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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中日大气污染防治研讨会

（高田千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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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今年1月以来，中国大范围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引来国内
外高度关注，特别是称为PM2.5的细颗粒物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等，对
人体健康造成隐患，因此改善大气质量的污染防治对策成为当前的紧
急课题。中国政府正按照“十二五”规划等的要求，就包括大气污染
在内的环境问题讨论各种对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严重
的公害问题，但在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行政性管制措施、各企业的减
排措施、公害患者救济等相关法律措施、民众自发性措施等多方努力
下，公害问题逐渐得以克服。为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日本经历
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从中积累的经验对正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
改善民生等重要课题的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效利用日本的经验和技术

　  在此背景下，中日双方活跃在政府、地方自治体、研究机构、企
业等大气环境领域一线的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以①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对策、②大气污染物质观测及分析、③中日地方性措施、④日本
企业的污染防治技术为主题交换了信息和意见。

    中方讲师根据中国大气污染现状和从PM2.5成分分析推测出的污染
源相关信息，说明了政府在制定环境标准和行动计划等方面采取的对
策及今后面临的课题，介绍了中国现行的PM2.5等的测定方法以及利用
网络等公布观测结果信息的相关情况。此外，来自辽宁省沈阳市和甘
肃省兰州市的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城市通过日元贷款开展大气环境改
善项目后大气环境的改善情况以及日元贷款项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来自日本企业的与会代表介绍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回收装置以及有效削减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光触媒技术、有助于减
少汽车排放污染物质的柴油颗粒过滤技术等先进技术，引起了中方的
密切关注。

　  现在，JICA正与中国政府讨论就PM2.5等大气污染问题开展新的合
作，并开始联合中国的研究机构在北京市开展PM2.5动态调查试点工
作。将来，JICA将继续与中日两国政府、地方自治体、企业开展合
作，通过各种方式方法为改善中国的大气质量做出贡献。

◆经历严重的大气污染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宋铁栋在研讨会开场致辞中介绍了中
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中日环境合作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阐述了中
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和今后要采取的对策措施，表达了对日本的经验和
技术的期待之情。

　  日本方面，长年活跃在日本环境行政第一线的西尾哲茂（明治大
学教授、环境省特别顾问）从法律、制度、技术层面介绍了日本40年
来的环境对策措施，此外，IGES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介绍了过去
中日两国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的基本情况，并对今后民间投资的良性
发展进行了展望。来自东京都、川崎市、四日市市、北九州市等地方
自治体的与会代表介绍了克服公害的经验以及地方自治体在环境行政
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方与会代表还特别对市民活动和公害诉讼在推动
公害防止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进行了介绍。

    JICA于4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与日本的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
（IGES）及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共同召开了“中日大气污染防治研
讨会”。

■相关报道：为改善大气环境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
e/others/newsletter/201302_03/
01.html

中日双方共约130人参加研讨会

与会人员高度关注大气环境问题

辽宁省沈阳市内的热电厂

利用日元贷款建设集中供热设施，减

少小型低效锅炉。有效改善大气环境。

中方与会人员就日本的环境行政和先

进技术提问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2_03/01.html


（张苑）

新闻

　  在中国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时隔23年的《环境保护法》
的修订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鉴于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修订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工
作，JICA在日本环境省的协助下，于4月1日至11日组织实施了赴日研
修，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和环境保护部的11名
从事《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研修。

　  学员们纷纷表示，日本克服公害以及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制
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将借鉴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和企业自发
采取环保措施的发展过程、公众参与以及政府对企业的奖励政策等，为
今后中国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对策贡献力量。

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展赴日研修

　  本次研修邀请日本环境问题领域各方面的专家担任讲师，通过现场
考察等方式，综合性地介绍了日本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及其运用情况。

