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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制度研讨会”

         （那须毅宽）

　　2011年2月，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份解决单个课题的规划——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并开始实施镉、汞、铅等
重金属排放量削减的具体措施。对此，JICA在2012年1月实施了与该
课题相关的赴日培训。对于日本目前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的公害病患
者救助问题，日本今后能为中国提供哪些帮助，本项目结束后，我们
还将继续与环境保护部就这一问题展开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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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本项目旨在对承担公害病患者救助政策及制度建设的人才进行培
训，在日本环境省的支持下，每年举办一次赴日培训，在环境省本部
听取关于政策制度的介绍，访问曾经历过公害病困扰的大阪府淀川和
熊本县水俣市，与地方自治体和帮助患者的NGO、患者的照护设施、
当地媒体等相关人员开展面对面的交流。

　　本次研讨会从作为本项目的成果之一，以西尾哲茂原环境省副部
长为首的日本行政官员介绍了他们在执行日本环境政策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以及具体的解决方式等，此外还与JIC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合作实施的“改善民事诉讼法、仲裁法项目”
联合，邀请了日本律师联合会的3名律师，介绍了日本环境诉讼方面
的法律问题，列举了具体案例并对中日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作为中方主办单位代表的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胥树凡副司长以
及参加过本项目赴日培训的人员也出席了研讨会，他们作为讲师介绍
了“环境重金属污染健康损害赔偿标准”制度建设的研究成果，报告
了频发的血铅超标事件等的情况。

　　讲师的介绍结束后，会场上立即展开了坦诚且热烈的讨论，对于
中国受害者救助工作进展不利的原因，大家给出了很多答案：“过于
重视经济增长，无视原本最重要的大众健康，这是最根本原因”、
“由不具备完全独立性的司法来承担以居民为本的判决，有一定的困
难”等等，让我们感受到中日双方都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热情以及横
在眼前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并就此展开了积极和率直的讨论。

　　近几年，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相关新闻频现中国媒体。日本
的媒体也报道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以及有色金属矿周边地下水和农作
物污染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怎样才能解救受伤害的人们？需要建
立哪些制度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怎样活用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
思考…

　　７月３日～４日，JICA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同在北京举办了“中
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制度研讨会”。活跃在一线的行政官员和研
究人员等8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大家围绕着上述环境污染课题开展了
积极的讨论。

　　日本也曾发生过水俣病等严重的公害病，经过多年的法院申诉和
斗争，建立了以“公害健康损害的补偿等相关法律”（公健法）为基
础对公害病受害人进行补偿的制度。为了使这些经验在中国的制度建
设中发挥参考作用，JICA在2009年实施了“促进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
偿制度建立项目”。

*促进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制

度建设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
activities/project/02.html

*完善民事诉讼法、仲裁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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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project/33.html

■研讨会相关报道

http://world.people.com.cn/

n/2012/0703/c1002-

18435218.html

受到严重污染的昆明滇池

中川所长在开幕式上致词

研讨会会场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02.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33.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703/c1002-18435218.html


（李瑾）

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组织参观了宁夏沙漠绿化成果显著的林场，与会者亲
眼验证了只要有热情、下苦功，再严酷的环境也能收获丰硕的成果。
研讨会上，国家林业局林木育种工作总站的刘春延副站长介绍了国有
林场改革的相关政策，日本林业调查会的辻洁董事长报告了日本国有
林的改革情况，相关省份介绍了国有林场改革的具体案例，与会者还
开展了广泛的意见交流。通过这次研讨会，抱有相同问题的各地区林
场相关人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为推动各地的国有林场改革贡献了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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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自2002年“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在中国启动以
来，有50多个中央政府相关机构、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拔的
共计396名公务员通过本项目赴日本留学。本项目历经10年取得了辉
煌成果，为培养中国年轻的行政官员做出了巨大贡献。

　　6月25日，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10周年暨同学会大会”在北京的
日本驻华大使官邸举行，约60名已回国的前9届的留学生和计划于今
年8月赴日的第十届留学生以及商务部、日本驻华大使馆、JICA、
JICE、早稻田大学等日本各大学的北京事务所、JSPS、媒体等共计
130多名相关人员出席了大会。

