中法再生医学
研究网络会议

兰州-北
京
11月3、4日  

               
 骺漁詵發

中法粒子物理国

际联合实验室 - 

马赛粒子物理中

心

或工业实验室的工作成果。在出席活

动的十余名法国专家中，有来自大学

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里昂和普

瓦捷实验室、法国石油研究院新能源

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马库尔研究中

心、法国阿科玛公司和罗盖特公司在

中国研究中心的代表。

　　在上海举行的“新型分子和材料

以及可持续化学综合方法”会议，涵

盖了绿色化学的多个主题：低碳化学

品、精细化学品的工艺过程、水 / 土

壤 / 空气的净化和修复、新型的功能

化分子和材料等。出席会议的专家中

包括法国大学和工程师学校如里昂大

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里昂高等师

范学校的代表。

　　下一届研讨会将于 2016 年在法

国举办。

キ姪欅朘緐餽唟ギ軄轄憡瀋搗

　　2014 年 11 月 3 日和 4 日，中法

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在兰州大学

和清华大学组织了两场报告会，由法

国科学家 Jessica Lévêque 和中国科

学家马连良联袂主讲。他们回顾了追

踪希格斯玻色子的各个阶段。

　　这两位学者曾在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参与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欧洲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CMS和Atlas实验。

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和彼得·希

格斯因预测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而

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㦊檯慬榐㬒褟僇搗

　　江苏第四届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的

主办单位，联合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原

法国创新署 Oséo），组织了中法合

作专场，分为三个部分：

• 如何开展好与法国的科技合作（法

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和法国国家

投资银行代表发言）；

• 摩泽尔经济投资发展促进署在新

材料领域的国际合作（会议呼应

了摩泽尔经济投资发展促进署于

2014 年 6 月在法国梅斯组织的中

欧材料和能源技术大会）；

• 中法公司之间成功合作的介绍。

鞅犜師胈儺啋蘓觙錣鉨搗㝎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实验室合作

方齐聚一堂，汇报各自“从细胞到组

织”方面的工作情况。法方代表来自

南锡、巴黎、斯特拉斯堡，中方人员

主要来自武汉。

　　来自昆明、北京和天津的新的组

织工程科研团队也参与了此次交流，

探讨通过多地区中法合作网络来扩大

现有合作规模的途径。 

 

武汉
11月9日

 骺漁詵發
中法组织工程与

再生医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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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11月11日-16日 
  

 骺漁詵發
米其林（中国）

投资 - 法国米其

林集团

北京
11月11、12日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院 - 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资深学者联谊

会（CNRS A3）

上海
11月11日 

  
 骺漁詵發

上海科学与社会

联合研究院 - 法

国里昂高等师范

学校

武汉
11月10–11日
                                   

 骺漁詵發
武汉理工大学-

法国洛林大学

鞅犜親㮂槂曭蘓㝈搗

　　2014 年 11 月，洛林大学（轻结

构合金设计 [DAMAS] 卓越实验室、让 -

拉姆尔研究所与材料微观结构研究与

力学实验室）与武汉理工大学（材料

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硅酸盐

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光纤传感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召开中法先进

