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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的JICA展台

（鲍迪娜）

　  JICA在本次博览会上也设置了展台，通过展示图片、放映录
像以及发放资料等，介绍了中日两国在老龄化领域的合作成果。
JICA以往实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康复领域及介护领域人
才培养、促进家庭保健等中日合作项目中，不乏与老龄化相关的
项目。众多访问JICA展台的民间养老机构的相关人员反映，“我
们有设备，但缺乏技术力量”，可见中国目前最急需的是培养具
备老年人介护知识、技术和态度的人才。JICA也将继续关注、收
集老龄化对策方面的相关信息，探索中日两国在老龄化方面合作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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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5月17日至19日，首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暨第七届中
国国际康复护理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博览会由中国社会福利
协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上海市民政局主办，是展示老人用产
品和服务的中国最大的养老服务业展会。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寿命也随之延长，65岁以上
的老龄人口在2011年底已达1.2288亿人，占总人口的9.1％，劳动
年龄人口（15－64岁）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中国于2000年进入
“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预计
2027年将进入“老龄社会”（同上超过14％）。今后不断加剧的
老龄化，肯定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为
此，中国需要在完善社会保险和医疗等制度的同时，尽快采取相
应对策，为低收入阶层及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支持。在这
样的背景下，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及服务需求将不断增加，市场将
会进一步扩大。

　  中国面向老年人的产业才刚刚开始，对该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的日本企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参加博览会的16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500家企业中，日本的企业和团体就有90家，占了展区约四分之
一的面积。参展内容除轮椅、床等面向老年人的商品外，还有很
多社会福祉法人及人才派遣公司等对照护服务等相关内容的介
绍。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发布“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等，加强老龄化对策，对这次能有机会与先行采取老龄化社会对
策的日本开展合作和技术交流寄予了厚望。老龄化问题涉及到医
疗保健、社会保障、社会福祉、城市规划、建筑、金融及经济等
方方面面，中国需要日本在政策制度的建设、介护人才的培养、
老年产业振兴以及建设老年人乐居社会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关注中国的老龄化对策与动向～

博览会场内的日本展区

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福利政策说明

博览会上的JICA展台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与
管理规范调研合作项目
http://gwweb.jica.go.jp/km/Pr
ojectView.nsf/VIEWParentSearc
h/23561DBD7FB1B6DB492575D1003
56257?OpenDocument&pv=VW02040
1022011年～）

・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培养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

ect/chinese/china/0702352/

index.html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
其在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中的作
用
http://cn.npfpc.gov.cn/cn/
zxproject/index.aspx

■JICA实施过的相关项目■



　  JICA从2010年10月开始实施“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针对城市典型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开展
了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制定了4个地方城市的循环利用体系，
实施了试点项目等。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已超出了项目合作内容的
框架，其目的是与中日两国政府及政府机构、自治体、大学、企
业等共同探讨今后中日两国在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领域的合
作方向。

召开中日合作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中方人员有150多人，分别来自负责城市废弃
物循环利用政策的国家和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企业等，日
方的参会人员约30人，包括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的平木场总领
事、青岛市日资企业的相关人员等。通过举办此次研讨会，明确
了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特别是政策层面存在的课题，
为今后中日间的政策研究及项目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高岛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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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6月8日-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等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易博览会”在青岛市举
办，JICA在博览会上设置了展台，并举办了主题分会“中日合作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

　  本次博览会以循环经济为主题，为建立交易以及合作关系搭
建平台，展会期间开展了节能技术普及、循环经济项目见面会、
国内外循环经济相关技术交流等活动。JICA在为期三天的展会期
间，向1000多名来访者介绍了为支持中国推动循环经济的环保项
目。

　  6月9日下午，以循环经济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城市废弃物
为题，JICA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举办了“中日合作城市典型废
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博览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了2
个国际会议，其中之一就是与JICA共同召开的本次研讨会。在招
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解振华副主任向JICA中国事务所的广
泽副所长表达了谢意，感谢迄今为止JICA在循环经济领域开展的
合作，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JICA的展台

