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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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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基础上不断得以完善，对与中
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关系快速深化的日本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益处。特别
是对于在中国开展贸易和投资的日资企业，这将有助于减少他们的经营
风险。10月11日，JICA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JICA专
家白出博之向日资企业的相关人士（45人）说明了本次《民事诉讼法》
修订的要点，并介绍了JICA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法律制度
的知识和见解。除此之外，在反垄断法领域，JICA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公正交易委员会在东京联合举办了面向企业的研讨会。中国商务部
的反垄断局局长在研讨会上向企业相关人士（180人）介绍了中国的竞
争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8月23日）。

    中国入世已过十年。为应对市场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弊
病，完善消费者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已是当务之
急。有效运用经历过相同过程的日本的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JICA将为
中国的重要立法提供帮助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称“全
国人大常委会”）于8月31日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决定自
2013年1月起施行。本次修正是中国《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制定以来
时隔21年的首次全面修改。JICA从2007年开始至今，以项目合作的方式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了支
持。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清华大学法学院于9月7日举办
了“中日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JICA对此次研
讨会给予了大力支持，JICA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委员三木浩一（庆应义塾
大学教授）和JICA专家白出博之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讲。此外，JICA
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同策划在11月底举办一场研讨
会，回顾和总结了JICA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领域与中方合作所取得的成
果。

    中国自2001年入世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法律制
度，并为建立健全支撑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过
程中，JICA除《民事诉讼法》以外，还在《公司法》的修改以及《反垄
断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方面提供了协助。JICA构建
起了一个由日本法务省、最高裁判所、日本律师联合会以及专家学者组
成的官民联合支援体系，通过赴日进修和在华举行研讨会，为中国提供
源自日本经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中国负责立法的相关人士通过了
解日本是如何使外国法律适应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的需要以及如何克
服在法律制度运用阶段产生的课题，从中获得启发，进而逐步在法律制
度的建立、完善以及运用方面实现国际规则和本国环境的协调。

（竹原成悦）

～JICA为改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所做的努力～

    本次修订《民事诉讼法》在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程序快捷
化方面有一定进步。例如，为解决当事人的起诉因法院未予立案而搁置
的问题，新法中明确规定法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立案或不予受理的裁
定，并通知当事人。另外，为防止出现隐藏财产等妨碍判决执行的行
为，新法还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针对拒不执行的行为提高
了罚款额度。今后，在进一步强化民事执行程序，明确本次修订中引进
的针对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
讼法》的修订等领域,JICA将继续提供合作。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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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

oject/33.html

■中日经济法-企业法完善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

ina/0602055/index.html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律

与中国日本商会联合举办的面向日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律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专题研讨

会（北京，9月7日）

反垄断法立法及执行项目

与经团联、公取委联合举办的面向

企业的研讨会（东京，8月23日）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33.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602055/index.html


（林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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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了在全国20万个社区配备康复服务人
员和康复器材，在农村地区的乡、镇设置康复中心的目标。JICA将继续
主抓人才培养，协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和中国在康复领域有较长的合作历史。26年前，日本政府通过
无偿资金援助的形式协助中国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随后通
过技术合作项目，从零开始在中国培养了一批从事康复工作的专业人员
（作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等）。目前，JICA正以中国内
地的3个核心省市（陕西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基地，致力
于从省级到社区级康复人才的培养。在最近3年，共有153人通过2008年
建成的电视会议系统收看课程直播以及利用网络自学系统，修完了全年
640个学时的培训课程。另外，13名年轻的日本物理治疗师和作业治疗
师作为青年海外志愿者在中国的地方城市开展支援活动，其中有两名队
员还在本次论坛的分论坛上发表了活动成果。

新闻

第七届北京国际康复论坛

～中日在援助残疾人方面合作的26年～

    第七届北京国际康复论坛于9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本论坛每
年由中国规模最大的学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举办，今年共收集论文
520篇，约2000余人参加了23个专业分论坛的探讨与交流。JICA人间开
发部副部长熊谷晃子在会上介绍了JICA在康复领域与中方合作所取得的
成果。另外，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培养项目”的
首席顾问藤泽茂子在会上报告了该项目实施5年来取得的成果。

