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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
公共关系及媒体联络官

常驻 Saint-Germain-des-Prés
的吉兰 · 德皮斯（ Guilaine Depis ）在博萃（ Balustrade ）
欢迎您的来访！您的宣传及公关事宜均可放心地交付给优雅迷人的吉兰，
而您则只需专注于您的工作。 

博萃的创始人吉兰·德皮斯Guilaine Depis
 guilaine_depis@yahoo.com

 电话号码：
 +33 6 84 36 31 85 （最好短信联系）

您在法国有工作、生意、项目或活动要宣传吗？
您是否在独自耗时费力地用不太地道的法语远程联系法国的媒体？  

博萃的本意与扶助支持有关，强调对您的
重视。在激烈竞争的残酷环境中，公司形
象对于扩大知名度及获得认可至关重要。
我将以优雅、风度和机智伴您左右，为您
出谋划策。此外，我还会向您介绍我强大
的关系网，包括记者和名人要人，这是我
在16年的职业生涯中于巴黎Saint-
germain des Près 所累积的果实。

如果您选择将贵公司的形象、理
念、工作和业务托付给博萃，那
么您就是选择了一种“雅致而震
撼”的沟通宣传方式：一如既往
的深思熟虑，活力四射，坚忍不
拔和左右逢源。客户会与我续约是
对我最大的褒奖和肯定。

“我的公司名叫博萃（意为“扶手”），
其寓意与我的工作内容有关：我阅读或听
取您的需求然后提供建议。我值得您的全
心信赖，我会替您应对外界的纷繁复杂，
为您提供支持，定不负您的重托。我将陪
您砥砺前行，助您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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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求，尽请与吉兰 ·
德皮斯联系，其联系方式为： 
guilaine_depis@yahoo.com

法国巴黎
公共关系及媒体传播顾问

在过去的16年，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沟通专家吉兰·德皮斯也随
之开疆辟土，尤其是其作为新闻发布官的业务范围。

现在，她提供的服务内容广
泛，手段包罗万象，其中包
括写作、关系网络、前瞻性
研究等，助您深化创意、施
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以
及提升您的人格魅力。

新闻和公共关系曾使她有机
会磨炼其在出版、商业、人
工智能、政治、经济、奢侈
品、艺术及文化领域的能
力。除此之外，她现在也已
成为活动策划、管理以及战
略影响方面的专家。

她还提供“点菜式”的编
辑服务（其写作工作包
括：演讲写作、命题文本
撰写、专业文本以及其他
领域文本的撰写、编撰整
部书籍等）。

 电话号码：
 +33 6 84 36 31 85
（最好短信联系）

At Les Deux Mag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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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德皮斯的职业生涯始于与出版商和作家打交道的新闻官发布官。

CHRISTINE
FIZSCHER

DANIEL
MESGUICH

 

YOURI
FEDOTOFF

CLAUDE
DELAY

CHRISTIAN 
DE MOLINER

这一领域的职业生涯，使她有机会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她也因此而倍加珍爱成为其生命一部分的文学世界。

克里斯蒂娜·菲茨（Christine Fizscher）
在几年前通过巴黎的邻居认识了吉兰，
她对吉兰充满活力的新闻秘书工作大加赞赏。
当她要出版一本诗集时，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吉兰来做新闻秘书！

克里斯蒂安·德·莫利纳（Christian de Moliner）
在4年内与博萃签订了9份合同！
他对其小说在新闻秘书吉兰的帮助下所获得的媒体反
馈感到满意，因此热情地向大家推荐！

尤里·费多夫（Youri Fedotoff）
在遇到吉兰之前还未进入文学界。
通过博萃的努力，他已成为巴黎丽芙罗素沙龙
(Salon du Livre Russe de Paris）最闪亮的作家之一，
并且他还进入了历史学家图书奖
(Prix du Livre d'Historire）的决赛。
他上了电视，
接受了高质量的采访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吉兰曾在众多观众面前采访了非常著
名的喜剧演员丹尼尔·梅斯奎奇
(Daniel Mesguich）。
后来，她也因此而有机会成为许多戏
剧的新闻代理人。

克劳德·迪莱（Claude Delay）
是最早聘请并信任吉兰担任新闻秘书的作家之一：
吉兰对此永怀感激之心，
并非常高兴地致力于她关于玛丽莲·梦露的书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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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IS
PAHOR

RICHARD
MILLET

SALAH
STÉTIÉ

AMÉLIE
NOTH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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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T E R AT U R E