中日合作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
用研讨会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
/china/0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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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A计划今后利用日元贷款项目培训的人才及提供的公共卫
生基础设备，通过一年时间，面向38个单位举办33期共计约1600
人的培训班，提高传染病的检查能力、诊断技术以及救治技术
等。

　  5月14日～16日，“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预防
传染病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项目将12个示范地的计生部门工作人
员召集到湖北省安陆市，举办了健康咨询服务的实习培训。实习
方式是“扮演角色”，大家按各个示范地分成小组，有扮演病
人、居民（接受咨询的人）的，也有扮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指
导员）的，按照避孕、人工流产、婴儿护理、慢性病(生活习惯
病)、老年人护理等不同题目，在舞台上表演真实的咨询场景。

　  “她可能怀孕了……”带着满脸愁容前来咨询的青少年、
“这孩子即使喝母乳也会吐”和丈夫一起来咨询的母亲、到吸烟
和酒、盐摄入过多的老年人家庭做家访、等等，故事情节涉及到
方方面面。有些小组还准备了娃娃、血压计等小道具，甚至穿着
白大褂参加实习，舞台完全变成了真实的现场。点评不光由专家
担任，其他示范地的工作人员也轮流点评，学到了很多平时自己
很难注意到的咨询技巧以及优秀的建议案例等。

家庭保健项目举办健康咨询服务实习
～通过扮演角色，学习健康咨询ABC～

                                        （小田辽太郎）

    会上，湖北省慢性病（生活习惯病）研究中心的张庆军教授
说明了日本公共卫生行政的特点，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对慢性病及
老龄化问题采取的措施等，JICA介绍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完善
项目”的概要，说明了今后为提升项目效果计划开展的活动等。

举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完善项目后培训开班典礼

    5月15日，日元贷款“湖北省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完善项目”
后培训开班典礼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举行，湖北省卫生厅的姚云
副厅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周云峰院长以及来自省和地级市
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急救中心、JICA中国
事务所等的约11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郝志涛）

扮演角色的一幕：
指导母亲正确哺乳和拍嗝的方
法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
其在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中的作
用
lhttp://www.jica.go.jp/proje
ct/china/008/index.html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完善项目
（湖北省）
http://www.jica.go.jp/oda/pr
oject/C03-P177/index.html



（那须毅宽）

（那须毅宽）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举办“生态工业园研讨会”

　  6月7日，以中日生态工业园相关政策交流为目的的“生态工
业园研讨会”，在位于北京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办。

举办“环境与文化”研讨会

～提高环境意识的“文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为生态工业园建设建言献策～

　  “生态工业园”是指同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管理的
城市建设事业，中国将其称为“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静
脉产业”指资源再生利用产业。JICA于2010年起实施的“推进循
环经济项目”，在中国国内的生态工业园中选择了以从事资源再
生利用产业的企业为主体建设的3个城市（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
临沂市、辽宁省沈阳市），实施了现场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
生态工业园的政策制度设计提供建议。

　  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邀请
了名古屋大学教授、国立环境研究所环境城市研究计划总负责人
藤田壮教授和川崎市环境局的牧叶子理事担任讲师，与会者就中
日双方对生态工业园制度设计的构想及措施现状进行了探讨。

　  中方介绍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的生态工业园政
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现阶段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强调在当前的中
国，要兼顾资源循环利用和公害对策仍面临一定的困难。

　  日方专家介绍了“完善市场机制的社会制度和兼顾地区特性
是促进资源循环必不可缺的两个方面”、“强化环境治理与GDP增
长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市民对行政的监督可以促进政府开展更为
公正且具有实效的行政监督，是生态工业园成功的关键所在”等
经验，双方开展了积极的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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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JICA实施的“推进循环经济项目”开展的一项活动，其
目的是面向环境领域的行政官员及研究人员开展高层次的环境教
育。担任本次研讨会讲师的国立环境研究所镝木理事在演讲时谈
道：“要想解决深层次且更为复杂的环境问题，无论政策法规如
何完善，如果每个人无法在良好的环境意识下付诸行动，都是无
法实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环境意识培养具有重大
影响的环境意识文化的发展。”

