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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少年棒球交流

◇JICA志愿者项目

          　  （龟田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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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这次来访石家庄的球队，就是当时一起开展联合训练的棒球
队之一的能古岛棒球队。来访球队的人数很少，只有4人，无法组
成9人的团队参加比赛，但他们和河北师范大学附小的孩子们一
样，都非常喜欢棒球。时隔一年后的再次相聚，刚开始大家的表
情都比较僵硬，不久后气氛就逐渐缓和，有些孩子甚至还开起了
玩笑。在与大人和高中生棒球队举行的比赛中，河北省与能古岛
组成的联合棒球队获得了两战两胜的战绩，展现了超群的团队配
合。丰冈队员也为孩子们能这么快相互适应感到惊奇。

　  丰冈队员说：“中日两国的孩子们能有机会通过棒球这一体
育运动开展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就是这种最基层的交
流，才是巩固中日关系走向美好未来的基础。希望今后这样的交
流能越来越多。”。今后两个棒球队之间交流会持续下去，并且
棒球队还会陆续有新的学生加入，肯定会有更多的孩子通过棒球
开展交流。丰冈队员会在两年的任期结束时回国，但他精心播种
的中日友好的“种子”，今后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JICA志愿者开展的基层交流

    您知道JICA的志愿者项目吗？这是一项加深人与人之间纽带
的事业，通过招募具有国际合作志向的志愿者，让他们与当地居
民共同生活，融入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当中，加深相互间理解，同
时也促进他们的自助努力，从“草根”层面协助当地解决国家面
临的问题，实现“贡献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复兴”、
“友好亲善，加深相互理解”等目标。自1965年向老挝派遣了首
批5名志愿者之后，已累计派遣了约41,000人，目前还有约3,000
人活跃在80多个国家。向中国派遣志愿者始于1986年，第一批是4
人，截至目前共派遣了约800人，目前还有37人活跃在中国各地，
与当地居民共同挥洒着汗水。

　  7月下旬，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了“中日少年棒球交流”。河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棒球队与福冈县能古岛棒球队的小队员们以棒球为媒介
开展了交流。

　  丰冈孝章是在河北省开展活动的JICA志愿者，负责指导河北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棒球队。去年夏天，丰冈队员带着他指导的
孩子们远赴福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些孩子们非常喜欢
棒球，平日的训练也非常刻苦，希望提高自己的球技，但附近没
有一个棒球队，很少有机会进行练习赛。丰冈队员策划的这次远
征，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尽情地享受棒球，并且有机会和日本的棒
球少年开展交流。在日方相关人员以及河北师范大学附小的老师
和家长们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孩子们实现了远征的梦想。与福
冈当地少年棒球队的比赛和联合训练、观看职业棒球比赛、观摩
原职业棒球选手开设的棒球指导教室等，丰富的内容安排让孩子
们大开眼界，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中日少年棒球交流

■中国事务所志愿者网页（中文）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
ese/office/activities/volunteer/
index.html

■人民网（日文）
http://j.people.com.cn/99005/ind
ex.html

■文字报道
http://jp.takungpao.com/lastinfo

/2012-08-07/1114535.html 
（大公网）

练习后的问候。礼节也是很重要的。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volunteer/index.html
http://j.people.com.cn/99005/index.html
http://jp.takungpao.com/lastinfo/2012-08-07/1114535.html


（黄涛）

城市防灾规划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高岛亚纱）

　  7月18日～8月3日，JICA举办了“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营
改善项目”的赴日培训，参加培训的有来自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中心、北京排水集团、昆明滇池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负责污水处理工作的20名相关人员，培
训的主要内容涉及污水深度处理、污泥处理和节能等领域。

　  作为本次培训的内容之一，8月1日在东京举办了演讲会，日
本国土交通省、下水道技术推进机构、日本下水道协会、京都大
学以及地方自治体和企业的约30人参加了会议，与中方培训人员
开展了交流。

