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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全体大会纪要 

全体大会召开法定人数已达。 

EFIC理事会会长 Philippe Ortiz先生对参加 EFIC年度大会的 60多位学生家长表示欢迎。 

他首先在大会中向大家隆重介绍了 Sylvain Fourrière领事先生，然后介绍 EFIC的总体情况。  

 

EFIC 总体情况（由 EFIC 理事会会长 ORTIZ 先生主持）  

与上一学年相比，学生人数增加了 16人。财务情况也非常令人满意，满意的账务结果足以启动学校的

设备更新，校舍翻新项目。 

在多个已经实施的项目中，我们发现如学校中学生活动空间及有盖休憩空间的重新布置，大大改善了孩

子日常活动空间。 

除此以外，学校还有几项重大创新，其中包括：物业管理公司（FM）外包校舍的维护服务；新的食堂服

务供应商，CP 以上班级学生的自助餐； Pronote 系统扩展到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班级，家

长可以跟踪需要完成的家庭作业和孩子的评估结果，通过现代化应用程序直接联系学校老师或行政管理

人员，关注班级博客等。 

最后，随着 PARLE 课程的扩展，继续追求教学发展，现在包括一小时的综合汉语教学、学校作为 DELF / 

DALF 考试中心的认证，以及在下一部分开发的其他改进项目。 

理事会会长请 EFIC 校长 Grégory Parellada 先生发言。 

 

2021 学年开学摘要（由校长 PARELLADA 先生主持）  

防疫情况总结 

校长回顾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实施的卫生防疫措施。 50% 的机构 100% 是线下教学的，10% 是混合的，

40% 是远程教学的（截至 27-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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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 EFIC，地方有关当局要求的防疫规定继续适用。这涉及到佩戴口罩的义务、对患病儿童的严格监

测、每日体温读数、暂停公共活动和实施疫苗接种等。 

得益于 AEFE 的支持，EFIC 学校得以在良好的条件下继续发展：AEFE 系统下的财政支持以及教师的远程

培训，都是对于教学发展至关重要的。AEFE 在亚太区 20 个国家共有 48 所学校，学生人数超过 22, 000

人。 

 

2021 学年学生人数介绍 

 

尽管因经济形势部分学生的离开，但学校的招生水平仍比新冠疫情前几年要高。 这是一个好消息，证实

了 EFIC 的总体定位，尤其是中学入学率的提高。 

特别是六年级学生人数增加到 18人，以及加开了一个新 CM1 / CM2小学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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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回忆到，尽管 2021学年中学毕业会考因疫情受到了限制，但学生们还是能够在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参加考试并 100%取得文凭！ 

 

教学团队 

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域流动限制，学校仍保持着稳定的教学团队。新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到来得以加强团

队或弥补空缺。我们欢迎新员工： 

- Jean François Houeix先生 (CE2) 

- Habiba Shabiry-Houeix女士 (CE1) 

- Christophe Papillon先生 (体育老师)  

- Fabrice Levillain先生 (CE代课老师) 

- Yongyi Li女士(行政秘书)  

 

教学概述（由 EFIC 校长 PARELLADA 先生主持）  

校长重申 EFIC的四个价值观： 

 卓越 

 接近 

 学习的乐趣 

 世界公民 

正是围绕这些价值观，学校的教育发展得以组织并得到全体教职工的支持。 

校长又再回顾了建立项目的重要性，该项目汇集了将在 2021 年至 2024 年之间的 3 年内实施的 38 项详细

行动。目前，建立项目可在  EFIC 网站上找到。网址：https://www.efcanton.com/projet-etablissement-

2017-2020/。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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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现卓越目标的一些基本行动： 