　　丹羽宇一郎日本驻华大使及商务部的俞建华部长助理分别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致辞，祝愿JDS项目以及JDS同学会今后取得更大的发展。
同学会的新老理事长分别介绍了迄今为止的各项活动以及今后的计
划。此外，作为归国留学生的代表，中央党校经济系的徐祥临教授发
表了题为“中日之间的相互交流－中日农业与政治制度比较之我见”
的主题演讲，引起很大反响。

　　本事务所的周妍副所长在纪念大会最后的总结中，回顾了JDS项
目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并向与会者转达了对项目及同学会今后
的发展寄予的厚望。

　　　　　　　　　　　　　　　　　　　　　　（足立佳菜子）

“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10周年纪念大会

　　本项目从今年度开始更名为“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
目”由外务省直接负责实施，但JICA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与归国
留学生之间的交流，继续从侧面为同学会的活动提供支持。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于6月26～27日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本次
研讨会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来自14个省、
市、自治区的林业相关人员及日本专家等80多人参加了会议。国有林
场在中国环境保护方面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但西部地区的国有林场
大多位于干旱地区等环境恶劣的地方，面临着各类问题。目前，国有
林场改革是中国林业领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材培养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

02/index.html

会场的情况

在沙漠铺设草方格，用于固沙、

绿化的防沙治沙试验区

■新闻报道

http://nxfszs.com/news_show.asp?

id=495

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在演讲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02/index.html
http://nxfszs.com/news_show.asp?id=495


“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中期评估

　　　　（王莉）

　　为了恢复在汶川大地震中受到毁坏的森林植被，JICA自2010年
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今年
正值项目执行期过半，为了确认项目实施以来的实际情况和取得的
成果，探讨今后的方向，项目的中期评估于5月30日－6月12日进
行。

　　评估中了解到，项目实施的治山工程和植被恢复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果，中方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过去没有“治山”的概念，不
理解恢复崩塌山体上的植被需要首先实施稳固沙土的治山工程。项
目实施过程中，日本专家利用当地的材料和技术，在现场演示了适
合当地情况的治山工程以及之后的植被恢复措施，此外还实施了治
山技术的相关培训。项目开始时对治山不甚理解的中方相关人员，
在亲眼目睹了显著成果后，运用项目中学到的技术，利用其他国际
援助机构提供的资金，独立实施植被恢复工程，并启动了新的植被
恢复项目。今后，为了能让这些成果得到进一步推广并落地开花，
项目准备编制治山方面的技术标准和培训教材。

(足立佳菜子）

              　　　　 ～项目成果获得一致好评～

　　6月26日，“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开发计划Ⅱ期项目”举办了
“农业机械化与植物生产非破坏性监测技术研讨会”。本项目启动
于2009年，其目的是广聚中日两国农业领域环境对策的相关专家学
者，从水质分析、土壤污染、施肥管理、排泄物处理等不同角度开
展共同研究，开发并推广环保型农业技术。

　　本次专题讨论会上，来自日本的JICA专家介绍了《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收入倍增计划》和《农业基本法》等的政策背景；制
度对农业机械化推广和水稻耕种劳动时间及农业就业人口产生的影
响；日本正在开发的运用IT的机器人插秧机等精密农用机械的开发
动向；通过图像处理进行植物体生育检测等内容。中方研究人员也
就植物生长和病虫害发生方面的监测系统及赴日培训中学到的利用
现场服务器（field server）进行检测等课题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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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农业机械化与植物生产非破坏性监测技术研讨会

　　这些演讲内容的切入点与项目曾经开展过的活动有所不同，与
会者听得非常认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展了广泛的意见交
流。

*中国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开发计划Ⅱ

http://data.ieda.org.cn/templates/

jiaoyu_001_1/second$6_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

ties/project/01.html

北川县治山工程、植被恢复现

汶川县治山工程、植被恢复现

*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回复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

es/project/26.html

■新闻报道

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

in/s/112/content-549190.html

http://www.scmzly.cn/newss/readnews.