中国下水道演讲会在东京举办

　  演讲会上，与会人员就日本的下水道技术对中国目前的污水
处理政策和技术课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流
和信息共享。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杭世珺顾问在演讲
中强调，“十二五”规划期间的方针是：①同时推进污水处理厂
和管网的建设；②同样重视污泥处理和污水处理；③促进水的再
生利用。JICA希望通过这样的信息共享，推动中日两国在污水处
理领域的合作，同时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商务活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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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JICA于7月16～17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了城市防灾规划及
典型城市防灾设计研讨会。作为JICA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
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合作实施的“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的
一项活动，中国城市防灾规划领域的有识之士及行政负责人等19
名中方人士、日本驻华大使馆相关人员以及东京大学的小出治教
授和加藤孝明副教授等日方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项目是以完善建筑抗震技术的推广体制为目的，致力于结
构技术人员及政府相关人员的人才培养，本次研讨会上，中日双
方分别汇报了城市防灾规划（城市建设防灾计划）及避难场所的
现状和标准等，就防火阻隔带的效果、历史名城的防灾对策、CBD
（核心商务区）的防灾对策、防灾公园的维护管理以及实现规划
的保障等课题开展了意见交流，并且对中国灾害发生时的避难场
所案例—2010年增建完善了避难功能的南京市国防园进行了视
察。

　  通过举办本次研讨会，中日双方对“避难”的不同理解以及
中国防灾规划制定过程中的相关课题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希望这
些成果能体现到今后的国内培训当中，使更多相关人员的资质得
以提高。

■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营
改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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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vities/project/05.html

■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c

tivities/project/24.html

灾害发生时用作厕所的长椅
（南京市国防园）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24.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05.html


启动垃圾分类回收调查，实现家庭餐厨垃圾的再利用

　（李飞雪）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项目

　  “黄土高原林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项目”启动于2010年，是为
期5年的项目，其目的是以中日两国迄今为止在黄土高原上收获的
林业合作成果为基础，整理、完善、推广适合于黄土高原各地的
林业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举办黄土高原各省、自治区参加的交
流会以及在各省、自治区举办的培训会，强化黄土高原的造林地
抚育管理体制，为今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恢复做出贡献。本年
度继陕西省、河南省的培训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研讨会之后，还计
划在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举办培训并召开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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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陕西省、河南省中日林业合作培训”和
              “黄土高原中日林业合作研讨会”

　  7月31日，JICA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了致力于家庭餐厨垃圾再
利用的垃圾分类回收调查启动仪式。参加启动仪式的中日双方相
关人员和居民超过100人，会上演示了家庭垃圾的分类排放，并由
居民代表发言，表达了大家参与调查的决心。

　  本次调查是JICA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实施的“城市
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的一个组成部
分，项目的主要活动包括对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的国家层面
政策研究、4个地方城市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以及实施试点项目
等。

                                                   (高岛亚纱)

　  7月12日、13日和16日，JICA分别在陕西省西安市、河南省郑
州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了“陕西省、河南省中日林
业合作培训”和“黄土高原中日林业合作研讨会”。这次会议是
“黄土高原林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项目”的活动之一，也是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系列活动，会上向陕西省、河南省以及来
自黄土高原各省、自治区的林业相关人员介绍了中日两国迄今为
止在黄土高原上开展的林业合作成果。

　  目前，西宁市对一般家庭排放的厨余垃圾尚未进行资源化利
用，均采用填埋处理。本次调查计划将以试点社区的300户家庭为
对象，用6个月的时间进行分类回收试验，探讨建立家庭厨余垃圾
分类回收体系，并对回收的厨余垃圾进行成分评估。本次调查结
果将被用于探讨以厨余垃圾为原料的饲料厂建设，并在今后该市
计划建设的甲烷发酵循环利用设施的设计当中加以充分利用。我
们希望通过本次分类回收试验，与试点社区的居民共享日本的分
类回收案例和经验，提高居民在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的意识。

■黄土高原林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

vities/project/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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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

ctivities/project/30.html

家庭垃圾分类演示

陕西省培训会

河南省培训会场外的图片展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30.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32.html


～时隔23年的行政诉讼法修订～

　　　　（竹原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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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18日，本项目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第一次赴日培训，
根据中方事先提出的问题，原同志社大学的村上敬一教授（律
师）、名古屋大学的市桥克哉教授、龙谷大学的本多龙夫教授等
讲师介绍了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的修订过程及重要判例，并提供
了出入国管理法、国税复议审查等行政相关法律方面的经验和知
识。此外，参加赴日培训的一行人员还视察了大阪地方法院行政
部及大阪入国管理局等法律的运用现场。

　  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
标，先后对规定了诉讼制度最基本规则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
法做了修订，同时还在积极准备行政诉讼法的修订。JICA在日本
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的大力配合下，开始对全国人大法制工作
委员会行政法室时隔23年的行政诉讼法修订工作提供合作（“行
政诉讼法及行政相关法律”项目）。