 AEFE培训计划   

在 AEFE 框架内进行了 12 次实习（中学 6 次，小学 6 次），以及继续内部培训。 

 两个月一次的视频会议 

与 AEFE亚太区的所有管理人员一起进行。 

 Delf-Dalf 考试中心 

EFIC 现在是 DELF-DALF 考试中心。去年有 19名学生报名考试。 

 数学计划 

为了实现法国国民教育的目标，EFIC 将继续致力于实施数学计划。 

 中学会考成绩 

中学会考对 EFIC 学生来说是成功的，尽管由于防疫限制考试条件非常困难，100%的考生通过中学会考。 

 Cycle 4 认证 

EFIC 的 Cycle 4 认证很重要。它将为学校带来严格等同于法国中学的地位，特别是可以在初三年级进行现

场直播教学，并最终在 EFIC通过DNB。鉴于去年，由于防疫限制，检查员的现场评估不得不推迟。2021-

2022 学年我们已经提交了新的注册延期申请。 

 

接近 

尽管有防疫相关的限制，EFIC 全年都仍会开展许多教育活动。家长们都会收到相关通知。新学年开学的

家长老师见面会是面对面线下进行。学校为保持与家庭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在学校微信公众

号上发表了 22 篇文章，制作了几个视频片段。每位老师可以通过 Pronote Primaire 分享班级生活供家长

查看。 

您们选举的代表可以传达和补充信息，以保持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持续对话。校长同时感谢已离任的各位

家长代表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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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大会和学校理事会是参与我校民主生活的主体。学生会和中学生活委员会（CVLC）为此做出了许多

贡献并参与了公民教育。 

中学家长自去年开始使用 Pronote这个数字工作环境 (ENT)。Pronote 小学版本在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学习的乐趣  

学校的图书馆正在发展扩大，并拥有 3,000 多本书目。学生定期会去图书馆选择书籍借阅。在这过程中，

EFIC重申了阅读乐趣在学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二届的学校开放日在 2021 年 7 月举行，感谢教师的参与它再次取得成功。本次夏令营吸引了 76 名孩

子，其中 15名是 EFIC校外的孩子。 

在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参与下，改善学校膳食也是享受学校乐趣的一个关键点。 

为改善学校生活做出了许多调整：创建中学生活动空间、翻新教室、更换学校家具、提高互联网速度、

翻新食堂。 

最后，课外活动延伸： 

• 第一学期提供 19个课外活动课程  

• 课外活动提前注册及开学注册  

• 新的课外活动教师   

• 自小班至高三都可选的课外活动  

• 新课程：少儿汉语，剑桥英文    

 

世界公民 

母语非法语家庭接待计划已实施第二年。非法语学生新家庭的接待是一个迎新项目由协调员负责。目前

已有 10 名学生受益于 FLSCO（“法语教学”）项目。 

英语强化外语课程 (PARLE) 自 2019 学年开始以来已实施。 2021 学年开始时，现代语言艺术实践时间可

由家庭选择提供英文或中文（“汉语+”系统）进行。 30%的小学生选择了“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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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语联盟的合作为 EFIC 家长专属提供法语课程，并可以优先访问目前位于中国广州市越秀区北郊场横

路 12 号物资大厦的图书馆，邮编：510050。 

校长之后有请 EFIC 财务主管 Laure Desmonts 女士发言，介绍 EFIC 的财务状况。 

 

财务报告（由 EFIC 财务总监 DESMONTS 女士主持） 

财务总监首先提交 2020/2021 年的资产负债表，然后是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 资产负责表是正数的，

但在开始前先回顾一下账务管理规定。 

 

EFIC 财务规定回顾 

尽管财务状况良好，但仍然经常出现违反财务规定的情况，这可能会危及学校的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将加强法规的适用。以下是要记住的要点： 

 账单付款时间表 

o 第一学期：账单 7月寄出，最后付款日 9月第一周 

o 第二学期：账单 12 月寄出，最后付款日 1 月第一周 

o 第三学期：账单 3月寄出，最后付款日 4月第一周 

 如果到期未付款： 

1. 第一次提醒到期 

2. 发催款通知书五个工作日后，发送第二次催款通知书并附有 3%的滞纳金 

3. 每超过一个月滞纳，将在累计到期金额上又叠加 3%的滞纳金 

4. 如果仍未缴纳将注销学生注册 

财务总监重申理事会正在尽其所能避免各种困难。她坚持认为，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必须与理事会成员