材料研讨会。21 位法国学者和 40 多

位中国学者参加。

　　两天的主题讨论会围绕五大议题

展开：轻质材料、纳米材料、光学材

料、轻型建筑材料、材料建模与模拟。

会议第三天，法国代表团参观了武汉

的实验室，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单独

交流。

　　武汉理工大学与洛林大学曾于

2012 和 2013 年互相派代表团访问对

方学校。下届研讨会将于 2016 年在

洛林召开。

裛啋莍蟴搗饢媺

　　本次会议围绕四大主题 - 可持续

性创新，科学公信力，神经伦理学和

空气污染危机 - 激发不同学科参与者

之间的对话。

　　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中法社会与

科学联合研究院的各研究方向，本次

会议开启了中法对于科学的社会向度

的思考。本次会议还总结评估了四年

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集团和华东师范

大学之间充满活力的合作。

鞅裛䈍鲳犜檯檯嗧裛啋蘓觙鞅峂
裛啋餑紛悺腍蘓㝈搗

　　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资深学者联谊会于 2014 年 11 月

在北京主办了中法科学关系与科学国

际关系战略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就两个机构

国际合作的战略和路线图、强化研究

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法研究合作的融

资程序、中法合作的公私伙伴关系及

未来双边科学合作的机会进行了建设

性的交流。

跡曬樥峅焥莀扨悺㣻䰯MCB䰰

　　创立于 1998 年的米其林必比登

挑战赛是一项旗帜性的盛事，在几天

内汇集了几千位政府、企业、科研及

媒体代表交流可持续交通面临的挑战

和解决方案。 2014 年挑战赛的核心

主题是交通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

利的中心作用。

　　本次挑战赛包含六大活动：技术

和拉力测试，车辆测试，创新中心，

专题研讨和会议，决策者论坛和公众

见面会。

METISLAB喰䘼喿悧骶犜檯檯
嗧裛啋蘓觙鞅峂莍檯䇰镃餑喰䘼
喿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昂应

用科学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

滨医学院在 11 月 14 日签订了建立

METISLAB 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协议。

另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里昂应用科

学学院还签订了双文凭项目协议。

　　本次签约仪式的同时还召开了一

哈尔滨
11月11-14日

 骺漁詵發
哈尔滨工业大学 

- 里昂应用科学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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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关工程培训交换学生和交换教师

的科学研讨会。

　　METISLAB 实验室是专门进行医

学图像处理和分析的实验室，尤其擅

长心血管照相和癌症照相。本实验室

旨在加强医学图像领域的中法联合，

构建现有和未来合作并创建中国研究

的“法国”模式。这所实验室里汇集

了四十余名研究人员、工程师、博士

研究生和博士后。

　　METISLAB 实验室法方负责人伊

莎贝尔 - 马格南女士，在 2012 年获

得了由中国政府为外国科研人员颁发

的最高奖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女士于 2014 年 9

月访问了法国里昂的应用科学学院。

┳鞅犜焥㬩㕣㵷鲰莍觠䆟犜┴蘓
㝈搗

　　2014 年 11 月 13 日，五十余名

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界的代表

和学生齐聚法国驻华大使馆，围绕空

间法，从不同方面对正处于蓬勃发展

的这一交叉学科开展了丰富的讨论。

报告的内容尤其关注两国航天活动的

组织以及对空间法带来的影响。

　　本次活动的开展得益于两国大学

间建立的伙伴关系：巴黎十一大空间

和电信法研究所（IDEST）同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之间的合

作。

鞅犜褻薩鲽鈙瑼楰僊曒僇╕獤㵸
檯䇰啋榐蘓㝈搗

　　一个有关科学史尤其是大地测量

学和国土科学历史的中法学术研讨会

于 2014 年 11 月在海南岛举行。距今

三百年前在中国南海进行的天文大地

测量，是中国乃至世界地图测绘史上

前所未有的盛举，当时对地球形状（扁

平的、长的、正圆形的）的讨论非常

激烈，只能通过实验来解决。康熙皇

帝在接受了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数学

教育之后，他像路易十四国王一样，

对艺术和科学表现出了皇家支持的意

愿。

　　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历史研

究所、国家天文台和巴黎天文台的科

学家们做了报告。与会者们还为清康

熙天文大地测量遗迹纪念雕塑墙揭

幕。这块雕塑距现在位于天涯海角公

园的清天文大地测量遗迹 “海判南天”