    来自日本（国立残疾人康复中心医院、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川崎医
科大学、藤田保健卫生大学、东北大学等的医师、治疗师）、美国、德
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韩国等12个国家的150名专家学者（半数
为日本人）以及中国残联和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在中国各地的医师、治
疗师、学者及卫生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的相
关人士参加了本届论坛。50家康复相关企业在论坛会场上设有展位，对
最新型的电动轮椅和康复器具进行了实际演示。

■JICA中国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

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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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

ram/project/21.html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http://www.crrc.com.cn/

陕西省

重庆市

北京

广西壮族自治区

康复人才培养项目
中国中西部地区

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21.html
http://www.crrc.com.cn/


（鲍迪娜）

～扎根地域的医院感染对策活动推进项目～

召开非居民税收研讨会

    非居民税收研讨会于9月18日至21日在安徽省税务干部学校召开。
本次研讨会是国际税务项目的首次具体活动，来自日本国税厅和税务
大学校的3名讲师为约30名负责非居民税收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培训。

    对于依照外国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在外国的非居民企业（外
国法人），由于存在难以获得征税所需的信息、非居民税收的对象精
通国际避税方法等原因，非居民企业税收的问题即便是在各种国际税
收问题中也一直是各国税务机构面临的难点课题。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设立了非居民税收管理处，全面启动
非居民税收。根据国际规则开展非居民税收的工作，中国正积极地向
日本等国家学习制度建设和税收实务方面的经验。在本次研讨会上，
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日本讲师引入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和讨论，对中日
两国在国际税制上的不同点以及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方法等进行
了讲解，并与学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将广州的医院感染对策模式推向世界

    听到“医院感染”这个词，应该会有很多人联想到传染病的大流
行或是医疗事故等极端情况。但其实，医院感染需要的仅仅是踏实细
致的基本性预防工作。比如勤洗手等日常性预防、合理使用抗生素、
严格管控医疗废弃物等。在中国，因为这些工作都无法像诊疗报酬一
样成为医院的收入，所以很多医院在人员配置及预算方面往往会比较
忽视医院感染对策。

    SARS发生后，JICA于2008年年末启动了“广州医院感染对策项
目”。其后，为了在广州周边地区医院大力推广项目成果，又启动了
名为“扎根地域的医院感染对策活动推进项目”的中日基层友好技术
合作项目。2012年9月3日至8日，作为项目的最后一个专家派遣环节，
神户市立中央市民医院派出春田恒和等3名医生来华。

    该项目不仅致力于人才培养，还为提高地域卫生保健能力、建立
相应制度等做出了极大贡献。我们期待着相关方面能够吸取SARS的经
验教训，促进广州医院感染对策模式在广东省、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
国得到推广。

(小田辽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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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项目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比如，增城市妇幼保健院加强了
手部卫生教育，在医院内以及当地幼儿园和小学开展了勤洗手好习惯
活动。这一活动大大降低了该地区的手足口病的发病率。佛山市顺德
区桂洲医院在项目3年期间举办了10多次培训，区内近30家医院共计
500人次参加了培训，项目经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目前，项目正在与
中方政府协商，借鉴日本的职业资格管理制度（感染管理医师、护
士、药剂师），欲在中国建立第一个此类资格管理制度。

■国际税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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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ctView.nsf/SearchResultView/

A340F6AAC0620B4F492579EC0079E1

2E?OpenDocument

养成洗手的好习惯

佛山市顺德区桂州医院制作的宣传画

■扎根地域的医院感染对策活动推

进项目

http://www.jica.go.jp/kansai/e

nterprise/kusanone/chiiki_08.h

tml

■超越国境的日中共同课题—对抗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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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se/office/others/story/gene

ral/story27.html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SearchResultView/A340F6AAC0620B4F492579EC0079E12E?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kansai/enterprise/kusanone/chiiki_08.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story/general/story27.html