　  在《环境法》方面，以环境省特别参事、明治大学的西尾哲茂教授
为首的专家组讲解了《环境基本法》的概要和环境权的理念，说明了诉
讼对环境政策造成的影响。来自环境省及经济产业省的专家介绍了日本
环境保护行政的概要和各省厅的职责分工情况；来自总务省公害等协调
委员会的专家介绍了公害纠纷处理的相关情况。此外，就地方自治体所
开展的工作，来自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专家对自治体与企业的关系等进行
了详细说明。

　  在公害诉讼案例方面，除大阪律师会公害环境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了
授课外，NPO“蓝天财团”的专家还从地区民众的视点出发，介绍了西
淀川地区大气污染诉讼的经验。此外，来自“京都市环境保护活动中
心”和NPO法人“环境市民”的专家还介绍了市民采取的环保措施，突
显了市民活动在日本解决公害问题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本项目将借鉴日本的经验，讨论中国在引进NOx控制技术方面面临
的课题。中日双方计划在2013年度制作与NOx控制相关的技术指南，模
拟大气污染物质扩散，并开展赴日研修，加深对日本大气污染对策及技
术的理解。

（高田千瑛）

“大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 正式启动

　  4月19日，JICA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实施的“大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
制项目”第1次联合协调委员会召开，本项目正式启动。本项目主要处
理的“氮氧化物（NOx）”是PM2.5的主要污染因子之一。

　  出席本次会议的环境保护部总量控制司副司长于飞表示，中国政府
现在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对策，特别是在大气污染对策领域，学习各国的
经验至关重要，中国相关部门对本项目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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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国别进修“行政诉讼法及行政相关

法”

http://gwweb.jica.go.jp/km/Pro
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
649256bf300087d02/3a3bcf8d
e467c39e492579dd0079ec7d?

■大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
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
56bf300087d03/75baa74ff3867d4
5492579db0007c15b?OpenDocum

参观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害资料室

通过视频资料加深对日本公害经验的

理解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649256bf300087d02/3a3bcf8de467c39e492579dd0079ec7d?OpenDocument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11964ab4b26187f649256bf300087d03/75baa74ff3867d45492579db0007c15b?OpenDocument


（林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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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大地震灾区举行植树纪念活动

　  植树纪念活动是JICA自2010年起与中国国家林业局、四川省林业厅
实施的“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的一个环节。该项目主要
致力于恢复在2008年5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中遭受损坏的森林。

召开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节能运行技术研讨会

　  当地林业专业的大学生们带动了植树纪念活动的气氛。植树后，大
家争先恐后地围着JICA的日本专家合影留念，表达了对日本专家在自己
家乡灾后重建方面所作努力的感激之情。

（林宪二）

　  JICA于3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节能运行技
术研讨会”，超过200名来自包括30家民营企业在内的中日相关人士参
加了本次会议。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推广普及JICA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2009年实施的“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行改
善”项目中制定的《污水处理厂设计及运行改善指南》，促进中日两国
政府及企业相关人员的交流。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使得中国的生活污水量越来越大，河流、湖沼富
营养化以及生活用水水质恶化已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课题。污水净化是
直接关系安全生活用水保障的极为重要的课题，因此中国政府大幅强化
了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虽然中国政府在水中悬浮物及氮、磷含量等
方面以城市地区为中心设定了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的标准，但很多污水
处理厂无法达标。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将现有污水处
理厂的升级改造（提高处理能力）定位为最重要的课题。

　  3月12日是中国的植树节。当天，JICA联合四川省林业厅在四川省
彭州市举行了植树纪念活动。来自中国政府、四川省政府、以成都为基
地开展活动的日本企业的相关人士以及来自各所大学的大学生等约200
人通过植树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献上祝福。

　  本项目制作的《污水处理厂设计及运行改善指南》的内容包括污水
处理厂的设计方针、运行层面的处理、事故风险等的应对。日本政府和
民间的经验可有助于中国污水处理厂达到排放标准。对指南进行汇编的
JICA专家北川三夫在研讨会上强调了该指南与确保安全生活用水的关
系，说明了今后持续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数据进行评价和分析，并将结
果反映到指南中去的重要性。