石刻不远。

鞅犜崬扏銁丷䃱墜咼圏啋榐蘓㝈
搗

　　中国工程院与法国国家技术科学

院及法国科学院多年来保持着紧密的

联系，在此背景下，法国科学院常务

秘书、法国科技创新大使 Catherine 

BRECHIGNAC 女士率领了一支由十

几位高水平法国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于

2014 年 11 月访问北京。这些专家来

自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技术领域，特

别是能源与交通领域。值此机会举办

的中法研讨会总结了中国在这些领域

的情况并介绍了法国公共与私营机构

的经验和技术。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出席会议。

北京
11月13日
                                    

 骺漁詵發
法国驻华大使馆

三亚
11月14-18日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技术史

学会 - 巴黎天文

台

METISLAB 国际
联合实验室协议
签署仪式

北京
11月17–18日                                                                                              

 骺漁詵發
中国工程院 - 法

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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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分为“城镇空间与发展模

式”、“环境保护与能源利用”、“绿

色交通与绿色建筑”和“社会治理与

城市更新”四个高端论坛，讨论了可

持续发展措施对城镇化以及城乡关系

的不同含义。

　　此次研讨会介绍了法国对中国环

境相关领域的贡献，并讨论了沈阳、

广州与武汉等双边生态社区项目。

鞅犜雈㲐陓苂蘓㝈搗

　　两天来的各种讨论全面概述了最

新的管理标准和用以改善患者临床治

疗的创新护理方案。除了大会报告外，

与会人员还与公众就最复杂病例的最

佳治疗方法及新的手术替代方案进行

了交流。

　　在会议期间，Gustave Roussy 研

究所，Marie LANNELONGUE 手术中

心和中山大学肿瘤中心签署了一份旨

在深化合作和促进青年人才交流的谅

解备忘录。

鞅犜鉇隓胈箹啋蘓㝈搗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与法国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联盟

（AVIESAN）细胞发育和进化生物学

ITMO 于 11 月在北京主办了为期两天

的研讨会。

　　在三场分题讨论会上，12 名中法

专家介绍了各自近期的研究。在这些

科技报告会之后，还进行了一场关于

探讨两国在本领域建立合作关系的专

题会，会后青年研究学者们还参观了

部分实验室。本次研讨会涉及的研究

主题非常广泛，包括细胞内吞生物过

程中质膜修复和内吞机制与细胞质中

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出席座谈会的

法国研究学者中有三名是欧洲科学研

究委员会（ERC）项目的持有者。会后，

参会者们开展了众多交流和讨论，为

开展该领域高层次合作项目提供了机

遇。

犜鞅℉偢燫橸鲳繭傛啋榐蘓㝈搗

　　本次会议旨在探讨近期热点：土

壤为人类提供的综合效益（整体式分

析），如供给（食物、能源、水）、

调节（气候、热量）、文化（美学方面，

娱乐的或风趣的）或者支持（土壤质

量、生物化学循环）。对其他主题，

如土壤污染和空间污染的联系，以及

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市政园林也进

行了讨论。

　　 本 次 会 议 中 也 展 示 了 法 国

Econick 公司开发的研究成果，例如

从镍超积累植物中提炼出镍，并且用

途还非常广泛。

　　在会议期间，法国农业科学研究

院和中山大学、广东省科技厅签署了

建立中法土壤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的

意向书，并围绕实验室的建设展开了

讨论。

广州
11月22日-23日   

 骺漁詵發
中 山 大 学 肿

瘤 中 心 - 法 国

Gustave Roussy

研 究 所、Marie 

LANNELONGUE 

手术中心

广州
11月23-25日 

 
 骺漁詵發

中山大学 - 洛林

大学、法国农业

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月22–23日 

 
 骺漁詵發

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 法国国家

健康与医学研究

院（INSERM）

法中土壤污染与修
复学术研讨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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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
11月26-27日  

                                     
 骺漁詵發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克莱蒙费朗第

二大学

巴黎
12月2日 

 
 骺漁詵發

《研究》杂志

里昂
12月10日-13日
   

 骺漁詵發
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 - 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里