asp?newsid=2089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26.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s/112/content-549190.html
http://www.scmzly.cn/newss/readnews.asp?newsid=2089
http://data.ieda.org.cn/templates/jiaoyu_001_1/second$6_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01.html


（王莉）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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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活动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同学会今
后还会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

　  本次研讨会作为同学会2012年度活动之一举办，完全得益于中日
医疗领域的长期交流打下的高质量人际网络基础。这次不仅邀请了东
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小儿科的五十岚隆教授以及该医院无菌治疗部
的滝田顺子讲师等日本著名专家担任讲师，中国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也
汇聚一堂。研讨会的实况，通过远程教育系统直接传输到陕西省神木
医院、府谷县人民医院、都江堰市人民医院等地方医院，为研讨会的
成果迅速推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零排放养猪设施竣工仪式

　　6月21日，日本大使馆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养猪零排放
设施”竣工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慧镇举办。当天，大使馆、JICA相
关人员、农业科学院、湖南省政府、开慧镇政府以及中国农业相关企
业和日资零售企业等众多相关人员参加了竣工仪式。

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湖南省是JICA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开发计划Ⅱ期项
目”的示范省。该项目的中日两国专家在现场开展调研时，发现了养
猪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就环保及堆肥技术的推广等开展了多次
讨论，最后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实施的“零排放养猪场项目”开始了
合作。

　　竣工仪式上，中日两国代表分别致辞并发表了演讲，同时就本技
术的应用性与示范效果进行了意见交流。仪式结束后大家访问了零排
放养猪场，对利用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技术实现的零排放和无臭处理以
及缓解猪的精神压力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今后，JICA也将对农户开展养猪和堆肥使用方面的技术指导，并
通过包括生猪销售在内的经营指导，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实现减轻
环境负荷的环保型综合农业技术的推广。

　  6月15日，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在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
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学会会员以及来自北京和中国各地医疗机
构的320多人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上，五十岚教授发表了题为“小儿点滴疗法——从新视点
探讨”的演讲，滝田讲师的演讲题目是“神经母细胞瘤分子标记物的
识别与早期诊断”，此外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曹力教授也发表了题为
“血管炎相关临床病例分析”的学术演讲，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分别回
答了大家的提问，现场互动热烈。

■竣工仪式的相关电视报道：

http://www.csxnews.com/xing

shaxinwenwang/ShiBinXinWen/

20956.html （从10分48秒到11

分38秒）

■JICA中国事务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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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others/newsletter/2

01104/03.html

会场情景

养猪场内的情景

http://www.csxnews.com/xingshaxinwenwang/ShiBinXinWen/2095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104/03.html


北京日本人学校的小学生访问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6月29日，北京日本人学校的80多名小学4年级学生将社会课的课
堂搬到了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课上首先由JICA介绍了水的循环
及其重要性，之后在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孩子们参观了设
在污水处理厂内的展厅，学习了水资源匮乏的现状以及水的再利用措
施等，并实地参观了污水处理流程，期间孩子们踊跃地提出了许多问
题。我们希望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启发孩子们更加关注水资源以及我
们周边的环境。

　  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是利用1987年承诺的日元贷款建设的项
目，一期工程于1994年竣工，之后又实施了扩建工程。17年后的今
天，它依然作为北京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为改善北京市民的生活环
境做贡献。目前，为了应对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又成为支援技术和制度建设项目“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营改善项
目”的试点单位。

　　　　　　　　　　　　　　　　　　　　　　    （那须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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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日本文化周”介绍中日经济合作的历史

　  6月15日～17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湖北省政府共同在湖北省武
汉市举办了“湖北日本文化周”。JICA作为活动的协办单位，在辛亥
革命博物馆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图片展”中负责ODA（政
府开发援助）部分的图片展示，同时介绍了中日合作的历史，还特别
介绍了在湖北省实施的项目。

　  前来观看图片展的除日本的丹羽宇一郎大使和湖北省的王国生省
长外，还有日资企业相关人员以及武汉市的普通市民。市民们在发表
感想时说道：“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桥梁、机场和铁
路，也有中日合作的成果，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次活动成为重新
认识两国间长期友好关系的平台。