能接触到一些最著名的法国作家，
无论是他们的名气，
还是其作品中散发出的纯粹的美和力量，
这些都使吉兰深感幸运。

鲍里斯·帕霍尔
(Boris Pahor，1913年8月26日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
是一位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意大利作家，
曾于2017年10月被授予“欧洲公民奖”，
他还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19年，106岁的他成为国际文学系主任。
这位作家给吉兰·德皮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萨拉·斯特提（Salah Stétié）, 1929年9月28日生于贝鲁特，
2020年5月19日死于巴黎，是一位讲法语的法籍黎巴嫩裔作家、
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及外交官。他享誉国际，
曾在1995年的法语国家大奖赛中获奖。
他是茉莉·卡图（ Jasmine Catou）的粉丝，
还向吉兰·德皮斯分享了他对诗和猫的热爱，

艾米莉·诺霍姆（Amélie Nothomb）
是一位讲法语的比利时畅销作家，
非常有独创性的女士，
她的书被翻译成超过35种语言。
她曾于1999年以《昏迷和颤抖》获得了法国学院小说大奖赛。
同一年，她与刚从日本回来的吉兰成为了朋友。
2015年，艾米莉成为比利时皇家法语语言文学学院的成员。

理查德·米利（Richard Millet)，
1953年3月29日生于维亚姆，
他是法国作家和出版商，曾撰写过八十多本著作。
他一直是阅读委员会Gallimard的成员，
他的主要作品均以法文撰写而成，为法国文学带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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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ZEMMOUR

PHILIPPE
TESSON

PIERRE
MÉNAT

RANDA
KASSIS

MARC
LUMBROSO

DANIEL
HOROWITZ

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Y

HISTORY            历史
           经济
       哲学
   政治

吉兰·德皮斯具备出色的通识文化素养，
能在政治、哲学、经济、历史、

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中为您提供支持，
也能够根据需求灵活应变。

在著名记者菲利普·泰松（Philippe Tesson）
的指导下，吉兰·德皮斯在她的早期职业生涯中铸就了自己的写
作风格。

吉兰·德皮斯对地缘政治兴趣浓厚，
并曾有幸与叙利亚政界人士兰达·卡西斯

(Randa Kassis）合作。

博萃有许多犹太客户，
但只有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
主要定居在以色列。得益于博萃在网络媒体对他的宣传，
他获得了一位以色列出版商的赏识，
后者决定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语。吉兰
·德皮斯的努力间接促成了这段佳话。

曾驻罗马尼亚、
波兰以及荷兰的前法国大使皮埃尔·梅纳特

（Pierre Ménat）
先后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两任总统

（雅克·希拉克和弗朗索瓦·奥朗德）担任顾问。
自2017年以来，皮埃尔已成为博萃的常客，
并将所有著作的出版事宜均交由博萃负责。

吉兰·德皮斯与备受争议的辩论家（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
艾瑞克·泽穆尔（Eric Zemmour）建立了友谊。
此外，由吉兰负责宣传的许多其他作家都乐意与艾瑞克
·泽穆尔结交，例如前面提及的克里斯蒂安·德·莫利纳
(Christian de Moliner）。

马克·伦布罗索（Marc Lumbroso）
在一篇政论中曾谈到他和犹太社区之间的联系，

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
这篇文章对于法国人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

他也是巴黎第十六区的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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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IC LEBRETON

SERGE MOSCOVICI 

社会学家

艾瑞克·热（Eric Jeux) (工程师）

GUY VALLANCIEN 

外科医生

目前，博萃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拓展业务。

 
凭借着高质量的服务，

吉兰·德皮斯为其合作的第
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客
户开辟了最佳发展道路。

盖·瓦朗西安（Guy Vallancien），
著名外科医生兼法国医学院成员，
委托博萃负责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一文的媒体联络事宜。
他是数字化新真实基金会 ( Digital New Real Foundation）的成员之一。

埃默瑞克·里伯顿
(Emeric Lebreton)
曾获法国高等社会科
学院的社科博士学位，
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他委托博萃负责其论文
《机器人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吗？》
的媒体联络。在巴黎的人工智能大会上，
他与吉兰·德皮斯进行合作。

博士

皮埃尔·穆尼埃·库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伊曼纽尔·拉扎德(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合著了
《计算机科学发展史全解》。
该作品由“EDP Science”--精密科学
（EXAS)旗下最好的法国出版商出版，博萃负责该作品的媒体联络。
目前，皮埃尔·穆尼埃·库恩正在就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开端进行创作。