昂催化研究所 

上海
12月13日
              
 骺漁詵發

上海交通大学、

瑞金医院 -  法国

高等精神运动与

康复学院

中法医学论坛 - 精
神 运 动 康 复 的 现
在与未来

崬扏銁咼圏軄鉫嬭湱鲳蕩墜蘓㝈
搗

　　2014 年 11 月，可持续发展智慧

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SCSD-FCLAB）

在威海举办研讨会，来自中国、法国、

美国十几家高校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会

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城市、城郊

和农村环境监测及人员和物资流动支

持系统与服务设计。

　　该联合实验室成立于 2012 年，

2013 年 1 月被认定为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国际联合实验室，参加合作

的中法机构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克莱蒙费朗一大、克莱蒙费朗

二大、法国国立圣 - 艾蒂安纳高等矿

业学校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キ鲳鞅檯掃饃嚇朙䱁榊槡莍禫礋ギ
蘓㝈搗

　　2014 年 12 月，法国《研究》杂

志与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国民教育、

高等教育及科研部主办了第二届中法

科研与创新合作研讨会。

　　研讨会首先讨论了中法机构合

作，中法合作现状

及中欧框架下合作

的进展情况。中法

企业和创新机构还

介绍了成功合作的

经验。

　　会议的第二部

分则讨论了中法未

来合作的三个主题：

城市流动性与智慧

城市、环境与公共

卫生。

謓穀囶鞅犜僇煿緀侻蘓㝈搗

　　继 2008 年北京，2010 奥尔良和

2012 年青岛三届会议后，2014 年大

会在里昂举行，汇集了数百名大气化

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两国的政府

部门代表。本次会议不仅梳理了该领

域的双边合作情况，也加强了研究人

员之间的联系。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不同主题包

括污染物排放，大气化学过程，空气

质量检测和气候变化建模，以及现行

的或构建中的相关法规问题。

鞅犜蹠蠦㭷淵鲺䑇儺啋㝚▍

　　在瑞金医院召开的首届中法精神

运动专题座谈会吸引了来自多家医

院、大学、养老院和协会的 200 多位

与康复学、老年学、儿科学和神经学

相关的官员、教授、医生和护士。12

位中法专家在会上发言。本次会议提

供了中法双方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交流

知识和经验的契机，也让人们更好地

了解到中国的需求，为将来的合作指

引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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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法合作的先锋领域，1997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政府间协

议奠定了两国航天合作的基础。在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主席和中国

国家航天局局长的领导下，中法航天合作联委会定期召开会议。航天

合作涉及的议题包括空间应用、科学领域、微重力和商业发射服务。

2012 年夏，双方通过信件来往，增加了载人航天领域合作，并确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为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在该领域的对话伙

伴，从而完善了这一机制。

　　2011 年 8 月 16 日，中国发射了海洋 2A 号海洋观测卫星，搭载

了犜檯㬎㯺萇跡獤㵸齒DORIS，此举是中法两国航天合作领域的首

个重大成果。

　　2015 婾 CardioSpace将被搭载升空，这将是两国在航天领域

的另一项值得期待的合作，同时这也是载人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可

以对天宫二号空间仓内宇航员的心血管功能进行监测。

　　楅桖嚈襖 2018 婾 6 楎咼嚃莍玬狿㕟獤諭柧 CFOSAT以及

2021 婾咼嚃莍僊曒㕟獤諭柧SVOM将使两国在该领域合作达到全

新规模。

讆鍖™鲭䐨殺襖SVOM紼CFOSAT䐨葅莍詒㝎

　　2014 年 3 月 26 日，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主席让 - 伊夫·勒加乐

（Jean-Yves Le Gall）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哲在巴黎签署了旨

在加强中法在海洋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合作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见证了该协议

