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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韩 公民社会论坛

（周迎）
2

最新动向

　  全体会议上，JICA中国事务所的中川所长、中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
理局的李勇副局长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之后中日韩各国代表分别
介绍了本国志愿者活动的理念、发展历程以及现状。作为义务教育的一
环半强制地要求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韩国、尊重志愿者自主性的日本，
以及介于两国之间的中国等，各国对志愿者的定位及其差异吸引了与会
者的高度关注。三国共同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也作为分会场的一个主题，
从事老年人照护的NGO介绍了现场经验，和与会人员开展了意见交流。
此外，与会人员一行还访问了在北京开展智障人士支援活动的NGO等，
增进了中日韩NGO活动之间的相互理解。

　  我们希望本论坛能成为东亚公民社会发展领域的信息收集和网络化
构筑、确认中日韩NGO活动现状和需求等的平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东亚地区的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大，可以说建立中日韩公民社会交流与
相互合作机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希望通过对话和交流加深相互间的
信赖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使NGO之间能够开展实质性的
合作。

　  JICA中国事务所从2004年起开设了NGO-JICA合作平台，通过提供必
要的信息等，支持日本NGO在中国开展活动，同时建立并强化与中国国
内NGO之间的关系，促进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等JICA项目与NGO之间的
合作。

　  为促进NGO之间的交流，迄今为止共举办过6次交流会，并分别以中
日NGO交流与合作、支援残障人士、环境教育为题举办了三次研讨会，
为中日两国的NGO提供了交流机会。这些交流促成了“河北省自闭症儿
童教员进修支援项目”和“视觉障碍者声音获取信息的技术指导项目”
等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并且还计划在环境教育领域与JICA志
愿者事业开展合作。

　  8月22日～23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中国）、
志愿者活动国际研修会（JIVRI、日本）、韩国志愿服务论坛（KVF、韓
国）共同在北京主办了“2012第三届中日韩公民社会论坛”，JICA也作
为主办方之一协助了论坛的举办。来自各国的NGO和NPO代表以及政府机
构的代表、学者、企业相关人员等120多人聚集一堂，共享了东亚公民
社会、NGO活动现状等信息，并开展了广泛的意见交流。

　  环境问题、灾害防治、老龄化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单靠政府的
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国际组织和NGO、自治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等应该联
合起来共同应对。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与NGO开展信息交流，一起探讨与
JICA项目合作解决共同课题的可能性。

◇NGO-JICA合作平台

◇“2012中日韩公民社会论坛”

■JICA中国事务所

NGO-JICA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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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about/ngodesk/index.html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CANGO）（中文）

http://www.cango.org/newweb/Sho

wnews_page.asp?ArticleID=1572

访问活跃于北京的基层友好NGO现

分会场

全体会议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about/ngodesk/index.html
http://www.cango.org/newweb/Shownews_page.asp?ArticleID=1572


关于餐厨废弃物循环利用的讨论

（高岛亚纱）
3

新闻

　  8月15日～16日，JICA与中国卫生部共同举办了“中日免疫规划策
略研讨会”。今年3月，JICA启动了以预防接种、结核病防治和健康危
机管理为课题的“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项目”，本次研讨会正
是该项目的活动之一，聚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负责预防接
种工作的100多名负责人。

　  研讨会上，中日双方针对预防接种法的体系、健康损害救济制度
（疫苗导致副反应发生时的补偿）、风险沟通（向国民和媒体正确发布
信息的方法）等相关行政措施、以及中日两国同属的WHO西太平洋地区
面临的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的共同课题与对策，介绍了各自的现状及今
后的展望。

　  本次研讨会为中日双方相互交换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提供了机会，
对中方来说，审查程序、认定标准以及日本具体细致的健康损害救济制
度很值得参考，日方则将目光放在中国实现预防接种记录的电子化尝试
上。此外，日本从今年9月起，将预防脊髓灰质炎的口服活性疫苗改为
灭活疫苗，而中国在去年刚刚经历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脊髓灰质炎爆
发，根据当时的情况正在探讨转用灭活疫苗，对日本的转用准备、转用
期、转用后的经验等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预防接种行政的现状共享和未来展望

～举办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

　  9月3日，JICA在北京举办了以城市典型废弃物，特别是餐厨废弃物
的循环利用为主题的“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出席研讨会
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荣副巡视员、JICA地球环境部不破雅实部
长、日本驻华大使馆青户直哉参赞，以及来自中日两国政府机构、企
业、NGO、大学、媒体相关人士等130多人。

　　　　　　　　　～举办“中日免疫规划策略研讨会”～

　  传染病是对中日两国均会产生影响的国际性课题。希望能寻找中日
之间可相互学习的共通课题，更加有效地实施项目。

　  特别是就近些年已成为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的餐厨废弃物，与会人
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并介绍了JICA在西宁实施的以社区为对象的
家庭厨余垃圾再利用调查、中日两国NGO与企业的最新举措等。上智大
学的柳下正治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餐厨废弃物处理政策
性判断的十字路口，应该综合考虑中国的饮食习惯、气候条件以及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的想法等，采用最合理的政策。今后，JICA将继续通过本
项目的中日间政策研究，对包括餐厨废弃物处理在内的中国废弃物政策
提供建议和支持。