　  此外，5家日资企业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各自的先进技术。例如帝人
株式会社介绍了向辽宁省沈阳市引进分散处理技术后在减少污泥产生量
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与污泥处理成本大幅削减相关的案例等。

■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运行改善

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chi
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
roject/05.html

与会人员聚集在企业技术介绍展区

■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

http://www.jica.go.jp/oda/projec
t/0903176/

植树后考察施工地区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05.html
http://www.jica.go.jp/oda/project/0903176/


　  中日双方的出席人员高度评价了本项目的成果，希望在项目结束后
仍通过各种形式在防灾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
后，中国地震局向日本派遣了紧急救助队，中日双方将通过这些合作建
立起紧密的互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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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紧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项目”
　　　　　　　　　　综合演练及成果发布会

　  JICA自2009年起与中国地震局联合实施了“中日合作地震紧急救援
能力强化计划项目”。在项目结束之际，合作双方于3月18日至22日进
行了综合演练和成果发布会。

　    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赵明以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参事官
是泽优等出席了成果发布会。在应急领域进行了模拟紧急状况的桌面演
练；在救助领域对紧急处理时的准备、动员、行动、撤收等一系列流程
进行了演练。

　  本项目作为援助2008年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一个环节，旨在提高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的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加强其开展救助技术培训的
能力。在3年半的时间里，3名日本长期专家和几十名短期专家在应急领
域（灾害发生时的信息管理和避难对策等）和救助领域（搜救技术、从
倒塌建筑和高层建筑进行救助的技术等）对该中心的教官进行了指导。

（林哲浩）

（高岛亚纱）

中日建筑抗震技术研讨会召开

　  作为“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的一个环节，JICA于3月21日
至22日在北京举办了“第3届中日建筑抗震技术研讨会”。以建筑研究
所首席研究员福山洋为首的日方专家以及以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郁
银泉副院长为首的中方抗震建筑标准制定和设计专业人员约50人参加了
本次研讨会。会上，双方就抗震设计、抗震鉴定、隔震设计交换了信
息，研究人员之间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据报道，在东日本大地震中，距震源地600km以上的大阪的超高层
建筑发生了剧烈摇晃，出现了顶棚坍塌、人员被困于电梯中等情况。这
是在长周期地震动作用下超高层建筑发生共振后摇晃幅度（振幅）增大
引起的现象，目前世界各国在长周期地震动对超高层建筑造成的影响方
面的研究还并不充分。福山洋首席研究员在本次研讨会上介绍了在位于
日本的全球最大规模实验设施（E-Defense）进行的旨在研究长周期地
震动对超高层建筑物造成影响的震动实验。中国现在正值快速建设超高
层建筑的时期，实验结果引起了中方专家的高度关注。

　  中日两国仅利用现在的抗震标准进行的设计虽能在大地震时救人性
命，但无法避免地震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坏，震后的维修和加固需要耗费
大量的费用和时间。虽然部分建筑物是基于性能设计，由设计人员和建
筑所有者协商，在考虑经济性和抗震性的平衡后采用隔震以及减震等结
构，但在设计方法等方面尚未制定明确的标准。

　  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黄世敏所长
介绍了中国在性能设计方面的思路和案例，中日研究人员对今后设计方
法的实用化进行了交流。

■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
ina/006/

■中日合作地震紧急救援能力强化

计划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
hina/003/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06/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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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A于3月20日召开了“职业卫生能力建设项目”的第2次联合协调
委员会，并举行了“职业病对策报告会”。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和中央
劳动灾害防止协会的专家向中方相关人员介绍了日本的职业病对策。