艾瑞克·热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自2017年起成为博萃的常客。
作为一名可再生能源工程师，
他创作了许多关于虚拟宇宙的科幻小说，
并为教师打造了远程教学平台。此外，
艾瑞克·热在数字化领域成立了几家公司。
疫情封锁期间，他还成立了IFESD。
该平台基于MOODLE技术，
满足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需求。

皮埃尔·穆尼埃·库恩
(Pierre Mounier Kuhn)
和伊曼纽尔·拉扎德
（Emmanuel Lazerd)

2011-2012年，吉兰·德皮斯曾任法
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EHESS)
传媒、出版主管，
并与著名社会学家（大众心理学）
谢尔盖·莫斯科维奇
(Serge Moscovici）建立合作。

         国际数学博览会是
         博萃的忠实客户。
在2020年，
我们的合作伙伴 Scaleway
公司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因此，
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也成
为博萃负责的主要领域之一。

文化博览会及数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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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ES
BONTAZ

GUILLAUME 
DUBOIS

ALAIN
SCHMOLL

DAVID
POUYANNE

博萃有幸与法国许多经济实力雄厚、最具发展前途的重要企业家
（如伊夫·喷达和大卫·普扬）建立了合作。

不仅如此，博萃与小型企业（如旅行社）也有合作关系。

纪尧姆·杜波依斯（Guillaume Dubois）
创办了“国内旅行”旅行社，
并且自1995年起开始组织文化/心灵之旅。
2018年，他将旅行社的媒体联络工作交付给博萃。
(照片摄于大君王宫之顶，斋沙默尔，拉贾斯坦邦）

大卫·普扬是从事商业房地产开发的全球运营商。
他在法国 Pouyanne
 银行的企业融资部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13年后，
他成为该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金融学家普扬是区域影响力投资的专家，
其投资涵盖三大领域：专业地产、可再生能源以及地方产品。他相信，
博萃能为他们团队的媒体宣传保驾护航。

阿兰•施莫尓（Alain Schmoll）
任东伦敦包容性企业区（ELIEZ）
首席执行官，他是一名独立调解员，
也是一名作家。 
东伦敦包容性企业区
专注于终饰工程，
并开拓了设计制作业务和提高
建筑物的环境绩效的相关业务。
以员工关怀管理而著称的阿兰•
施莫尓同样选择博萃为其
负责媒体联络事宜。

博萃通过媒体发布了第一部企业小说，
本书为埃罗勒出版社 (Eyrolles）的《幕后》系列新作，
展现了埃罗勒出版社对当今职场一贯不变的态度。

这部小说不仅对职场暴力、职场人际交往提出质疑，
还向读者提供了应
对这些问题的办法。
《公事公办》
(Do not make it a personal affair）
则展现了广告行业背后的故事。

伊夫•喷达（Yves Bontaz）追求卓越、
不拘一格，集财富与权利于一身。
他于2018年逝世，生前是博萃的客户之一。
博萃曾担任喷达集团
(喷达拥有2000多名员工，五大洲营业总额高达2.5亿欧元）
的媒体顾问。

喷达集团全球化 50多年来，
喷达集团稳步走向国际化，
在全球范围内
共设立11家分公司，
并持续开展各项业务，
志在成为全球水利系
统领域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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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 自201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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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博萃均负责两大国际盛事的媒体联络。

让-皮埃尔·卢米内
(Jean-Pierre Luminet）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查理·古蒂（Charlelie Couture)（诗人及歌手）
伯纳德·诺伊尔（Bernard Noël) (诗人) 伊夫·布迪耶(Yves Boudier）

及文森特·吉梅诺（Vincent Gimeno)

她也会定期合作策划其他类型的活动： 

利浦啤酒馆文学奖（始于2020年）
交流 

卡堡书展（始于2015年）
审计、主动措施、活动策划

W W W . F R E N C H - P R E S S - A G E N T . C O M

L I T E R AT U R E
P o e t r y

塞德里克·维拉尼
(Cedric Villani）
著名数学家 

世界性盛会及国际节日：

采取主动措施，积极组织和交流对话。

每一年，博萃为享誉世界的两大高参与度、高质量的

国际盛事负责媒体联络。 

诗歌市场

在圣叙尔皮斯广场举行的诗歌大会，是过去38年里
诗歌出版行业最为浩大的一场世界性盛会。

博萃负责由国际数学竞赛委员会组
织举办的文化博览会及数学竞赛

2019年：法国米米藏县，国际动物
与自然电影拍摄节

2014年： 格勒诺布尔地缘政治节
该节日由安蒂奥协会（Anteios 
association）发起，博萃负责新闻
发布会事宜。

2013年：第十八届欧布拉克会议
(Aubrac Meetings）--伊甸园畅想
(RP）

2013年：哲学节
由社区机构聘请的新闻代理人[神
父: 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伊丽莎白·巴德特（Elisabeth 
Badinter）、卢克·珐瑞（Luc 
F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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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艺
术家选择博萃负责其艺术

