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3

…4

…4

…5

…5

…6

…6

～制定医院感染对策，与无形的细菌战斗～

　　　　　　　　 2012年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　NHK“Hot＠ Asia”电视节目介绍“北京老年人的生活情况”

 ■  投稿栏目

…5
 ■  CHINA COOL

 ■  赴任人员介绍

北京的公共租赁自行车

参加“低碳社会环保技术”培训的体会

2012年11月号

  ◎　JICA医研修生归国人员同学会举行

目    录

　◎“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获理事长奖

 ■　新闻

　◎“水质及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最新动向

～备受关注的灾后“心理援助”～

　◎　感染疾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第2届中日建筑抗震研讨会

  ◎　四川大地震后的心理康复经验在世界精神医学大会上发表

☆ 中国事务所中文网站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index.html

☆ 志愿者活动 http://j.people.com.cn/99005/index.html

☆ SearchinaJICA主页 http://searchina.ne.jp/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400号室

邮政编码：100004

电话：+86-10-6590-9250、FAX：+86-10-6590-9260

JICA中国事务所新闻

➣ 新闻的相关垂询请联系这里

编辑担当： shenxiaojing.cn@jica.go.jp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感想与建议。



2

最新动向

(高岛亚纱)

    10月3日，“第8届JICA理事长表彰”的颁奖仪式在东京举行，
“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作为JICA在华项目首次获得JICA理事长奖。
除了“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之外，为振兴印度经济、改善环境做出
贡献的“德里高速运输系统建设项目”等成效显著且致力于协助对象
国家进行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模范项目也获得了表彰。

    本项目力求通过援建校舍等设施、完善教室及实验室教学设备以
及开展赴日进修，帮助对象大学从质和量两方面提高高等教育水平。
截至目前，本项目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校舍131处， 购置
设备16万台，此外，还派遣约4800名进修生参加赴日进修。

◇着力打造人才培养的平台
    人才培养项目已在多个省顺利完成，JICA中国事务所希望通过本
项目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大学之间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网络。例如，宁
夏大学和岛根大学利用日元贷款资金成立了中日国际联合研究所，并
组织开展了赴日进修活动。两所大学着眼于所在地区条件不佳这一共
同点，针对该类地区的开发、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开展研
究，通过学术交流持续推动中日地区间的交流。JICA将致力于打造一
个由中日两国从事类似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的、能够推动学术
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平台，从而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促进人才的交流。

◇示范项目“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
    本次获奖的“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是人才培养项目中最先完成
的项目，为后续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该项
目协助陕西省内16所大学进行校舍建设和教学设备完善，维护、改善
了约27万名学生（较项目启动时增加了1.5倍）的教学环境。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2010年）
指出，本项目的实施恰逢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改革时期，为完
善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为
正处于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型这一重要时期的地方大学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为改良研究设备、培养师资力量和研究人员队伍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获理事长奖

◇JICA针对教育领域的最大规模援助
～提高中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水平、完善教学设施～
    2000年～2009年，中国经济获得显著发展，JICA面向中国提供援
助的重点开始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环境、教育、公共卫生等领
域。JICA与中国财政部、地方政府以及大学等机构通力合作，从2001
年开始在中国内地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人才培养项
目”，力求通过人才培养，带动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缩小内地与沿海
地区的差距，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该项目以中国的200多所大学
为对象，是JICA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教育领域援助项目。

    在设备完善方面，本项目协助西北大学采购的3D摄影成像设备被
用于世界遗产“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工作，并获得了较为突出的研
究成果。此外，本项目组织的赴日进修为香川大学和宝鸡文理学院创
造了交流的契机，通过中日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
流，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

用于兵马俑发掘和修复的3D器材

利用3D器材复原的兵马俑立体图像

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教学楼

学生们利用日元贷款采购的实验设备

■人才培养项目HP

http://www.jica.go.jp/cj-

hrd/cn/index.html

■JICA新闻动态 9月11日（日文）

http://www.jica.go.jp/press/2012

/20120911_01.html

■JICA新闻动态 10月11日（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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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2/20121011_02.html

■陕西省人才培养项目 后评估

（2010年度）(日文)
http://www2.jica.go.jp/ja/evalua

tion/pdf/2010_C01-P155_4_f.pdf

http://www.jica.go.jp/cj-hrd/cn/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ess/2012/20120911_01.html
http://www.jica.go.jp/topics/news/2012/20121011_02.html
http://www2.jica.go.jp/ja/evaluation/pdf/2010_C01-P155_4_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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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水质及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在本次研讨会上，日方专家介绍，日本曾因公害问题而出现土壤污
染，并对日本为将大米中的镉含量保持在标准范围内采取的土壤污染改
善等措施进行了说明，同时还介绍了利用植物净化水质等方面的最新研
究成果。湖南省政府部门的多名相关人士不辞辛劳地来到北京参加本次
研讨会，对日本的土壤污染相关技术表现出很高的期望。