　  JICA与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自2010年10月起共同实施了“城市典
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本次研讨会也是该项目
的一项重要活动。研讨会上，汇报了项目实施一年半以来的中期成果，
中日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企业以及NGO介绍了他们在该领域的最新举
措。

   （小田辽太郎）

■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规划

管理项目

http://gwweb.jica.go.jp/km/P

rojectView.nsf/11964ab4b2618

7f649256bf300087d03/3c806a85

2df0b76349257a320079d298?Ope

nDocument

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CDC）国家脊髓灰质炎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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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56bf300087d03/3c806a852df0b76349257a320079d298?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07/index.html


             （张苑)

重建四川大地震受灾山林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4年以来，包括商务部在内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一直致力于提高执法的透明度、审查效率及独立性等，在参考其他国家
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各类指南，不断强化执法能力。JICA将通过本项目
协助中方提高反垄断法执法能力，并在项目活动中促进中国反垄断法执
法机构与日本企业间的交流。

4

从借鉴到交流

～“反垄断法立法执法项目”赴日培训～

　  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破坏的山林面积相当于东京都面积的
1.5倍（33万ha）。在山岩裸露的灾区，即使是现在，每到下雨天都会
有山体表层的土壤滑落。堆积的泥沙埋没房屋和道路，山体滑坡导致泥
石流等，当地居民一直承受着这种慢性灾害。

　  林地锐减和自然灾害不仅困扰着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也曾因人口
增加和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导致人们每到下雨天就不得不承受灾害的苦
难。而通过山林的再生、减少灾害和保护生活环境的“治山”，正是日
本通过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积累所收获的技术。JICA在2010年启动了“四
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项目利用世界领先的“治山”技
术，恢复四川地震灾区的森林植被。

（林宪二）

　  来自公正交易委员会、该委员会北海道事务所、消费者厅、大学等
相关机构的讲师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进行了介
绍，内容包括日本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概要、反垄断法违法案件审查
实务、消费者保护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公正交易委员会地方事务所的作
用等。中方团员对产业政策制定前的竞争影响评估方法、市场集中度调
查方法、应对行政垄断和官方串标等内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8月21日，JICA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了关于荒山荒地森林植被恢复
的研讨会，其目的是宣传项目成果，进一步推广治山技术。中国国家林
业局、北京林业大学、东京大学太田猛彦名誉教授等政府和学术单位、
民间企业、NGO等中日两国200多名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发表了四
川大地震后JICA采取的措施及其他地区的经验，确认了共同承受自然灾
害苦难的两国今后还将继续合作的重要性。

　  此外，JICA、经济团体联合会、公正交易委员会在8月23日共同主
办了中国反垄断法、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情况研讨会，有包括日本企
业在内的18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商务部、工商总局和知
识产权局的团员分别介绍了中国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执法的
最新情况，并和与会的日本企业就经营者集中审查的重点、案件审查信
息的公开及申报审查程序的简化等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8月19日～29日，JICA实施了“反垄断法立法执法项目”第一次赴
日培训。以商务部反垄断局局长为团长的一行14人访问了日本，团员来
自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12个机构，其中7人是司局级干部。

～森林植被恢复学术研讨会～

■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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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ies/project/26.html

■相关报道：“用日本的治山技术支

援大地震灾后重建”

http://www.jica.go.jp/topics/201

1/20100509_01.html

■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

（介绍了本次赴日培训）

http://fldj.mofcom.gov.cn/aarti

cle/xxfb/201209/20120908325372.

html?4026834517=3582031146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project/26.html
http://www.jica.go.jp/topics/2011/20100509_01.html
http://fldj.mofcom.gov.cn/aarticle/xxfb/201209/20120908325372.html?4026834517=3582031146


 （青木信彦）

    （李瑾）

　  同学会邀请到日本外科学会理事长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国土典宏教
授和东京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讲师坂本良弘先生，分别就“肝细胞外科
的标准化治疗”、“胆道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为题发表了学术演讲。
演讲结束后，两位讲师解答了大家的提问，加深了参会人员对该领域的
理解。

　  本次演讲的实况通过远程教育系统传输到地方医院，为地方医疗技
术的提高提供了帮助。                                 （李瑾）

5

JICA志愿者与企业的意见交流会

　  8月23日，在中国各地从事作业治疗和物理治疗的12名志愿者与6家在中
国开展康复、护理业务的日本企业和美资医疗机构开展了意见交流会。这次
会议是利用JICA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志愿者聚集在北京召开志愿者总会的机会
举办的。