作品展
的媒体联络。 

伯纳德·卡佛  （画家）
（Bernard Carver）

 

德 福   （ 画 家 ）郭
（Guo Defu）

克里斯汀·斯宾格勒  （摄影师） 
（Christine Spengler)

 

-

郭德福于1949年出生在中国，是一位中国艺术家。
他凭借精湛的国画创作闻名于世，尤其擅长历史主题画、

风景画、水景画、人物肖像及骏马画。他是“孔子画派”的代表人物，
专绘哲学大家。

伯纳德·卡佛的第一幅画作展现了法国首都市
区内具有印象派色彩的神秘纪念碑。他采用彩
粉、丙烯颜料作画，同时使用荧光颜料，使作
品更添一丝诗意与灵动。世界各地的展览会均
有伯纳德·卡佛作品的身影，其作品也出现在
卢浮宫、巴黎大皇宫的艺术展上。

在马德里长大，克里斯汀·斯宾格勒拥有法国国籍，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战地记者。
从1970-2003年，她为各大报刊杂志报道全球各地的冲突事件，
这些报刊杂志包括：《巴黎竞赛画报》、《时代》和《新闻周刊》等。

乔治·索尔特尔 （雕塑家）
（Georges Saulterre）

在法国的高速路上，陈列着索尔特尔创作的纪念性雕
塑，其中的《大教堂尖顶》（21米高）创下了吉尼斯
纪录。他也为上海打造了一些纪念性雕塑。                    
   * 2008年，荣获上海传媒集团颁发的“十二大中外
当代艺术家奖”                                     
* 2011年5月，荣获法国艺术、科学和文学学院颁发
的金奖

伊莎贝拉·贝内（雕塑家）
（Isabelle Béné）

伊莎贝拉·贝内来自法国布列塔尼，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她是一
名法国注册建筑师，也是一位雕塑家。她从插画师卡米尔·克劳德尔
（Camille Claudel）的作品中汲取灵感，
并在她的最新作品中致敬卡米尔，弥补了卡米尔作品的不足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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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萃（Balustrade）致力于正义且慈善的事业。
请看以下四个例子：

 

为躲避战乱的难民提供帮助

吉兰·德皮斯借助媒体曝光，
将难民儿童的悲惨遭遇通过音乐剧呈现。

成立东方基督徒救助组织（SOS Chrétiens d'Orient）

自2013年以来，东方基督徒救助组织（SOS Chrétiens 
d'Orient）作为非政治性的非政府机构，在中东（伊拉克、叙
利亚、黎巴嫩、约旦）以及埃及、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和亚
美尼亚的非冲突区域核心地带均开展了救助活动。该机构的工
作人员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全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为东方
的基督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天主教徒提供切实的人道主义物资
援助。博萃负责安娜丽丝·布朗夏（Anne-Lise Blanchard）出
版著作的媒体联络。安娜丽丝·布朗夏女士与本机构关系甚密，
而安娜女士的儿子正是本机构的总执行官。

博萃最近在媒体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协助反暴力救
助组织（SOS Violenfance）
开展了”杜绝乱伦与恋童”的倡议活动

吉兰·德皮斯曾为女性出版社编辑-安托瓦内特福克
（Antoinette Fouque）担任过四年新闻代理人

（2007-2010年，出版社）在此期间，吉兰还与安托瓦内特·福克共同发
起了“女性解放运动”，并担任福克的私人新闻代理人，负责其颇具“政
治色彩”著作的宣传工作（吉兰女士也获得了Génération 《MLF 1968-
2008》一书作者的特别鸣谢）。吉兰·德皮斯也 缅曾与 甸政治人物昂山素
季
(Aung San Suu Kyi）、孟加拉女性自由主义者塔斯利玛·纳讯
(Taslima Nasreen）（以其与原教旨主义的 闻斗争而 名）、著名心理分
析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鲁丁内斯克（Elisabeth Roudinesco）、突尼斯裔
法国律师政客吉赛尔·哈里米（Gisèle Halimi）、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孙
女索菲·弗洛伊德（Sophie Freud）、女性主义运动人物特蕾莎·克蕾克
（Thérèse Clerc）（堕胎权支持者）等国际人物建立过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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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 ·弗洛伦蒂诺 