沟通，寻求解决办法；最糟糕的情况是无法联系到有困难的家庭并且也没有表现出找解决办法的意愿，

即使是分阶段解决暂时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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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收入、支出及资产负债表 

财务总监用图表展示了收入和支出： 

 

                                                2020年收入           2020年支出 

 

学费仍然占收入的大部分。然而，2021 年收入水平对比预算要高，目前为 1,650 万元人民币。收入意外

增加的原因是： 

 学年内注册 

 课外活动和学校开放活动的成功 

 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特殊 AEFE 赠款（30,187 欧元） 

支出保持平衡，工资的大部分主要用于人力资源政策。 

在介绍 2021 年资产负债表时，财务总监评估了当前的财务状况： 

 年末现金：700 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营运三个月的法定公积金，约 400万元人民币；因此有 300万元人民币的储备金。 

 由于这一积极结果，预计 2021-2022年学费的增长将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目前来源于官方的数

字估计为 2.5%。 

在介绍 2021 年资产负债表时，财务主管评估了当前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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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财务预算 

2021-2022 年预算是基于 160 名就读学生人数。 

该预算允许学校为目前已经使用 5 年的 EFIC 设施规划投资。工程、设备投资和 IT 安装都按计划进行。这

些投入帮助宣传我们的学校。对人力资源的思考将是我们下一个话题，我们将始终以改进教学为目的。 

从保守的角度来看，该预测还考虑了新班级的开设以及 AEFE收费恢复正常的情况。 

 

代表选举（由 EFIC 理事会会长 ORTIZ 先生介绍） 

会长要求出席 EFIC大会的家长选举理事会成员和家长代表。 

选举共有 76 票（包括代理人票）。 

四人被正式提名为会长、副会长、账务总监和秘书四个职位的理事会成员。会长问是否有其他人希望提

名，无人示意。会长主持投票，四名候选人被多数选举产生，他们是： 

 Philippe Ortiz先生，理事会会长 

 Christophe Bilde先生，理事会副会长 

 Laure Desmonts女士，账务总监 

 Jean-Christophe Roinné先生，秘书 

理事会职责是监督协会和 EFIC 的运营和管理。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与他们联系：

comitedegestion@efcanton.com . 

三人分别正式担任幼儿园、小学、中学家长代表。在会长的公开请求下，会议室内的三人作为候补身份

出场。会长主持投票，以下六人被多数选举产生，他们是： 

 幼儿园: 

o Sevag Baroudjian先生 (正式) 及 Jonas Guiet先生 (候补)。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与他们

联系：rpmaternelle@efcanton.com 

 

 小学部: 

o Antoine Savary先生(正式)及 Patrick Weyer-Brown先生 (候补)。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

与他们联系：rpelementaire@efcanton.com 

 

 中学部（初中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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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ierre Chatelain先生(正式)及 Fabien Charneux先生 (候补). 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与他

们联系: rpsecondaire@efcanton.com 

家长代表参加学校理事会。他们对 EFIC 的教学提出任何宝贵意见和建议。 

您可随时通过以下网址获取家长代表的联系方式： https://www.efcanton.com/association-de-

letablissement/ 

 

问题 – 答案 

理事会会长以提问环节结束会议。 

会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了解学校搬迁项目的进展，，该项目在去年引起了很多问题。 校长宣布关于学

校未来发展的问题沿着两个轴展开：继续与当地政府的许可证申请，当月已提交了 400 页的新文件；每

周从合规和预算角度继续努力寻找适合 EFIC 的地点。 

全体大会在各位家庭的支持下以开胃酒晚餐结束。 

写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 

 

纪要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