（林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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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负责人能力强化培训

～利用森林资源，搞活地方经济～

 关注区域共同课题，助力脊髓灰质炎、麻疹对策

    8月底至9月初，JICA与WHO（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中国国内的脊
灰麻疹/风疹实验室进行了认证考核（Accreditation Review）。WHO每
年均会对中国的国家级和省级脊灰、麻疹/风疹实验室的安全性和功能
进行检查，并对其作为检查设施的妥当性进行认证。由于JICA长年在中
国开展预防接种项目，为消灭脊髓灰质炎等做出了贡献，同时还是中国
在实验室人才培养方面的主要合作机构，因此有幸参与了该项活动。今
年，JICA派遣了吉仓广（原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长）等3名短期专家。

    WHO对JICA专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参加本次活动
的JICA项目专家不仅通过现场建言为中国维持和强化病毒监控体制做出
了贡献，还呼吁将在中国掌握的一手资料用于制定和完善日本国内的相
关对策。由于麻疹/风疹是传染性很强的呼吸道传染病，且很容易跨境
传染并蔓延，因此需要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各国开展合
作来解决相关课题。今后，JICA将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和开展相
关的工作。

    认证考核工作由JICA专家与来自WHO总部和WHO西太平洋地区事务所
的专家分担进行，JICA专家访问了河南、浙江、安徽、海南四省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按照WHO考核表对实验室进行了认证考核。专家们对考
核结果评价颇高，认为各实验室均不存在大的问题，保持着高水平的检
查体制。特别是新疆，JICA为应对去年爆发的脊灰疫情提供的离心机和
基因分析装置（实时PCR）在这里得到了有效运用，为病毒监控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WHO联合开展实验室认证考核～

    让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访问静冈县的NPO法人—
—回归土地的树木工厂。工厂的负责人关田乔先生针对台风每年刮倒大
量树木的现状，萌生了将这些树木切割成木墩，然后挖空中部制作成花
盆的想法。由于制成的花盆很快便回归土地，因此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
负担。关田先生的活动很快便引起了当地艺术家的关注，过去毫无用处
的倒坏树木逐渐被用于进行插花和木雕等艺术创作，并最终升华成为振
兴地区经济的良好范例。

    JICA的林业负责人能力强化培训于9月17日至29日在日本举办。本
次培训的对象为在黄土高原地区从事林业工作的中国地方政府职员，培
训内容涉及日本地方政府的森林管理制度、民营企业对观光农场和野营
场地的运营、NPO法人举办的活动等。

    “黄土高原”是指黄河中游沿岸位于山西等省的广阔高原地带。生
活在北京等中国东北部地区的人们长年饱受来自黄土高原的黄沙之苦。
过去曾经绿荫覆盖的地区也因长期乱砍滥伐而变成了濯濯童山。JICA一
直致力于在黄土高原上植树造林，经过长年努力，在该地区的造林面积
已达到了东京都面积的8倍（164万ha）。

    虽然森林面积得到了大幅增加，但如何既保护好营造的林地又不影
响当地民众的生活成了今后要面临的课题。在日本，森林保护和自然资
源利用是在地方政府、民营企业、NPO法人等合作的基础上协调进行
的。在这方面，日本有着大量的优秀范例，例如通过自然公园和野营地
开展环境教育、以观光农场和“一村一品”为代表的地区经济振兴措施
等。然而在中国还几乎看不到有类似的做法。

(小田辽太郎)

吉仓广专家正在进行实验室指导工

专注于木雕的学员



    9月4日，基层友好技术合作（地方建议型）“成都龙门山
地震带温泉资源开发和旅游恢复合作项目”成果报告会于四川
省成都市顺利召开。2008年汶川大地震导致四川省多地受灾。
为合理利用温泉资源，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复苏，中日合作开展
了该项目。日本山梨县和中国成都旅游局为项目实施机构。项
目为期3年，期间开展了中方相关人员赴日研修、日方短期专家
来华指导及组织培训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相互
理解和友好交流。借此机会，山梨县观光部和四川省成都市旅
游局还签订了旅游交流合作备忘录，在项目结束后双方仍将继
续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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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视频为大阪的小学远程授课