的签署，该协议细化了中法在海洋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合作条款，

同意共同研制监测海面风浪的中法海洋卫星（CFOSAT）以及监测伽

玛射线暴的 SVOM 天文卫星。双方就这两颗卫星又签署了专项协议。

　　2014年8月2日，让 -伊夫·勒加乐和许达哲在北京签署了专项协议，

细化了 SVOM（空间变源监视器）天体物理科学任务的合作条款。这

一天文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监测和描绘宇宙中能量最大的伽玛射线暴。

SVOM 卫星搭载四个探测工具，一台 X 射线天文望远镜（MXT），一

台 X 射线和伽玛射线相机（ECLAIRs），一台伽玛暴监视器（GRM）

和一台光学望远镜（VT）。伽玛暴的探测结果将立刻传回地面以供其

他天文望远

镜对其进行

观 测。8 月

2 日在北京

签署的协议

明确了法国

国家空间研

究中心和中

国国家航天

局的责任划

分，并确定

于 2021 年发射 SVOM 卫星。法国国

家空间研究中心的合作伙伴—法国原

子能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在

法方所提供仪器的研发中将起到关键

作用。该项目的卫星与平台由中方负

责，而仪器设备及地面部分的工作由

中法双方分担。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

心确保项目管理和所有法方工作，包

括由图卢兹空间中心承造的 MXT 和

ECLAIRs，以及法方所负责的地面部

分工作（MXT 和 ECLAIRs 控制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预警天线网）。

　　2015 年 1 月 29 日，法国总理访华期间，让 - 伊夫·勒加乐和许达

哲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加速 CFOSAT 海洋观测卫星任务（中法海洋

卫星项目）进展。在法国总理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共同见证下，该协

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CFOSAT 是一个海洋观测科学任

务，目的是研究海洋表面风场和海浪情况，以提高海洋气象预报能力

和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为此，CFOSAT 将携带两个主要仪器：一

台“海浪”散射计——由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提供的 SWIM（海浪

波谱仪）以及一个“风”散射计——中国国家航天局提供的 SCAT。

中法海洋卫星预计于 2018 年 6 月前由中国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该协

议的签署将加快中法海洋卫星项目的实施，并为未来利用科学数据及

其随后的应用合作奠定基础。协议重点强调应不遗余力地在国际科学

界内推广以优化 SWIM 及 SCAT 数据的应用。签字仪式后，让 - 伊夫·勒

加乐表示：“该协议赋予中法海洋卫星项目新的契机，同时也在气候

变化问题的范围之内，使之能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做出重要贡献，这

也将引起今年 12 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关注。”

鳕鳟觠䆟僊曒蘓㝈搗

　　2015 年召开了两个中法科技研讨会，分别以 SVOM 项目两大互

补主线为议题。这些活动总结了当前的认知，促进了中法两国青年研

究人员的培养，有利于 SVOM 观测项目的筹备。

　　2014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在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

（FCPPL）的支持下，在 LabeX UnivEarthS 框架内，在巴黎举办了第

一场研讨会，聚焦近太空伽玛射线暴和新信使之间的联系。

　　10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的支持下，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举办了第二场研讨会。会议聚焦伽玛

射线暴和远太空研究之间的联系。

　　2014 年 11 月 13 日，在法国驻华使馆举办了名为《中法比较视

野下的空间法》的研讨会（参见 24 页）

中法空间领域合作

2014 年 8 月 2 日的签字仪式 罎
箁
箂
榯
 C
N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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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科学家讲坛
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主办，中方合作机构的承办下，七位法国杰

出科学家受该活动邀请在广州、北京和武汉举办讲座。

　　Bernard MEUNI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前主席，现任法国科
学院副主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主任级研究员，他致力设计
与开发针对包括阿兹海默症和疟疾在内的数种疾病的治疗性因子。
　　Meunier 先生于 2012 年被广东省选为“广东省领军人才”，是广
东工业大学化学院 “百人计划”特聘教授；他亦受聘为广州南方医科
大学客座教授。

　　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遭遇人口老化问题，神经退化性疾病的影

响日益增重。包括阿兹海默症在内的这类疾病，均很难医治并正逐步

成为治疗创新的首要挑战。即便已经付诸大量努力，在过去二十年间，

人类依然无法找到能够阻止此疾病情发展的有效疗法。

　　讲座解答了该领域的众多问题：为什么这种疾病的影响越来越大？

它的病因为何？我们可以探索出能够从初发症状显现起即能遏制其发

展的药物吗？ 

Claudie HAIGNERÉ
裛慬藌㝦鲳嚇朙
北京
4 月 15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华大使馆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