 

博萃十分重视健康、
福利、心理学领域

诚然，
身心健康才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以下便是一些关于"健康"项目的例子:

安娜·布永(健美哲学)

安娜·布永（Anne Bouillon）是一名哲学博士，
也是一名瑜伽老师。

她勇敢地将瑜伽与哲学这两种不同的学科结合了起来。
在博萃的帮助下，许多知名媒体都对她进行了采访，

她的事业也因此蒸蒸日上。

是"健康委员会"的一名顾问，也是
国际上许多健康机构网络中的成
员。博萃曾与他进行过许多关于新

访冠肺炎疫情的采 ，目前正着力
为雅克先生宣传其关于
"父爱"的短篇故事集著作。

雅克·弗洛伦蒂诺
（Jacques Florentino ）

盖·瓦朗西安(医学院）

盖·瓦朗西安（Guy Vallancien）
是著名的外科手术医生，
就职于法国医学研究院。

盖·瓦朗西安先生已委托博萃接管其论文的媒体联络事宜。

菲利普·屈克（Philippe Cuq）
与费德瑞克·比拉德（费德瑞克·比拉德）

法国外科医生联盟主席菲利普·
屈克与著名健康经济学家费德
瑞克·比拉德(健康机构主席）
曾共同编撰一本著作。

两位也选择了博萃管理其媒体
联络业务。

索菲·莱温迪
（智慧与轻盈）

索菲·莱温迪(Sophie Reverdi)  曾是一名肥胖症患者，
亦是“智慧与轻盈"瘦身训练项目创立者。

自她选择博萃那一天起，
博萃不仅为她的著作提供了好几篇质量上乘的文章，

还在书中附上许多她本人的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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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罗伊特乐剧节 

 

安妮 · 博诺 

EVA WAGNER-
PASQUIER

德累斯顿
(Festspielhaus)

博萃积极融入歌剧行业的多个协会。
 

一些歌剧行业的客户联系了吉兰·德皮
斯，

因为他们明白，
她对歌剧的热爱会助她出色完成工作！

加尼叶歌剧院

博萃于2010年加入AROP(巴黎歌剧光芒协会）

安妮·博诺（Annie Benoît）
是巴黎国立理查德瓦格纳俱乐部主席。

自2010年以来，
博萃一直是该俱乐部的会员。

多米蒂尔·马博·芬克·
布伦塔诺和马克·赫德林

受多米蒂尔·马博·芬克·布伦塔诺
（Domitille Marbeau Funck-Brentano）

委托，博萃对她的小说著作《华格纳的圆圈》进行媒
体联络。

马克·赫德林（ Marc Hedelin）
是吉兰·德皮斯的一名有着瓦格纳风格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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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 · 德雅丁 

劳伦特·德洛斯

LIO

ARAPÀ

吉兰·德皮斯一生与音乐相伴！
摇滚流行音乐让她重返青春！

除工作关系以外，
她发现自己与所有信任她的歌手

（涉及各种音乐风格）
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克劳德·博格（Claude Berger）
才华横溢，是博萃的友好客户:他曾是一名牙医，
也在巴黎经营过一家餐厅；如今他已是80岁高龄，

仍用意第绪语歌唱着犹太人的神话故事。

克劳德·
博格

玛丽·德雅丁（Marie Desjardins）
现居加拿大，是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的忠实粉丝。

她的著作带领人们走入摇滚音乐的世界，而玛丽
·德雅丁也将其媒体联络事宜委托给博萃。

在博萃的帮助下，
法国科西嘉地区的阿拉帕乐队

    （The Corse Arapà band）
在各国（非地区性）的杂志上亮相。
他们录制了一张很棒的CD唱片，

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逝去的生命。

劳伦特·德洛斯（Laurent Dehors）
已与博萃取得联系，对他的CD唱片以及音乐会进行宣传。
他的音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将爵士与歌剧巧妙地结合起来
: 雅致的歌剧和爵士乐的碰撞，创意大胆，获得了人们的赞赏！

吉兰·德皮斯小时候最喜爱的歌
手之一就是里奥（Lio）！
她在七岁时写的第一封信就是
给里奥的。因此，她们相遇
时，吉兰十分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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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RARD MULLER