　  与会人员就如何应对试图在环境治理下钻空子的企业以及提
高环境意识的具体做法等开展了积极的交流，可见大家对这类问
题是极为关注的。

　  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活动之一，5月24日，中日
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办了环境与文化主题研讨会。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http://www.zhb.gov.cn/japan/

http://www.jica.go.jp/china/
activities/project/03.html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http://www.edcmep.org.cn/ja
pan/
（中文）http://www.china-
epc.cn/



　  本次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由项目编写的“水库管理指南”的
发行仪式，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水库管理单位的代表赠送了
指南。该指南整理了中国在水库管理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并汇集
了大量的中日两国的经验案例，对水库管理人员所需的参考信息
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这样的指南在中国的水库管理领域还尚无
先例，受到了中方的一致好评。

　  今后，项目将运用水库管理指南开展人才培训，并通过该指
南的试行，收集汇总修订意见，为提高中国的水库运行管理水平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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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佳)

举办“大坝管理研讨会”

～水库管理指南的首次发行～

　　5月22日，JICA会同中国水利部在南京举办了“中日大坝管
理研讨会”。这是2009年起实施的“水库运行管理能力建设项
目”的一项活动，约110名中日两国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其中中方代表有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国内各
地的水库管理单位相关人员等，日方代表有水资源机构、JICA的
相关人员等。会上中日专家围绕“大坝安全管理”发表演讲，并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竹原成悦）

JICA对27年后继承法的修订提供支持

～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共同举办中日继承法国际研讨会～

　  6月7日～8日，JICA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
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了中日继承法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得到
了日本法务省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随着个人财产的增加，与继承相关的纠纷也与日俱
增，为了反映出1985年继承法施行后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国政府
开始着手法律的修订工作。本次研讨会上，学习院法律系研究生
院的稻田龙树教授、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系的松本恒雄教
授介绍了日本的继承法制度。中方提出了许多实际发生的与立法
相关的具体问题，如不给儿子，直接由孙子继承的案例以及如何
对待放弃继承等问题，日方讲师给出的建议是首先要考虑被继承
人、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此外，促进家
庭抚养的中国继承法制度，对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日本具有极大的
借鉴意义。

　  中国准备在今年修订民事诉讼法、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JICA项目长期专家将通过介绍日本的法律制度及法律运用方
面的经验，为中国的法律制度完善提供支持。

■水库运行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
ina/001/index.html

向地方水库管理单位代表赠送指南



　  本次交流会上还起草了中国第一份“观鸟行为准则”。近几
年，中国的观鸟大军人数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观鸟时的不文明行
为也愈加突出。希望今后能广泛宣传本次交流会上制定的行为准
则，为人们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关注野生鸟类创造更多的机会。

（足立佳菜子）

　  JICA于5月25日～26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了植被恢复研讨
会。本次研讨会是“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的项目
活动之一，吸引了来自四川省及甘肃省的林业相关人员以及北京
林业大学的学生等120多人参加。

（足立佳菜子）

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康复培训

　  JICA于2008年起实施的“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培养项目”，
将三个省市（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作为示范地，
利用自学教材和网络、TV会议系统等远程教育网络开展培训，同
时在各示范地举办现场培训，培养社区一级的人才。

　  本次培训是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与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
举办的，在延安市的市、县、乡、镇、社区各级开展工作的康复
技术人员（55名）参加了培训。作为特别讲师，除邀请了日本国
际医疗福祉大学的系数昌史讲师（物理治疗师）参加外，来自北
京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戴东（作业治疗师）和遆建峰（物理治
疗师）以及本项目日本专家组也参加了培训，对有助于患者恢复
健康及独立生活的步行训练、起床时提供帮助的方法等进行了临
床指导、实际演练指导及理论知识的传授。

（林伸江）

　  5月6日开始，在陕西省康复医院内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康复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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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四川省森林植被恢复研讨会

　  会上介绍了日本的森林植被恢复技术，发布了以东日本大地
震为案例的海岸林的造林效果，报告了本项目森林植被恢复工程
的进展情况，还特别视察了北川县的项目点。最后，大家一致认
为中日林业相关人员应通力合作，尽快恢复四川大地震和东日本
大地震受灾地区的森林植被。