广东科学中心

　　Cédric VILLANI 1992 年至 1996 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大学，
1998 年获得博士学位（导师 Pierre-Louis Lions，1994 年菲尔兹奖得主）。
他任巴黎庞加莱研究所（Institut Henri Poincaré）所长，并在里昂高等师
范学校任教授。他因在朗道阻尼和 Boltzmann 方程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
获得过 2008 年欧洲数学学会奖，2009 年费马（Fermat）奖和庞加莱奖，
2010 年菲尔兹奖。

　　讲座聚焦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为了描述和阐释各类体系（无论是

仅由几个行星组成还是某个星系中数以千亿计的恒星组成的）的长期演

化进程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部分出人意料的环节为这片未知领域带来了

一线曙光。

Bernard MEUNIER
䇪贍玬䪙臹䱁牳膭蘓觙莍
㮂圏骶飯兙灴銿彚䱆  
广州
3 月 29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 广州图书馆

　　HAIGNERE 女士是医学博士，拥有风湿病学、航空和航天医学专
业证书。她曾于 2002 年至 2004 年担任法国科研与新技术部部长级代
表，2004 至 2005 年转任欧洲事务部部长级代表。2010 年，她被任
命为 Universcience 主席。
　　作为欧洲首位女航天员，Claudie HAIGNERE 是多个法国和国际
科学院院士。

　　普及科学知识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它包含两

大挑战：求知欲和信任。首先，“科技知识与创新”必须用来激发青

少年的使命感和好奇心，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其次，它还

应有助于在科技工作者与整个社会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

　　科学中心与科技馆是为了传播知识及培养动手能力而建立的分享

与联合创造的场所，是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阵地。它们创建的初衷是

结合文化教育政策，缩短科学和公民的距离，普及与共享知识，以便

给人们提供理解我们周围世界并接受新挑战的钥匙。科学中心与科技

馆通过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及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成为实践创新文化教育的良好试验场。

Cédric VILLANI
鉔陝輿啋範軄莍扏魃嵏
北京
5 月 17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华大使馆 -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

中心

广州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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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es HOFFMANN 是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级研究员，他创建了
“昆虫的免疫反应与进化”实验室，并之后领导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
所。他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内分泌学和昆虫免疫学方面的工作。Jules 

HOFFMANN 先生 2007-2008 年任法国科学院院长，他还是美国科学
院、德国科学院、卢森堡大公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因发现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活性作用，Jules HOFFMANN 同他人分
享了 2011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年，他被授予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金质奖。他还获得了许多其他著名奖项，比如免疫学罗森斯
蒂尔奖（2010 年），庆应义塾医学奖（2011 年），2011 年盖尔德纳
基金会医学科学奖和 2011 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报告介绍了在先天免疫细胞组织和分子组织方面的最新发现，并

证明他们是出现在最早期多细胞生物的体内（距今大约十亿年），且

在当今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除了在哺乳动物中起到抗菌第一道防线

的作用外，先天免疫还对这一种群的适应性免疫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

作用，在疫苗接种时需要添加辅药就证明了这一点。

　　Françoise BARRE-SINOUSSI 是 法 国 国 家 健 康 与 医 学 研 究 院
（INSERM）主任级研究员，法国巴斯德研究院教授，并领导逆转录
病毒感染调控研究单位，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主要从事逆转录病毒
的研究。她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艾滋病病毒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而闻名世界，特别是 1983 年发表的发现新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的论文。Françoise BARRE-SINOUSSI 女士独立或参与发表 270 多篇
科学论文，是多个法国或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
　　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Françoise BARRE-SINOUSSI  和同事
共同获得 2008 年诺贝尔医学奖。她在 2009 年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
并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间担任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