    9月13日，JICA中国事务所通过网络与大阪府的河内长野市
市立教育媒体中心连线，向美加台小学和天见小学的74名6年级
学生进行了远程授课。本次远程授课以“中国文化”为主题，
不仅介绍了发生在中日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与饮食文化和风俗
习惯等相关的事情，还介绍了很多日本人在中国以及中国人在
日本成家立业、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加深相互关系的现
状，以及历史上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建立了深厚关系的事实，
并通过讨论明确了今后维持两国友好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此
外，大阪府的初中教师端山知佳(目前作为JICA志愿者在山东省
一所初中任日语教师)也参加了本次授课，并向日本的同学介绍
了中国初中生的生活状况以及刻苦学习的情况。在答疑环节
中，就中国最近的流行话题，学生们与JICA中国事务所的中国
员工进行了交流。课后，日本同学们深有感触，能通过课程直
接了解到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在寓教于乐的同时加深了对中国
的理解。

    河内长野市市立教育媒体中心针对学校开展的推进国际理
解项目，利用网络途径，通过生活在当地的日本人向日本的地
方学校提供远程授课。截至目前，在JICA的协助下，已经从越
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进行了远程授课。去年，
在JICA为“消除数字鸿沟，建设信息化社区”实施的ICT运用协
调员培养进修中，来自亚洲、非洲、南美的学员访问了该中
心，并对远程授课的现场进行了观摩。

（青木信彦）

中日观光开发交流研讨会

(鱼屋 将)

■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学习ICT

（信息通信技术）

http://www.jica.go.jp/kansai/e

nterprise/kenshu/gijutsu/power

/power_15.html

■成都龙门山地震带温泉资源开发

和旅游恢复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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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

56bf300087d03/78121156a999a7614

92577aa0079dcef?OpenDocument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56bf300087d03/78121156a999a761492577aa0079dcef?OpenDocument


离任 藤泽茂子 中国中西部地区康复人才培养项目 2010年8月～2012年9月

离任 鹤田靖行 日语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赤峰学院

神田爱 日语教师　四川省宜宾市 宜宾学院

田中惠理 日语教师　江西省吉安市 井冈山大学

田中阳子 日语教师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

茶野美和子 日语教师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前川纮子 日语教师　辽宁省沈阳市 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山口彩 物理治疗师　江苏省无锡市 无锡市锡山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9月9日是中国人称之为“重阳节”的重要节日（※），人们在这
一天有相互道贺的习惯。中国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在这一“良辰吉日”
举行婚礼。虽然现在中国人通常会举行新娘穿着婚纱的西式婚礼，但
最近中式婚礼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中式婚礼通常按如下流程进
行。
①新娘乘坐八抬大轿入场；
②婚礼现场舞狮子；
③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并感恩；
④双方父母向新人祝贺并教诲，然后发红包（通过该仪式，新人不再
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而是改称“爸爸”、“妈
妈”）
⑤向前来道贺的人敬酒并发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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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后的婚宴上，前来道贺的亲朋好友会故意刁难新郎新娘。例如让新郎新娘同时吃1个苹果。
看到新郎新娘害羞的模样，婚礼现场会再次让人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之中。

    不论是新娘的衣裳，还是婚礼现场的装饰，都是喜庆的红色。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传统颜
色。虽然不同国家的婚礼都表现了各自的文化特点，但婚礼中洋溢的幸福气氛却是“万国共通”
的。

（※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认为奇数是表示吉利的“阳数”。9是个位数中最大的阳数，而9月9日是两
个9赶在一起出现的日子，因此成为了节日。）

（沈晓静）

长期专家

青年海外协力队（2010年10月～2012年10月）

离任人员介绍

中国的婚礼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56bf300087d03/78121156a999a761492577aa0079dcef?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kansai/enterprise/kenshu/gijutsu/power/power_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