举办河南省科学观鸟研讨会

　  作为“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活动的一个
环节，6月2日～3日，JICA在项目示范地之一的河南省董寨自然保
护区举办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观鸟研讨会”。除来自
日本立教大学的上田惠介教授等以外，还有来自中国各地的鸟类
研究人员、自然保护区和民间观鸟爱好者团体的相关人员等30多
人参加了研讨会。

■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培养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
t/china/0702352/index.html

视察森林恢复点

■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
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
ctivities/project/26.html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
境建设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
ct/china/004/index.html



（矢野史俊）

（北本牧子）

举办中日国际志愿者交流会

　  为了加深对海外志愿者活动的相互理解，5月18日，JICA与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交流会。JICA说明了JICA志愿者事业
的概要，并介绍了目前正在中国国内开展志愿者活动的两名青年
海外协力队员的活动事例，北京大学也介绍了中国青年志愿者的
海外服务概况，发表了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参加志愿者活动的经
验。

　  会上的交流环节气氛活跃，有人问到日本国内对JICA志愿者
事业的认知程度，并就作为个人参加志愿者的好处以及志愿者活
动与媒体和教育相互联动的重要性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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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志愿者开展的

　  此外，吉田吏沙志愿者于16日、神田爱志愿者和端山知佳志
愿者于20日、吉田希志愿者于27日也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举办
了40周年纪念活动，5月的活动异彩纷呈。

　  5月16、17日两天，粟野蓝志愿者任教的沈阳市朝鲜族第二中
学举办了日本文化活动。活动中大家一起欣赏了介绍日本文化的
DVD，一起挑战折叠千纸鹤，并且让全体中国学生穿上日本的浴衣
拍照留念。这次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直接接触日本文化的机会，
增加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促使了他们对日本的理解。

                     深圳地铁里的节能灯

　  到深圳出差时乘坐了一次地铁蛇口线，给我的印象是无论站
台还是车厢内都非常明亮。为了节能，最近在中国和日本都会经
常见到间歇性照明方式，但两年前开通的地铁蛇口线，因为使用
了白色发光二极管（LED），比未使用LED的地方大幅度地节约了
能源，同时还确保了充分的照明效果。

　  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推
广节能照明的环保政策。各地纷纷出台鼓励使用LED灯的政策，有
些地方的政策补贴甚至达到了LED灯价格的90％，取得了很大成
效。对于中国国内的数千家照明设备生产企业来说，白色LED灯是
继灯泡型荧光灯之后，又一次实现飞速发展的良好机遇。

（青木信彦）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赴任

长期专家  　永井　嘉和 长期专家  　业务协调员　饭岛　智志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12年6月～ 2012年6月～

青年海外协力队

桑原梢　 物理治疗师 河北省唐山市　开滦康复医院

杉岛夏子 日语教师 安徽省合肥市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常盤明日香作业治疗师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仁爱康复医院

吉田太树 作业治疗师 江苏省无锡市　锡北人民医院　

离任

青年海外协力队

粟野蓝 日语教师 辽宁省沈阳市　沈阳市朝鲜族第二中学 2010年6月～2012年6月

石井敬子 幼儿教育 湖南省株洲市　太阳宫艺术幼儿园 　　　　　2010年6月～2012年6月

大内崇行 棒球 重庆市　      重庆市实验中学 2010年6月～2012年6月

小川晓子 物理治疗师 河北省唐山市　开滦康复医院 2010年6月～2012年6月

金井信二 作业治疗师 河北省唐山市　开滦康复医院 2010年6月～2012年6月

永山俊介 作业治疗师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仁爱康复医院 2010年6月～2012年6月

吉田环 日语教师 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民族大学 2010年6月～2012年6月

吉田希 日语教师 吉林省白城市　白城示范学院 2010年6月～2012年6月

年长海外志愿者

松本康男 旅游日语 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民族大学 2010年6月～2012年6月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7月3日～7月4日 　  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制度研讨会

7月9日～7月20日   JICA志愿者开展的辽东学院日本文化体验活动

7月26日～7月28日   中日棒球少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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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计划

2012年6月

离、赴任人员介绍

2012年6月

2012年6月

201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