　　自 1981 年出现首例艾滋病和 1983 年发现艾滋病病原体 - 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以来，人类已经在艾滋病病毒感染预防和治疗手

段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使艾滋病从致死性疾病变成慢

性疾病。

　　BARRE-SINOUSSI 在报告中讨论了患者面临的现实挑战，无论在

接受日常治疗方面，还是在经济负担方面。实际上，这些抗逆转录病

毒治疗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因为艾滋病病毒潜伏在许多器官的细胞内。

在概念验证研究等多方面取得的最新科研进展给予人们真实的希望，

因为它们为实现治愈艾滋病或长期缓解病患带来了新的治疗战略。

　　Michèle LEDUC 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Kastler-Brossel 实验室
的荣誉主任级研究员，法兰西冷原子研究所所长，她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光网络中的冷凝物，和开发新的肺部核磁共振（IRM）成像技术，
该技术使用了超极化气体，对医学诊断起到了推动作用。
　　她自 2012 年起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席，她一
直对图书编纂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长期致力于推进物理学和科学
影像事业的发展。她还是“妇女 & 科学”协会的创始成员。

　　科研活动的使命，是为人类的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作贡献。然而，

科研国际化和科研经费筹措问题使科研人员如今的工作环境变得极具

竞争性，并承受绩效考评的压力。这使得他们在开展专业科研活动时，

可能会偏离负责任的道路，从而可能会降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本讲座指出了那些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如剽窃、篡改和捏造

科研成果。这些行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传统的科学出版模

式正在转向“开放存取”的新出版模式。

　　Philippe CIAIS 是碳循环专家，曾在国际著名科学期刊上发表过
350 多篇科学文章。他是地球科学和生态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100 位科学家之一。
　　Philippe CIAIS 创建了欧洲综合碳检测系统 (ICOS) 以监测欧洲温
室气体排放。他是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家小组（GIEC）成员，是该小组于 2013 年 9 月发表的第五份
报告“碳循环”章节的协调作者。

　　Philippe CIAIS 的两场报告解释了碳循环和全球温室效应气体的减

排行动。在过去 60 年中，大约一半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因化

石能源的燃烧与森林砍伐引起的，已被海洋及大陆生物圈中的天然碳

汇所吸收。

　　他还着重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每年 3% 的

速度增长。以及十年间全球陆地碳汇的可变性及趋势。

Jules HOFFMANN
親僊頃臑䱁摻枼龘囂鉑跰
北京
6 月 13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华大使馆 - 中国科学院大学

Françoise BARRÉ-
SINOUSSI
≦饖疻臷牳庿飨㦑鲮
北京
10 月 20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华大使馆 -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

治协会

Michèle LEDUC
裛蘓喰㦗峅䐪灳葍紼㢿
㣃瘡 
广州
10 月 22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 广东国际科技

中心

Philippe CIAIS
湯嚘愛熚墜蜛捴晫䰳嚈閏繋
煿結噲梱掜脅≦ 2“C懲審
北京
10 月 28 日

 主办单位
法国驻华大使馆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
10 月 30-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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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系统论坛 21 中法学术研讨会：化学构筑美好生活（武汉） 21

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MCB） 23 中法学术研讨会：化学构筑美好生活（上海） 21

莢嶩鲳㯁莢裛慬 亐虊箹繎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LIAMA)
研讨会

8
粒子物理：第七届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学
术研讨会

4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开放日和
基于组件的高可靠性信息系统研讨会

12 第一期沈阳科技咖啡角讲座 5

关于新一代绿色无线网络的国际研讨会 15 科学家报告会 -  Serge HAROCHE 6

OW2 国际开源软件编程竞赛颁奖活动 16 “希格斯玻色子”系列报告会（兰州） 22

华为 IN-PULSE 数字论坛 20 “希格斯玻色子”系列报告会（北京） 22

可持续发展系统建模与优化研讨会 26

暵啋
嚇朙 科学家报告会 - Cédric VILLANI 6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成都 17 中法应用数学和科学计算会议 8