35名中国年轻行政官员赴日本留学

　  另外在志愿者的演讲中，分别汇报了各自工作单位的情况。大桥加奈队
员（济南市）谈到，医院里多数看护人员由于未掌握如何省力护理的相关知
识，所以看护人员在帮助病人从床上移到轮椅上时耗尽全力，结果导致自己
患上了腰痛病。另外吉田太树队员（无锡市）介绍了很多轮椅存在故障但依
然在使用的问题，佐藤俊之队员（内蒙古自治区）对地方医疗机构福利器械
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说明。

　  在讨论环节中，企业提出了访问各个志愿者工作的医疗机构的提案，并
安排提供相关物品及共同举办研讨会等方案。熟知各地现况的JICA志愿者与
在华企业的相互合作，对于国际合作及促进商务往来，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希望今后加深与在华企业的合作，共同为中国提供更深层次的援助。

　  JICA作为运营委员会成员支持的“中日人材培养奖学金(JDS)项
目”是Y一个派遣优秀行政官员赴日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的人材培养项
目，对象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年轻行政官员。目前,35名留学
生分别于8月3日和22日从北京出发，前往日本留学。出发前的8月2日和
8月21日举办了壮行会，日本大使馆贝塚正彰公使、岩本桂一参赞、商
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康炳建处长、JICA周妍副所长分别代表运营委员会
相关单位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

　  35名留学生将在11所大学（筑波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广
岛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国际大学、一桥大学、庆应大学、早
稻田大学、京都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法律、公
共政策、经营、经济和国际关系专业。希望这些承担着中国未来的年轻
行政官员能更多地学习日本的经验和理论，用这些经验为中国今后的进
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期待着他们作为中日两国间的桥梁，为增进两
国的相互理解、强化合作关系发挥更大作用。

　  在企业演讲环节中，轮椅生产厂家针对中国的轮椅需求状况、准确选择
轮椅问题及使用不合体的轮椅对身体产生的影响等课题进行了说明。另外有4
家来自医疗机构、康复用品生产厂家的企业对NPO组织的轮椅生产、捐赠、修
理给予支援并发表了演讲。

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8月27日，JICA归
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在北京举办了2012年度第2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约
50名医疗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在中国的JICA志愿者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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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vities/volunteer/index.html

■在中国的JICA志愿者事业

http://www.jica.go.jp/china/ac
tivities/volunteer/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volunteer/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activities/volunteer/index.html


（那须毅宽）

长期专家

中岛　卓也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

6

“中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与教训”演讲会

　  8月23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的徐祥临教授担任讲
师，举办了题为“中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与教训”的演讲会，JICA
和日本驻华大使馆等的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最近几年，中国频繁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成
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徐教授围绕中日两国在农产品质量安
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发表了中国农产品生产现状与课题的研究成果，
针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课题，徐教授建议参考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经
验，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和标准化。本次演讲会对中日合作共同解
决该领域课题的可行性探讨具有深远的意义。

（周妍）

 （可儿希代子）

参加“夏日盛典 in 北京 2012”

　  JICA在9月1日～2日举办的“夏日盛典in北京2012”（“中日国民
友好交流年”执行委员会等主办）上设置了宣传展台，以北京市内实施
的ODA项目为主，介绍了JICA的中国事业。到访JICA展台的客人中约有
250人（中国人占到大约9成）参加了JICA策划的ODA相关智力问答，其
中对中日友好医院开业时间的回答准确率最高，显示出该医院在北京市
内的存在价值。

2012年9月～2014年9月

离任人员介绍

　  接着挑战了加油……哦不，是充电。正好路过一家购物中心的
停车场，发现了充电站，于是就进去自助充电。虽然当时正在下
雨，但一点都没觉得被电着，顺利充完了电。充电时间需要30分
钟，期间上了厕所，又买了东西，一点儿都没觉出无聊。日本可能
很快就会进入电动汽车与汽油车同样便利的时代了。

　  前几天临时回国，正好需要租车，于是就尝试着租了一辆电动
汽车，是日本著名的品牌车。像平时一样点着发动机……不，是马
达后，一点声音都没有，汽车动起来后也没有一点声音，很不习
惯。开了一会儿，觉得和普通汽车没什么差别，没有开电动汽车的
“特别”感觉，直感叹电动汽车居然能做得这么好，到底是Made
in Japan。

　  而中国也正在普及价格低廉的电动汽车。除满大街行驶的电动自行车（２万日元起）外，小型货
车和小型汽车也正在实现电动化。前几天日经新闻上登出的“低速EV”也是其改良型。售价１万元
（约合13万日元）左右、可乘坐２～３人的迷你汽车好像已经进入市场了。在供电设施完善的发展中
国家，如果汽车还没有普及，不如一开始就推广这种“低速EV”，或许能同时把环境问题也一并解决
掉？！

在充电站挑战充电

补充信息：“低速EV”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

SFK0302L_T00C12A9000000/

中日环保汽车大PK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K0302L_T00C12A9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