保护母亲与孩子生命的护照
    ～向中国引入日本的“母子保健手册”～

　  日本的母子保健手册始于1942年，拥有70多年的历史，是日本人一
生中需要妥善保管的物品。

　  不论在哪个国家，生育孩子对夫妻而言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政府
和医务人员利用母子保健手册能够给夫妻生育小孩带来哪些帮助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JICA今后将对南丰县开展相关工作继续给予支持。

（小田辽太郎）

　  本项目自启动的两年时间里，除了在北京市以及示范地区——苏州
市面向尘肺和有机溶剂中毒方面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举办了培训会外，还
基于预防职业病的目的，开发了面向企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并
做好了指导企业设计排气装置的准备工作。2013年度，JICA计划向示范
地区以外的地区推广普及，推动相关活动的正式开展。

（竹原成悦）

    为在中国推广这种母子保健手册，JICA在江西省南丰县开展了试点
工作。3月17日至18日，JICA召开了旨在确认项目进度和课题分析的研
讨会，80名相关人员在会上交换了意见。

　  在中国，母子保健手册的功能被分为以下三证中①孕产妇保健手
册、②儿童保健手册、③预防接种证。母子保健手册的特点是对妇女怀
孕、分娩以及随后的婴幼儿体检、预防接种等儿童成长记录进行统一管
理，有助于医务人员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
由于政策问题，一直使用上述毫无关联的三证，对孕妇和监护人造成了
很多不便。鉴于此，JICA将上述三证整合成一本母子保健手册后尝试性
地进行分发，并对民众健康意识、母子保健服务以及证书使用方法方面
发生的变化进行监察。县内已经向孕妇和新生儿分发了大约6,700本母
子保健手册。

　  通过本次研讨会，确认了母子保健手册的3个成果：①提高了体检
率（预防接种时查看母子保健手册，当场对未进行体检的婴幼儿进行体
检）；②提高了孕妇的健康知识水平（医务人员根据母子保健手册提出
合理建议，有效传达与营养、睡眠、母乳、异常反应等相关的健康知
识）；③促进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产前及产后体检，即便医疗机
构在分娩过程中发生变化，仍能根据健康证提供适当的服务）。另一方
面，目前还存在覆盖不全面、证书填写导致现场工作负担加重等课题，
本次研讨会讨论了这些课题的解决对策。

加强职业卫生能力建设项目 第2次联合协调委员会

■相关报道：开始试用新的母子手

册～江西省南丰县

http://www.jica.go.jp/project/
china/0602072/news/general/

■加强职业卫生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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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功能分散的三证（上方照片）

整合成一证分发（下方照片）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602072/news/general/20111130_01.html
http://www.jica.go.jp/oda/project/1000298/field.html


（林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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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防止松树大量枯死

　  JICA自2001年至2008年在湖北省和安徽省为实施了“中日合作林木
育种科学技术中心项目”，协助中国制定林木育种项目计划和开发主要
树种的优良品种。3月12日，JICA召开了研讨会，以推广该项目开发的
抗性育种，共享病害虫综合防治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害虫通过从北美进口的木材侵入日本，导致
日本的松林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日本政府除了采用喷洒药剂和焚烧受
害松木等物理性对策外，还花费十几年时间致力于开发带有抗性的品
种，确立起了相关的技术体系。本项目着眼于抗性树种的育种，通过与
各省的林木育种中心合作，开发白杨和马尾松等的抗性新品种。JICA在
开发过程中提供了技术指导，使得湖北省和安徽省的林木育种技术有了
飞跃性的发展。鉴于上述成果，中国政府向本项目的JICA专家授予了包
括外国专家可获得的最高奖项“友谊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在本次研讨会上，日方与会专家介绍了20～30年间育种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改良品种结合药剂喷洒等多种预防措施对病害虫防治的有效性
等。此外，来自湖北省和安徽省林木育种中心的与会人员汇报了每位在
华JICA专家为本项目所做的贡献以及在抗性品种开发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果。