科技法兰西：非常法国，非凡创新 17 中法非交换几何学研讨会 9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上海 / 苏州 17 杰出科学家讲坛 - Cédric VILLANI 28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深圳 17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北京 / 天津 17 緀侻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武汉 17 农业和森林对气候变化影响会议 12

法国创新技术展示周 - 珠海 17 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 13

中法合作团队创新奖 17 中法西藏地质学及地质构造学研讨会 14

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22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年度会议 14

海洋学预报和分析 15

媢胔箹繎 “武汉，2014-2049 可持续城市” 20

索邦大学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PRES）- 哈尔滨工
业大学研讨会

4 中法可持续城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24

上海交大 -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科学月 6 法中土壤污染与修复学术研讨会 25

第七届法国中央理工大学 - 北航学术研讨会 8 第四届中法大气环境研讨会 26

中欧材料和能源技术大会 9 杰出科学家讲坛 - Philippe CIAIS 北京 29

中法高性能表面工程研讨会 14 杰出科学家讲坛 - Philippe CIAIS 武汉 29

中法先进材料研讨会 23

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活动总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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胈箹┫儺啋 页码 裛啋鲳蟴搗 页码

第六届中法国际乳腺癌高级学术论坛 5 Universcience 专项奖（北京） 4

中法卫生法学与生命伦理研讨会 6 Universcience 专项奖（巴黎） 4

中医 -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补充医学研讨会 7 上海试验项目 (Experimentarium) 6

南京第一届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国际学术论坛 7 法国，科学的形象 8

昆明中法中医药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7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创新节 18

昆明学术研讨会 ：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基础研究 7 留法学友俱乐部科学分会成立 18

广州中西医结合妇科研讨会 7 科学的社会向度 23

中法生猪产业合作五十年 8 《中法比较视野下的空间法》研讨会 24

武汉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竣工仪式 11 十八世纪清朝大地测量学中法研究 24

中法埃博拉及新发传染病防控研讨会 11 杰出科学家讲坛 - Claudie HAIGNERE 北京 28

神经生长因子和神经营养因素：新概念、新机制、新
技术

12 杰出科学家讲坛 - Claudie HAIGNERE 广州 28

第二届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 12 杰出科学家讲坛 - Michèle LEDUC 29

中法放射物理剂量及质量保证研讨会 13

食品营养与安全和药物化学中法联合实验室 13 裛慬晬譐
第四届中法医学研讨会：传染病、炎症与癌症防治 14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 3

昆明甘美医院建院一百周年 15 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第六次研讨会 4

干细胞治疗法：化阻力为机遇 15 武汉领区学者和科学家会议 5

第二届中法肿瘤学研讨会 - 癌症与免疫 16 法国科学院法中科学奖颁奖 15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18 首届“高教·科研·创新—中法合作日新月异”交流大会 19

中法再生医学研究网络会议 22 中科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合作战略研讨会 23

Metislab 实验室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联
合实验室

23 “与中国共同创新：未来的焦点”研讨会 26

中法胸部肿瘤研讨会 25

中法细胞生物学研讨会 25 觠䆟
中法精神运动专题座谈会 26 科学家报告会 - Pierre LENA 6

杰出科学家讲坛 - Bernard MEUNIER 28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加强合作 27

杰出科学家讲坛 - Jules HOFFMANN 29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关于
SVOM 专项协议

27

杰出科学家讲坛 - Françoise  BARRE-SINOUSSI 29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海洋观
测科学项目协议

27

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验室空间天文科学研讨会 27

雓畐 中法“起源”国际天文联合实验室年会 27

道达尔中国科学论坛 9

中法能源与环境问题相关过程研讨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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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由法国驻华使馆科技处编辑发行

法国驻华使馆科技处（大陆地区）全体成员均对这期纪念中法建交 50 周年特刊提供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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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t PALUCH

LIU Hui ( 刘辉 )

徐文静 , Axel BONE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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