感染疾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10月22日，JICA与中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共同举办了“水质及
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技术研讨会”，在政策及研究方面与中国政府共享了
日本农用地土壤镉污染防治措施、水稻污染防治技术、利用植被净化水
质等相关信息。

    在中国，工厂排放的重金属的无害化处理率较低，重金属长期累积
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地表水中重金属浓度超标的情况。特别是在湖南省
的部分地区，铅通过粮食和饮用水被当地人摄入，当地30%的儿童到了
需要紧急进行驱铅治疗的地步，相关对策的实施已是刻不容缓。

    日本方面由来自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的短期专家大曲贵夫医师和
窪田志穗护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主题为抗菌药物（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及耐药菌对策。演讲内容涉及到一些令人费解的细菌名称，这些名称即
便在日本也只能在医院感染的报道中偶尔听到，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MRSA）、多耐性铜绿假单胞菌（MDRP）等。抗菌药使用不当，
不但没有效果，反而还会产生耐药菌，甚至威胁到病人的生命。两位专
家在演讲中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日本为合理、有效地开具抗菌药处方进行
干预和医院内部机制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对耐药菌在病床扶手以及桌
子等的干燥表面能够生存数周甚至数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传达了“早
期发现和早期预防措施的贯彻落实、日常清洁卫生及洗手规章制度的遵
守是医院感染对策的关键”的思路。

    JICA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实施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项目”以确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为目标，致力于开展利用微生物实现
零排放养猪以及通过减少肥料用量改善水田水质的活动。

    10月29日至30日，JICA卫生技术项目与中日友好医院共同主办了为
期两天的院内感染疾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协
和医院、302医院等北京市内主要医疗单位的约100名相关人士齐聚一
堂，以医院感染对策为主题，就相关领域内最前沿的信息进行了演讲。
JICA还特意从台湾大学邀请讲师来到现场，使本次研讨会成为了一次由
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研讨会。

    医院感染对策是医院与无形细菌之间的斗争，也是医院肩负的重大
责任和义务，它的实施需要踏实的作风和毅力。中国近年来由卫生部连
续发布了相关法规和条例，加强了医院感染对策的执行力度，但现场仍
存在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JICA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使理论（政
策）落实到医院的实际操作中。

（林宪二）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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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s/jiaoyu_001_1/second$6_6.

html

对IUC洗手设备进行说明的中日友好

医院的护士

■中日合作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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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

ram/project/29.html

http://data.ieda.org.cn/templates/jiaoyu_001_1/second$6_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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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

第2届中日建筑抗震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中日抗震设计领域的权威人士就两国抗震建筑以及
抗震结构的现状和课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双方专家分别介绍了通过各
自的抗震鉴定法对某建筑物进行分析的结果，随后与会人员通过交流
讨论，加深了对中日两国现有建筑物进行抗震鉴定以及抗震加固技术
的相互理解。此外，本次研讨会还设置了“隔震技术”这一主题，相
关专家介绍了中日两国的隔震设计法和隔震设计案例并进行了答疑，
由此加深了与会人员对隔震技术的了解。

    作为“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的一个环节，JICA与中国建
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于10月17日～18日在西安市举办了“第2届中日建筑
抗震研讨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建筑专家、各地方从事设计研
究的技术人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以及日方专家等共46人参加了本次
研讨会。

    第3届研讨会计划于明年3月举行。经与会人员讨论，提议将“抗
震鉴定及加固”和“隔震”作为下届研讨会的两大研讨主题。

～备受关注的灾后“心理援助”～

                   在世界精神医学大会上发表

   “四川大地震灾区重建-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的日方专家田中
英三郎出席了10月17日至21日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精神医
学大会。该会议是精神保健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大会，田中专家在分
组会议上介绍了本项目的相关情况。

    在分组会议上，田中专家结合去年11月本项目中期评审的结果，
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项目取得的成果：①通过现地培训和赴日
进修培养骨干人才；②精神保健及心理社会援助扎根社区；③民众宣
传教育。本项目结合现有的社区活动，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和民众心理
知识讲座等活动，在医院、学校、地区等各种场所，宣传与灾区民众
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心理援助方面的注意事项。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民
众提出了很多疑问和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现实情况中，灾后的心理援助多以部分国际组织和大学研究机构
倡导或开展学术研究，以及人道援助机构进行紧急援助为主，像本项
目这样致力于“中长期人才培养”和“建立援助机制”的情况在全球
范围内还并不多见。为此，积极地向全世界介绍项目的知识，将经验
回馈于国际社会，这在去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后，更加成为了我们要肩
负的使命。JICA将在协助灾区开展活动的同时，努力抓住像本次大会
这样的机会，向外界介绍相关的经验和成果。

四川大地震后的心理康复经验

■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助人才

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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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china/005/index.html

■展台式会议上发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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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china/005/news/general/121021.

html

项目过程中举办的实地进修

(培训放松动作法)

■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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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chinese/china/006/index.