BERNARD 
WOITELLIER

JEAN-MARIE 
KONINCK

CHRISTOPHE 
PROCHASSON

博萃"热衷于学习新知识

吉兰·德皮斯热爱探寻宇宙的秘密、
地球的运作模式以及神秘的世间万物。

自从气候变化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吉兰就建议"博萃科学"在这一方面多作新闻报道。

2011-2012年，吉兰·德皮斯曾担任“法
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通讯部与
媒体部的主管。在工作期间，她与该研究
院的现任主席克里斯托弗·普罗夏松
（Christophe Prochasson）有过直接
接触。 兰吉 ·德皮斯对他敬佩有佳，尊称
他为自己一生中遇见过最好的上司！

“EDP科学”拥有约800多种科学技术类
书籍:物理、化学、材料、数学、能源、环
境、地球科学以及健康等。不同行业的读
者（研究 员人 、工程师、学生）都能在此
找到他们喜欢的书籍。“EDP科学”即将
出版更加易读的书籍，以飨热爱科学的读
者。“EDP科学”已将其部分书籍的联络
工作交给了博萃，其中包括与法国核能协
会（SPEN）合作开展有关气候的一项研
究。

如果太阳耀斑让地球失去了所有电力，我们该如何生存？伯纳德·瓦泰利尔
（Bernard Woitellier）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既有科学依据（基
于真实信息数据），又带有科幻色彩的问题。他的创作灵感源于《太空气候
的重大影响》，这份报告由奥巴马政府委托的专家组撰写，该报告的结束语
激发了他的想象力: "我们需要四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电力供应分配。
"  博萃对科学话题情有 钟 。独 。

杰拉德·穆勒（Gérard Muller)
是一名前航空航天工程师及顾问，他在空闲时会利用其科学知
识撰写小说，并提出一些有关精神世界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杰拉德的新作由博萃负责宣传，讲述了关于一棵智能树的故事
……

魁北克著名数学家让·马利·德·孔尼克
（Jean-Marie de Koninck）
是一个激情四射、魅力无限的人，
他的学术作品广受欢迎。
博萃在与他合作期间，
立即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吉兰·德皮斯常常在国际数学博览会上向发言人提出问题。自从2013年
起，她一直担任该博览会的新闻秘书长。数学家们十分赞赏她对数学的
热爱，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数学家团队甚至送给了她一个马达加斯加
特有的超大公仔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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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人生的钥匙，所以童年就是人生》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

这就是博萃关爱儿童的重要原因。
与“国际数学博览会”进行合作，使“博萃青年与教育”
有了第一次与青年团体接触的机会。但这一定不是最后一次！

卡洛·勒·福（Caroll Le Fur）
在她培训高中学生（以及学生父母）的地方创立了Best Futur公司，以帮助这些学生
进入大学。她时常与学生们交流心得，并为他们写下了一本大有裨益的著作，而博萃
负责该书的媒体宣传工作。

埃里克·热（Eric Jeux）

自2017年来便与博萃建立了频
繁的合作关系。他著有一部关
于虚拟宇宙的科幻冒险故事小
说。
与J·K·罗琳一样，他创作出这些

拟虚 人物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娱
乐他的孩子。

埃里克笔下的冒险英雄和哈利
波特一样，所以孩子们对他的
角色喜爱有加。

兰吉 ·德皮斯通过其建立的教师
关系网，将埃里克·热的小说引
入法国的数十所学校，学生和
老师们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以小学生为目标受众，使孩子们
了解难民的艰难处境。博萃为这
一重要话题进行了媒体报道，教
育孩子们同情背井离乡的移民。

摇滚乐队

“Les 
Hurlements 

d'L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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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在萨满教家庭（该寄宿家庭在蒙
古国喀喇昆仑也即成吉思汗市附近）

与写了几篇关于死亡的文
章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罗伯
特·雷德克
(Robert Redeker）在一起

菩萨（菩提伽耶，菩提树所在的城市）

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
以色列散文家，博萃的客户

在基督墓附近
(圣地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教堂）

吉兰·德皮斯对宗教的热爱使博萃吸引了
一些有同样爱好的客户。

无论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印度教，

还是萨满教：

所有的宗教都让她沉迷！
她喜欢学习并传授知识。

塞尔吉耶夫·波沙德地区（靠近莫斯库）
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东正教教堂

在“阿尔蒂”仪式中向恒河献祭，
印度教的神圣瓦拉纳西

身着黑色穆斯林罩袍（沙赫·切拉格查拉库，
位于伊朗设拉子的葬礼纪念碑和清真寺）

瓦莱丽·福切特
（Valérie Fauchet)

通灵人，
其出版商是博萃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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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W . F R E N C H - P R E S S - A G E N T . C O M  

