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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7月 22至 24日：在巴黎国际大学城举行论坛组长碰头会

• 奥一网综合报道：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组长碰头会在巴黎启动，200精英共议四大挑战。 
 –阅读文章  428.0 Kio PDF (1) , 428.0 Kio PDF (2)

• 人民网强国论坛报道巴黎组长碰头会
• 阅读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文章：皮埃尔·   –卡蓝默谈中欧社会论坛；阅读文章  223.8 

Kio PDF (1) , 352.7 Kio PDF (2)

•  阅读报道文章：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组长碰头会在巴黎启动 200精英共议四大挑战 
 –阅读文章  309.2 Kio PDF (1) ,350.4 Kio PDF (2)

• 南方都市报和中国日报分别发表采访罗卡尔文章 - "  中国和欧洲要抓住历史机遇，共同规
”  –制世界金融体制的新秩序。 阅读文章 206.7 Kio PDF  –阅读文章  271.8 Kio PDF

• 南方都市报刊发特派记者蓝云专访前欧盟驻关协大使保罗.张万亭文章  “： 除了贸易或煤
”  –炭，世界还有其他价值 阅读文章  464.6 Kio PDF

• 2009年 5月 19 “日，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卡蓝默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谈 强坛十年与公民对
话”。

• 阅读全文   (PDF,210ko)

• 2009年 5月 1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专题新闻“香港理工大学将成为第
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的东道主”。(PDF,115ko)

• 2009年 4月 14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报道中欧记者座谈：“新闻报道原则：双方分歧何
在？”(pdf,131,3ko)

• 2009年 4月 2  日：吴建民大使客访人民网强国论坛并表示：中欧社会论坛有助于融解中欧人民
误解

• 下载人民网报道(PDF,44,1 kb)

• 浏览人民网报道

• 2009年 1月 11 •日：论坛创始人之一，吴建民大使做客奥一网中欧社会论坛 中国直播室 （摘
“要） 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 (PDF,158,3 kb)

• 2008年 12月 18日：新华社再次发表潘革平专题文章 “： 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念促使我理解中
”——国 访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卡蓝默”  （国内中央电视台以及 15家媒体和网站分别转载了该篇

 报道）( PDF, 176,6 kb )

• 2008年 12月 13日：  “ ”阮曾媛琪教授做客奥一网 中欧社会论坛：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

• 阅读：阮曾媛琪教授谈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机遇与前瞻 ( PDF, 188,9 kb)

• 2008年 12月 1日  法国 La Croix  报 Dorian Malovic 记者报道 “： 中国利用欧洲显示其强硬的立场” 
( PDF, 54,5 kb )

• 阅读 La Croix   报道全文   ( JPG, 2.5 mb)

• 2008年 12月 1  日人民网章念生报道：  中欧关系波澜惊起有识之士呼吁对话 (PDF, 285 kb)

• 2008年 11月 29  日西班牙 El Pais  报道 (摘要)：“ ”巴塞罗那，架起中欧之间的桥梁  (PDF, 71,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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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El_Pais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_Converted_by_PDF_Suite.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jpg/La_Croix_1er_dec_2008_-2.jpg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_La_Croix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6.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5.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5.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17.pdf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9071501.html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Wujianming__world.people.com_090404.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RFI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RFI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15.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15.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A_19_mai_PIC_et_People.com.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55.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54.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_.pdf
http://IMG/pdf/2_-3.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_1_.pdf
http://IMG/pdf/PIC_2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PIC_1_.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PIC_1_.pdf
http://IMG/pdf/_2.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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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 El Pais      报道原文   (PDF, 93,1 kb)

• 2008年 11月 28  “ ”日新华社潘革平报道：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筹备会在巴塞罗那召开

• 浏览中新网报道| (PDF.210.5 kb)

• 2008年 11月 27日 中国教育报刊登卡蓝默专题文章 “ 以对话方式应对共同的挑战 ” ( PDF, 267 
kb )

• 2008年 10月 20  日 - "共同的挑战决定了欧中广阔的合作前景" : 新华社驻布鲁塞尔记者潘革平专
 访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 (国内 20多家媒体网站纷纷转载了

该专访文章)

• 下载新华网　(PDF, 13,  ２ Kb) 或浏览新华网网页　(最近一次阅读：１１月２日)

• 2008年 10月 03  日 -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启动仪式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
• "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启动剪彩仪式  " (PDF, 183 Kb)或浏览国际广播电台在线 (最近一次阅
读：１１月 17日)

• "  中欧论坛在港设主会场  "   (PDF, 181 Kb) 或浏览南都网 (最近一次阅读：１１月 17日)
• "第三届中欧论坛在香港启动  "   (PDF, 90,2 Kb)或浏览 奥一网 (最近一次阅读：１ 0月 04日)
• 理大办中欧社会论坛推动中欧各国交流协作   (PDF, 104 Kb) 或浏览香港理工大学网. (最近
一次阅读：１１月 17日)

• 2008年 9月 28日  “卡蓝默、于硕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畅谈 行进中的中欧社会论
”坛  (PDF, 328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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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Pierre_Calame_YuShuo_People.com.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Pierre_Calame_YuShuo_People.com.pdf
http://www.polyu.edu.hk/cpa/polyu/hotnews/details_s.php?year=2008&news_id=1495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launching_ceremony_-_3_oct_-_polyU-zh.pdf
http://www.oeeee.com/a/20081004/648579.html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Launching_ceremony_-_oct_08_-_Oeeee_video.pdf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10/04/content_588953.htm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launching_ceremony_-_3_oct_-_nddaily.pdf
http://gb.cri.cn/18944/2008/10/03/2225s2267692.htm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launching_cerenomy_-_3_oct_-_CRI.pdf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0/20/content_10223322.htm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opportunite_cooperation_xinhuanet_zh.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3.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pdf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IMG/pdf/El_Pais_reportag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