　  林木育种领域的权威专家、日本国林木育种中心的近藤祯二部长满
怀信心地表示：“育种的成功离不开周密的计划、充满热情的人才以及
作为坚强后盾的组织，本项目的成功在于我们具备了所有的要素。如
今，中国林木育种中心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与日本相同的水平，希望今
后双方能够一起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病害虫的越境传播使得跨国合作不可或缺。期待中日双方通过本项
目培养起来的信任和协作关系能够为两国今后开展森林病害虫防治工作
做出贡献。

　  JICA于3月14日举办了一场报告会。报告会由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大平刚担任讲师，对近年来国际援助潮流随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进行了
分析。

（河野久）

　  大平刚教授讲解的内容涉及以下3点：①现在通过OECD·DAC、世界
银行以及UNDP等联合国机构形成了具有共同的特定规范和规则的“援助
体制”，这成为了国际援助领域的实质性规则；②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
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援助领域逐渐崛起，使得既有体制逐步发生变
化；③在此状况下，中日韩三国在国际援助领域应发挥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正不断提升其作为援助方的存在感。今后，
JICA将通过这种形式的报告会和研讨会等，探讨中日两国在国际援助领
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召开以国际援助潮流和中国为主题的报告会

■中日合作林木育种科学技术中心项目

http://gwweb.jica.go.jp/km/Proj
ectView.nsf/5149c5c906861251
49256cbe003147f9/63f76fd6df1
5c28c492575d100355b9a?Open

■相关报道

守护亚洲的绿色～中日合作林木育

种科学技术中心计划

http://www.jica.go.jp/china/off
ice/others/story/19/index.html

在育种场确认白杨抗性品种的成果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5149c5c90686125149256cbe003147f9/63f76fd6df15c28c492575d100355b9a?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hers/story/19/index.html


长期专家
臣川 元宽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试点项目     2011年4月～2013年4月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日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已是众所周知，清明则是更加细分的
二十四节气之一。与日本的盂兰盆节相似，中国人在清明节有举家为先人扫墓的习俗。此外，清明节正
值春风拂面，天地明朗的播种季节，让人不禁联想到万物新生的景象。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外出郊游
或赏花。“清明果”也叫棉菜（艾草）饴，亦是人们在清明节食用的包有豆沙馅的鲜绿色糯米团子，民
间采用石器工具捣制，软糯筋道，回味悠长。节日这天正好在江浙一带农村出差的朋友用智能手机发来
了早餐时品尝清明果的照片，只是看了一眼，就令人感受到了清爽怡人的春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这天细雨纷纷，路上远行的旅人，不由得愁绪
满怀。向人询问哪里有酒家，牧童指向远方杏花盛开的
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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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妍）

离任人员介绍

　　今年的清明节，北京少有的从早上就开始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中生机盎然的嫩草芽和绽放的桃
花，仿若电影的开场画面，诗意盎然。此时，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不由得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诗情画意，却又蕴含着一丝迷乱凄凉。

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开展义诊活动

　  3月20日至24日，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组织以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许树强（同学会理事长）为首的约20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赴海南省澄迈县
和文昌市进行了义诊活动，并就国立医院管理和改革向约80名当地的医疗
行政官员作了报告。在此之前，同学会已针对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进行了10次义诊活动，本次在海南省的活动是在李克强总理提倡的
“健康海南”构想的基础上开展的。

（李瑾）

    在本次义诊活动中，专家组除接诊了310名患者外，还直接前往因病导
致外出困难的患者家中，捐赠了医药品。此外，1名患者接受了甲状腺肿瘤
切除手术。手术后，该名患者握住甲状腺乳腺外科黄林平教授的手，眼含
热泪，连声道谢。由于当地一直采用全身麻醉进行同种手术，因此本次采
用局部麻醉进行手术对当地今后实施同种手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次
义诊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当地民众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到了活动
的相关情况。

■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网站

http://www.zryhyy.com.cn/News
/Articles/Index/303413

清明節

http://www.zryhyy.com.cn/News/Articles/Index/303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