　  日本的行政事件诉讼法过去曾对诉讼的主要对象“撤销行政
处罚”，2004年的法律修订，扩大了救济范围，进一步充实和促
进了审理，完善了更便于理解和利用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临时性
救济制度。本次培训为中日两国相关人员提供了一次进行更深层
次思考的机会，探讨在稳定的行政运营以及保护国民权利的前提
下，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反垄断法立法及执行项目”的第一次研讨会

　  7月18日，JICA与商务部在北京举办了“反垄断法立法及执行
项目”的第一次研讨会。

“行政诉讼法、行政相关法律”第一次赴日培训

～学习日本反垄断法的发展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研讨会以“日本的反垄断法、竞争政
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为题，邀请公正交易委员会
的杉山幸成国际课长介绍了目前日本的竞争政策概要，并由庆应
义塾大学的石冈克俊副教授说明了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历史沿
革。日本在二战后财阀解体的同时引进了反垄断法，但在经济高
速增长时代，人们只重视产业政策，忽视了竞争政策。直到七十
年代，在经济结构调整期，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
角度出发，日本开始加大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这一
措施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的发展过程，
很多地方可供处于结构调整期的中国参考。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除
反垄断法执行部门外，还有产业政策负责部门的相关人士，大家
对两位讲师的说明显示出极大的热情。

　  今年8月，本项目将派遣以商务部反垄断局局长为团长的15名
干部赴日访问、考察，同时还将就日本的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
发展过程开展课题研究。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为中方相关人员加
深对日本反垄断法发展过程的理解提供机会，为中国的竞争政策
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期，为了促进市场的公平竞
争，各方面都期待着能更加公正且透明的执行2008年制定的反垄
断法。特别是负责执行反垄断法的商务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其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需要促进负
责产业政策的部门对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理解。

（张苑／竹原成悦）

■行政诉讼法及行政相关法律
http://gwweb.jica.go.jp/km/Pro

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64

9256bf300087d02/3a3bcf8de467c3

9e492579dd0079ec7d?OpenDocumen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649256bf300087d02/3a3bcf8de467c39e492579dd0079ec7d?OpenDocument


举办中日环境教育论坛

　  作为推进循环经济项目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提
高国民环保意识的环境教育论坛(环境教育基地教育活动设计与运
营管理研讨会)于7月17～20日在哈尔滨市隆重举行。来自日本和
台湾的专家向全国各地环境教育基地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教育
活动的设计和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中方相关人员也对户外环境
教育活动等各种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此外，论坛的最后一天，
参会人员还考察了位于哈尔滨市的环境教育设施。

　  在论坛上，来自京都环保活动中心的岩松洋专家，利用搭载
了借助风力进行充电的微型电机的汽车模型，带领参会人员以游
戏的方式亲身体验了参与式环境教育活动案例。在游戏体验的过
程中，参会人员积极参与，会场气氛热烈，特别是虽然大家拼命
努力，充电后的汽车模型却仅仅前进很短的距离，使每个人都十
分惊讶之余，深切体会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电力是多
么的来之不易。同时大家理解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我们的
教育对象对于节电重要性的认识。论坛还针对参与式活动的设计
与实施方面的技巧与经验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对参与式环境教育
的有效性有了统一的认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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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海外志愿者开展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为了让学生们接触丰富的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吉
田吏沙志愿者（2011年度第二批　日语教师）工作的辽东学院
（辽宁省丹东市的综合大学）开办了“日本文化体验活动周”（7
月9～7月20日），以吉田志愿者为中心举办了各类活动。活动期
间，吉田老师同一起工作的中国日语教师合作，向一年级和二年
级的学生们介绍了日本传统文化，让他们体验了穿日式浴衣、茶
道、日本料理和舞蹈等，此外活动期间还有电影鉴赏、电脑日文
输入、日本式化妆方法等众多特别吸引中国年轻人眼球的内容，
让学生们全方位体验了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体验活动周的最后一
天气氛尤为热烈，学生们在发表会上纷纷展露一周来学到的内
容，这次活动为学生们直接接触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矢野史俊）

（宿因）

吉田队员介绍茶道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

ities/project/03.html

利用汽车模型体验游戏方式的环
境教育活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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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进修能够如此顺利，必须要感谢的是JICA北海道(带广国际进修中心)的宫腰雅年先
生和申延春女士，你们专注、专业的工作让我几乎感觉不到学习环境的变化和语言交流上的障
碍，你们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尊敬。诚挚的邀请你们到新疆做客，我们一起用美酒和葡萄款待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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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讲义课程的学习，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更增添了我们完成项目的信心。北纬43°
和南纬43°被称作“发酵线”，世界著名的葡萄酒、奶酪多产自这一纬度线上，例如法国的波
尔多红酒、英国的蓝纹奶酪，当然少不了日本的纳豆，富蕴县同样地处北纬43°附近；项目示
范平台——恰布拉克村杜热乡引种、培育瑞士褐牛，乳蛋白质、脂肪分子直径均优于荷斯坦
牛，更适合用于奶酪生产；富蕴县牧草质量逐年提高，天然雪融水、地下水无污染，钙质含量
高，为生产高品质原料乳提供了良好保障。奶酪加工厂的建设占尽天时地利，这无形中又增加
了我学习的压力和动力。