W R I T I N G

法国前部长

文学作家

在成立博萃的前几年，吉兰·德皮斯写过书评，
也采访过法国的文学界名人。
她的所有文章和采访都刊登在《生活》
杂志上。

这段记者经历使她受益良多，帮助她了解如今
作为博萃新闻发布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客户的
预期。

现在，许多编辑工作，甚至是整本书的写作，
都可交由博萃负责。

法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家

著名的手部外科医生和文学作家 散文家兼政治记者

哲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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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过境

      骑马是一项高要求的运动                      
                                                                 
  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信任是成功的关键。 

媒体关系也是如此！

巴黎埃特里尔俱乐部

南非五大野马游猎

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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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在FFB(法国建筑联合会)任职

2005-2006年
在参议院担任议会助理

2005年
在政治创新基金会任职

2020年
在法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奥运会）任职

1999年
在法国驻日本大使馆（预约处）任职

实习经历议会助理、项目经理职业经历

出版社 政治领域 外交部

在成立博萃之前，吉兰·德皮斯有着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

她主要从事外交、政治工作，并为以高素质要求著称的出版社工作。 个人简历

Antoinette Fouque

Espace des Femmes

2011-2012年
在出版社“Editions de l'EHESS”
(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
担任传播、新闻和出版主管

2007-2010年
在女性出版社
及法国女性艺术画廊
担任新闻和公共关系主管

2007年
在斯卡利 (Scali）
出版社任职

2006年
在岩石读者
(Le Rocher Reader）
出版社任职

2010年
MNEL: 负责大巴黎地区沟通联系

2007-2010年
成为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
的新闻代理人，MLF（法国女子足球协会）
的联合创始人

担任参议员2004年
负责管理UMP
研究实习事宜 吉兰·德皮斯对希拉克总统的

敬佩促使她在总统曾就读过
的巴黎政治大学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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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知名人士的网络电视频道Racine Solaire
(“太阳之根”)在2019年选择吉兰·德皮斯来介绍博萃。

 

2019年3月的《3000名女性新闻简报》：
吉兰 · 德皮斯成为荣誉会员 

吉兰·德皮斯在新闻界……吉兰·德皮斯深知，

她很幸运能接触到举足轻重的法国
名人！

2016年，《南方日报》报道了她与阿兰·朱佩
（Alain Juppé）（在1995-1997年期间任
职的前法国总理和2017年的总统选举候选
人）的重逢，两人自1995年以来就已相识。

2010年，《图书周刊》将她与米歇尔·维勒贝
克（Michel Houellebecq）（作家，贡考特
大奖赛冠军）的一次对话载入杂志。

2012年，《解放日报》用
半页篇幅介绍了吉兰·德皮
斯，称其为一名大胆而执着
的新闻官：她的风格以及与
记者打交道的方式令人称
赞！这份著名报纸历史上第
一次采用专栏（而非书评）
来介绍一位敬业新闻代理人
的模范职业精神。

吉兰·德皮斯是唯一一位在“奥林匹克广播
服务公司”（2012年）对文学电视节目中
被提及的新闻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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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卫·艾略特
（David Alliot）、凯瑟琳·洛佩斯

（Catherine Lopes-Curval）共同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W W W . F R E N C H - P R E S S - A G E N T . C O M

L I T E R AT U R E

由于吉兰·德皮斯获得许多作家的赞赏，
她建立了庞大的作家关系网
她于2018年在ArtLive

电视频道制作了一档文学节目。

与阿梅莉·诺瑟姆
（Amélie Nothomb）、圣·芬妮·霍切特

（Stéphanie Hochet）共同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与西尔维·蒙波因特
（Sylvie Monpoint）、罗马里克·桑加尔

（Romaric Sangars）共同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与让-马克·巴斯蒂埃
（Jean-Marc Bastière)、布兰奇·德·历峰

（Blanche de Richemont）共同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与帕特里克·波弗尔·达沃
（Patrick Poivre d’Arvor）共同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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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DENEUVE

GUTENBERG
FRATERNITY

MACHA
MÉRIL

FABRICE
LUCHINI

PATRICK
POIVRE D’ARVOR

FREDERIC
MITTERAND

无论何时何地，吉兰·德皮斯都表现得端
庄优雅，她运用自己的人际交往技巧与
法国知名人士建立联系，

从而为博萃吸引大量的客户。
以下是几个例子：

这是法国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鲁奇尼（Luchini）是一位热情而迷
人的喜剧演员，是当今法国电影的荣
耀。吉兰·德皮斯特别喜欢他通过舞台
表演来表现文学作品（与她自己的作
品相比，卢奇尼只关注已故作家的作
品）。