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06/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05/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05/news/general/121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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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医研修生归国人员同学会举行

NHK“Hot＠ Asia”电视节目介绍“北京老年人的生活情况”

    NHK在10月25日播出的“Hot@ Asia”电视节目中介绍了北京老年人
的生活情况。北京的老年人自发地聚集在公园里，或打乒乓球，或跳
舞，一个个充满了活力。公园里设有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老年人无需
去健身房便能在这里进行强身健体的运动。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预计在
2013年将达到2亿，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课题。电视节目
还介绍了JICA针对中国老龄化问题开展了相关的援助,并应中国各地医
疗机构的要求,派遣了各种专业的康复治疗师在当地医院协助工作。

（青木信彦）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JICA医疗领域归国进修生同学会于
10月20日在北京市内举行了本年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煤炭总医院、北京老年病医院等的约120
名消化科的医疗工作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胃·食管外科教授濑户泰之就日本胃癌手
术治疗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演讲，并在答疑环节中与现场的进行了交
流，气氛十分活跃。次日，濑户教授和爱甲丞医师在中日友好医院为一
名82岁的胃食管结合部癌患者进行了手术。手术历时三个半小时，数十
名医生通过远程教育系统收看了这次高难度的手术。本次日本医师进行
的专业授课和手术实战有效地帮助中国胃癌治疗领域的医务工作者开阔
了视野，提高了手术技术。

（李瑾）

2012年度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城市地区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
堵，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公共租赁自行车”的使用就成为了一种有效
的改善措施。公共租赁自行车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但我10年前在北
欧留学期间，在芬兰街头第一次看见租赁自行车的那份感动还至今难
忘。最近，租赁自行车在中国得到了快速普及，北京市在地铁站附近以
及路边等设置了100多个租赁点。由于可以在不同的租赁点租车和还
车，因此使用租赁自行车上街非常方便。费用为每小时1元人民币（约
合12.5日元），最初的1小时是免费的。北京市的公共租赁自行车是红
色的，颜色如照片中所示，我还在各地区旅行时看到过绿色、橙黄色等
各种颜色的公共租赁自行车。面向外国人的租赁卡从10月份开始发行，
预计将进一步推动公共租赁自行车的普及。

北京的公共租赁自行车

北京市的公共租赁自行车

■节目网址

http://www.nhk.or.jp/hot%2Dasia

/prg/121025.html#helloasia

http://www.nhk.or.jp/hot%2Dasia/prg/121025.html#helloasia


佐藤翔太 2012年10月～

村井郁夫 2012年10月～

大月嘉惠 2012年10月～

櫛田光 2012年10月～

花冈沙代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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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海外协力队

日语教师

    通过赴日进修学习，收获很大，感触很深。  我希望将所学到先进理念、方法运用到我的实际工
作中，为陕西省实现低炭社会做出绵薄之力。

日语教师

日语教师

日语教师

日语教师

黑龙江省尚志市 朝鲜族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第三中学

辽宁省沈阳市 朝鲜族第二中学

赴任人员介绍

湖北省黄冈市 外国语学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朝鲜族第一中学

    比如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生活垃圾的高效收集及卫生处理，
以及1998年开始建立环保城等。参观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区时，我亲眼
见证了什么叫做“变废为宝”。废弃的塑料瓶经过筛选、粉碎、洗
涤，加工制成聚乙烯，再经过纺线、织布、印染等工序，最终变成了
手套、领带和西装；废旧汽车经过多达50多道工序的自动拆解分拣
后，提炼的钢、铁、铜、铅、锡等所有金属都会被送到工厂回炉，而
后生产新汽车，甚至连座椅上的泡沫塑料都能回收再利用，实现了汽
车的“生命轮回”；城市中大量的生活垃圾，20％被回收，70％以上
被焚烧发电，为城市居民提供热气、热水……在这里，任何废弃物都
有了可利用的价值。

    北九州以电池为代表的废旧资源的回收利用体系十分完善，实施
生产者付费的原则（整个过程中政府并不进行补贴），并由专门的企
业进行回收及资源化。政府专项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家电
等商品时，垃圾处理费用须列入购物成本当中。

    生活方面日本更将节能、环保做到极致，比如TOTO公司一直致力
于开发节水50%以上的卫浴设施，从家庭用水的各个环节考虑如何进
行节水节电。

    环境教育方面，在各小、中、大学均利用课堂，讲解人类活动、环境变迁、资源能源利用、以
及社会经济发展等知识，了解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投稿

参加“低碳社会环保技术”培训的体会

                                  陕西省环境管理体系咨询中心 赵琳

    近年来，陕西省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面临二氧化碳
排放、废水治理以及一次性能源的节约利用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当我
很希望了解和学习一些先进的国际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的时候,2012
年9月23日―10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JICA“低碳社会环保技术”进修
项目赴日学习。本次进修在JICA北九州国际技术协力机构培训中心,
进修内容丰富周密，不仅有理论学习,而且还安排了许多参观考察的
内容。

    通过近一个月的参观学习，我深深感受到北九州市注重节约能
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强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