    在讲义课程的间隙，JICA为我安排了十胜野奶酪工房、明治公司十胜奶酪馆、NEEDS奶酪
工房的参观，丰富了我对奶酪加工企业、工房的认识，对项目建设奶酪厂的合理布局和经营管
理有了更为实际的感受和想法。接下来22天的工厂实习，我与新得共动学社的成员们同吃同
住，亲身体验了奶酪工房中各种生产规范和清洗、检测、操作等技术，在奶酪品评会上对不同
产地、不同质地、不同风格的十几种奶酪品尝、评价，拓宽了眼界，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规划
完善了新疆工厂的产品形式和销售策略。

投稿栏目

                      参加JICA乳制品加工进修的体会

新疆牧畜科学院牧畜科学研究所 王铁男

     背景介绍：中日技术合作“新疆天然草地生态保护与牧
民定居示范项目”计划在新疆自治区富蕴县筹建一座小型奶酪
加工厂，并选派中方技术人员到日本北海道进行学习，主要内
容是学习日本国在乳制品加工、销售手段等方面的经验及先进
技术，为今后项目的实施与管理积累宝贵经验。通过JICA北海
道(带广国际进修中心)和JICA中国事务所通力协作，圆满完成
进修目标。

     三个半小时从北京飞到东京，两个小时从东京飞到带
广，我的第一次日本进修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温馨、舒适的进修中心，体贴、周到的服务人员，让人
没有偷懒的理由。JICA聘请了在北海道地区颇有声望的宫嶋望
先生为我授课，他广泛的知识背景、三十年的奶酪生产经验，
以及对传统加工工艺的执着追求深深的感染了我，一周的讲义
课程在紧张、充实的氛围中度过，让我对乳制品加工领域相关
工艺、技术的推移、发展有了完整的了解，并且对天然奶酪制
作的发展变迁、基础原理、制作工艺、安全管理及销售服务有
了进一步完整的认识。

■新疆天然草地⽣態保護と牧畜⺠定住プロジェクト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602104/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602104/index.html


青年海外协力队

丰冈孝章 棒球 河北省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2010年6月～2012年8月

9月的计划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4日

9月7日 中国民事诉讼法国际评定会（北京市）

9月13～14日

9月17日～19日

9月20～21日

9月20～22日

9月20～22日

9月20～22日

9月26日

日本文化周in 北京 2012(JICA展台　北京市朝阳公园)

四川大地震灾区重建“心理援助人才培训项目”第7次现场研讨会（甘肃省兰州市）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讨会（北京市）

与科技部的4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

离任人员介绍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项目”政策研讨会（北京市）

　  提起中国的厕所，或许有人会联想到没有隔板、相互之间可以打招
呼的连排厕所，但近些年，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城市地区，以商务楼和购
物中心为首，都装备了干净舒适的水冲式厕所。厕所的生产厂家也五花
八门，有TOTO公司、INAX公司，甚至有美国Kohler公司和西班牙Roca公
司等，还有些在日本难得一见的个性厕所，注重厕所文化的人一定会觉
得很有意思。

　  在此介绍其中的一种个性厕所，该厕所在本事务所附近的购物中心
内。这间厕所的特点就是：不用走进去就可以知道里边有没有空位置！
从照片上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电梯间，这张照片拍的是厕所门外。上边
写着“空位3”，表示有3个厕位是空着的。午休等用厕人数比较多的时
间段，在外边就能够知道厕所里是不是满员，然后迅速决定是否要“到
其他楼层去”，特别是“内急”的时候非常有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在硬件方面大步迈进现代
化，在部分软件方面也有了飞速发展。而厕所的功能也可以说
从单纯的解决“内急”逐渐向多功能发展。

 （那须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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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届气候变化市民参加研讨会（河南省郑州市）

促进中日旅游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川省成都市）

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ODA图片展（山西省太原市）

在中日绿色博览会2012(JICA展台 上海市）

第7届北京国际康复论坛（北京市）

个性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