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吉兰·德皮斯是凯瑟琳·德纳芙
（Catherine Deneuve）有声读物的新闻助理，该读物
专门为女性录制
（女性版）（德纳芙朗读弗朗索瓦·萨甘的作品）。这张
照片拍摄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庆祝第一本“女性
词典"出版的宴会上。《女性词典》。

共和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的侄子，他也是位作家。
他对文字的热爱为他赢得了部长的职位（文化部
长）。在2019年，他被选为美术学院的议会议员。

吉兰·德皮斯通过其关系网
受邀参加古腾堡兄弟会的晚宴。

吉兰·德皮斯是马
查·梅里尔 
(Macha Méril）
有声读物的新闻
秘书，该书由法
国女性出版社出
版。这位女演员
既才华横溢，又
灵动可爱。

曾经播报8点钟新闻（该新闻于1976年至1983年由
2号广播电台播出 ，随后于1987年至2008年由法
国一台播出）。
他是一位记者和法国名人，
也是位感性的杰出作家，至今出版了约六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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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贾丝明·卡图
（Jasmine Catou）

没有她就一事无成：
 

茉莉·卡托（Jasmine Catou）
是我的重要私人助理，
她有权处理我的一切事务。

在她年幼刚会阅读时，她就
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博萃收到的文件首先都得经她审阅。 有时，她会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接待顾
客。她甚至会给他们写电子邮件！

她非常勇敢、不辞辛劳，为与博萃合作
的作者的书籍作品制作精美的包装。

她对书爱不释手！
她会去图书馆找书

然后将其发送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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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茉莉 · 卡托 !

CHRISTIAN
DE MOLINER

WITH 
ERIC JEUX

卡托小姐（朋友称其为茉莉）
是博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她深受客户喜爱，
以她为灵感出版了好几本著作，

她也因此而成名！

克里斯蒂安·德·莫利纳（Christian de Moliner）以卡托为原型，创作了《大侦探》
和《奇普和戴尔营救游骑兵》，讲述了关于美丽的侦探猫冒险的系列故事。

茉莉·卡托小时候曾抓
过国际数学游戏委员
会主席（博萃的客
户）的外套，因为觉
得这衣服很软！主席
不仅原谅了她，甚至
用她的照片做了一本
数学书的封面！ 

为年轻读者/年轻人创
作的小说家埃里克·热
被茉莉·卡托的魅力所
折服，将她写入了科
幻传奇作品《次品时
代》（The Time of 
The Infraslow）的第
二卷。另外，在他
《卡尔的嵌合体》一
书中，茉莉·卡托拯救
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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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writer在莫斯科的圣巴兹尔大教堂前 日出恒河

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公共广场

博萃第一钟爱的是旅行...
完全沉浸在美景中！

在伊朗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前

纽约布鲁克林的小飞象社区

威尼斯的暮色 在佩特拉的宝藏殿前

蒙古草原，策马奔腾

在哈里德瓦的阿提礼拜仪式上



28

With a Mongolian lady

literature writer 在南非与一个护林员在一起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妇女 来一杯贝都因朗姆酒

APPROVED
AIR MAIL
12345

与一只蒙古山羊合影

旅行首先意味着
与人相遇的缘分……

在瓦拉纳西和萨杜

在尼罗河上与一位绅士一同驭帆船而行

（左上）和一个小女孩在阿格拉
（右上）与年轻的向导在佩特拉

与来自希拉的年轻伊朗女孩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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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领域，
吉兰•德皮斯都喜欢迎接挑战！

她能力超群，能帮你实现目标！

头手倒立的瑜伽姿势

骑马

攀登

有氧杠铃操



guilaine_depis@yahoo.com

Tel: +33 6 84 36 31 85 
(text messages preferred)


	Diapo 1
	Diapo 2
	Diapo 3
	Diapo 4
	Diapo 5
	Diapo 6
	Diapo 7
	Diapo 8
	Diapo 9
	Diapo 10
	Diapo 11
	Diapo 12
	Diapo 13
	Diapo 14
	Diapo 15
	Diapo 16
	Diapo 17
	Diapo 18
	Diapo 19
	Diapo 20
	Diapo 21
	Diapo 22
	Diapo 23
	Diapo 24
	Diapo 25
	Diapo 26
	Diapo 27
	Diapo 28
	Diapo 29
	Diapo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