　　　　　　　　　　　　　　　　 　　　  　    （高田千瑛）

青年海外志愿者开展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6月20日，田中阳子志愿者（2010年度第2批 日语教师）在她工
作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举办了以日语为主题的
活动。除中日友好主题演讲比赛外，学生们还根据各自的日语水平，
参加了话剧、朗诵、歌曲和舞蹈等的表演，展示了自己日常的学习成
果。由于学生们事先作了积极准备，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对学生们来
说，这是一次启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以及思考中日
关系的大好机会。

　　　　　　　　　　　　　　　　　　　　　      （矢野史俊）

　  6月24日，神田爱志愿者（2010年度第2批 日语教师）在四川省
宜宾学院外国语学院举办了介绍“日本夏季风物诗”的活动，介绍了
盂兰盆舞和砍西瓜等。特别是将做成的七夕饰品装饰在小竹子上的体
验，让参加活动的人们直接感受了“日本的夏季”，受到一致好评。

■人民网（日文版）

http://j.people.com.cn/94473/78498

26.html

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

开展的活动

*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营改善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

ies/project/05.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05.html
http://j.people.com.cn/94473/7849826.html


　

　

8月的计划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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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的学生们凡是举办学习会或party，无论是学习还是娱乐也都喜欢到
这家咖啡馆来。店内摆放着宽大舒适的沙发，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还有很
多杂志和书籍可供阅读，这里的环境非常舒适。如果您有机会到北京外国语
大学附近，一定别忘了到这间咖啡馆坐一坐。不过要记得大学放暑假期间，
这间咖啡馆可是暂停营业的。

　　　　　　　　           （永留幸奈　实习生 / 早稻田大学三年级）

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计划管理PJ－预防接种项目研讨会(北京)8月15日-17日

8月21日

8月26日ー28日

8月18日ー31日

荒地森林植被恢复研讨会（北京）

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

河北省自闭症儿童教员进修支援项目研讨会（秦皇岛）

JICA非洲使节团访问广州

中国的CSR最新动向的演讲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内的“当绿咖啡馆”是学生们经营的一家café。作为大
学内的设施之一，创建该咖啡馆的宗旨是“希望学生们能学到在教室里学不
到的东西”，大学负责咖啡馆的监督工作。

　  最近，很多学生都希望通过打工和实习等积累社会经验，而北外的大部
分学生又都住在校园内的学生宿舍，能就近在校内打工，对学生来说,很有吸
引力。在这里打工的学生很多，大家的工作时间不会过于集中，这份工作也
不会给生活和学业带来任何负担，此外每小时还有15元的工资收入，据说这
也是这家咖啡馆的优势所在。

  7月1～2日，负责收集非洲商务环境信息的JICA非洲使节团一行访问了广
州。使节团成员由日本的企业和团体组成，他们将在视察南非和肯尼亚后，
将视察结果用于非洲的发展，并向日本的市民和民间企业发布信息。近几
年，中国的对非商务已经扩大到大型企业在电气电子领域的直接投资和出
口，以及中小企业的纺织品、日用品、电子产品出口，基于这一情况，使节
团一行拜会了广州市相关人员，视察了非洲各国采购商聚集的广州市火车站
的商贸区。

  今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FOCAC），明年6月将在横滨举办非洲
开发会议（TICAD）。为了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期待着中日两国的对非商
务能取得更大发展。 　　　　                           （竹原成悦）

   6月21日，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公司的赵坤宁CEO作为讲师，为我们举
办了题为“中国的CSR(企业社会责任)最新动向”的演讲会，JICA相关人员以
及日本大使馆、多家日本企业负责CSR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公司是中国最先在CSR领域开展调查研究和咨询业
务的公司，本次讲演会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国CSR理论的发展变迁，还列举了最
新的CSR措施案例，并对存在的课题进行了讲解，其内容对探讨JICA项目与民
间企业及NGO等的有效合作方式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周妍）

～中国的对非商务国门－广州～

北京外国语大学“当绿咖啡馆”

■当绿咖啡馆

http://www.douban.com/people/dan

glvcafe/

http://www.douban.com/people/danglvca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