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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致力于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以 PM2.5 为首的中国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广受国人关

注，日本也在密切关注这些环境问题的发展动向。2012 年 11 月召开

的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中国政府也加

强了环保措施，致力于通过制定新的环境政策等方式解决环境问题。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环保中心”）是环境保护部直

属单位，在中国的环境行政中承担着重要的核心工作。该中心是中日

两国政府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10 周年而共同决定设立的，

于 1996 年落成。日本与该中心开展了长达 20 年以上的技术合作，内

容涉及黄砂和酸雨、废弃物的管理和再利用、环境教育等多个领域，

为环境政策和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技术合作。 

◆致力于打造循环经济 

    JICA 与环保中心共同实施的“推进循环经济项目”于 2008 年-

2013 年期间实施。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消费量不断增加，为了平衡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特别是促进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资

源化，中国政府于 2008 年制定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本项目旨在切

实推进该项法律的实施运用。 

本项目根据由“资源投入”、“生产到废弃”、“处理”形成的循环

圈，将推进循环经济的相关课题整理为 4个课题，分别是①推进有益

于环保的事业活动的开展、②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③推进静脉产业

生态工业园的建设、④推进废弃物的正确管理。项目围绕这 4个课

题，开展了强化相关政策措施实施能力的技术合作。 

本项目编制了一系列中国目前开展环境行政所必需的指南，如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南》、《企业环境报告书指南》、《静脉产业生态工

业园建设指南》、《关于二恶英类化合物简易检测方法的技术指南》

等。 

◆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本项目所开展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环境监督员制

度”。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设立是将日本的“公害防止管理者制度”

导入中国的一种尝试，旨在通过对各工厂所排废弃物总量的监控，达

到降低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的目的。本项目还制定了将产业废弃物在

多家工厂之间进行再利用的“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园”国家计划等，为

中国建立完善的环保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项目将于 2013 年 10 月结束，此前中日双方对项目的进展情况

和目标达成情况进行了共同确认（项目终期评估）。评估团成员再一次

深感环境问题无国界，并表示希望环保中心能够继续与中日两国政

府、民间企业、研究人员、NGO 等积极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中日环境

合作平台的作用。JICA 也将继续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 

 

（林宪二）  

中日环境合作与“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8月号）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http://www.china-epc.cn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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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china/010/index.html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通过“循环经济项目”编制的一

系列指南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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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JICA于7月30日至8月1日在南京市召开了“尘肺病例”研讨会。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在工作场所中长期吸入的粉尘

及微小颗粒在肺部细胞中累积而引发的肺部疾病（尘肺）等职业病逐

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了加强对职业病的监督管理，提高技术服务

以及信息收集和分析水平，改善企业及劳动者的劳动卫生意识和管理

能力，JICA与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实施了“职业卫生

能力强化项目”。  

此次研讨会是项目活动中的一项内容，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CDC）以及苏州、江苏省和河南省等相关部门的60余名中方人员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日方派出了本项目的专家以及日本劳灾医院的2

名专家出席。中日双方对各自的研究成果做了报告，并针对6个具体

病例进行了讨论。本项目在10月份计划实施关于“尘肺诊断”的赴日

研修，希望在此次病例研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项目成果。 

（林哲浩）  

“职业卫生能力强化项目”尘肺病例研讨会 

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环境教育研讨会 

作为“推进循环经济项目”的活动之一，JICA于7月23日至26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以提高市民环保意识为主题的环境

教育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中国国内环境教育基地的相关人员为对

象，邀请了来自日本和台湾的专家，就环境教育课程的设计以及运营

管理方面的经验进行了介绍。中方也就野外环境教育项目等多种活动

案例做了介绍。研讨会结束后还参观了呼和浩特市环境教育设施，考

察了教育活动现场。 

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京都环保中心”的岩松洋专家介绍了一种参

与式的环境教育活动案例，具体来说是一种利用可用风力简便充电的

微型车进行行驶距离比赛的游戏。研讨会的参加人员通过实际体验这

种游戏式的教育活动，发现尽管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微型车的行驶距离

依然很短，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平时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电的可贵。大家

普遍认为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参与者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提高自身的

节电意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教育方法。之后大家还对参与式环

境教育活动在策划和开展过程中的技巧和经验方法等交换了意见。总

的来说，本次研讨会非常有意义。 

（宿因）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8月号）  

  

■加强职业卫生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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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

t/27.html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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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hina/010/index.html 

■项目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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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1/news/index.html（日文）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27.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11/news/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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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森林资源管理研讨会 

JICA于7月30日至3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召开了“国有林场管

理体制和森林资源管理研讨会”，国家林业局领导、中国西部地区

省、区的林业相关人员以及日本专家等约90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国有林场改革，为了防止为追求经

济效益而破坏森林的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次国有林场改革正在探索一

条森林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新路，以期强化国有林场的经营（改善

经营核算）和森林资源的保护。基于中国的林业政策，JICA与中国国

家林业局共同实施了“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本项目以

推进国有林场改革为目的，以中国西部地区(集中了70%的中国国有林

场）为对象，开展旨在强化当地人才培养体制的各项活动。 

此次研讨会是本项目活动中的一项内容，目的在于了解国有林场

改革政策的最新动向以及进一步研究国有林场改革的管理体制。研讨

会上，日本林野厅国有林野部的间岛重道课长助理就日本的国有林场

改革情况进行了介绍。伴随着高度经济增长期的人工费高涨以及国民

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日本的木材生产一度陷入困境，国有林场的经

营情况显著恶化，之后通过组织机构的合理化调整和民间委托的不断

推进才逐渐走出困境，开始偿还债务。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国有林场

是以享受国家补贴为前提经营的，然而今后需要迈向自立经营已成为

共识。研讨会上提出了大力发展木材、蘑菇和中药的培育，推进生态

旅游发展的建议，各地的林业负责人对此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林宪二）  

黄土高原植树造林项目管理交流会 

作为“黄土高原林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项目”的活动之一，JICA于

7月1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黄土高原植树造林项目管理交流

会”。来自黄土高原7省区（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甘肃、宁

夏、青海）林业厅项目相关人员以及“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

项目”的日方专家出席了此次交流会。 

黄土高原地区气候干燥，水土流失、干旱和沙漠化问题严重，由

此导致的自然灾害和贫困等问题非常凸出。本项目旨在整理和完善

适合该地区的林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并进一步推广运用。 

此次交流会上，各省区负责人就项目成果以及林业十二五规划的

相关课题进行了报告。日方专家就“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

目”中开发的用于人才培养的培训流程和方法进行了介绍。 

黄土高原各省区都面临着如何在保护森林的同时，通过发展“林

下经济”提高周边居民生活水平等共通课题。林业相关人员汇聚一

堂，通过此次交流，互相学习了先进经验和方法。希望能够通过不

断深化此类交流，促进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项目本年度

还将在此次交流会的基础上，继续在黄土高原各省区开展相关培

训。 

                                                 （李飞雪）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8月号）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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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2/materials/pdf/pamph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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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0.h

tml 

■黄土高原林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

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32.ht

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a/002/materials/pdf/pamph_02.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0.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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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的插秧活动 

肥料、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的过度利用，已经威胁到中国的食
品安全和农民的生活。旨在开发并普及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JICA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实施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项
目”。 

作为本项目活动之一， 7月27日在湖南省岳阳市举行了“插秧活
动”。湖南省岳阳市作为知名的稻米产地，不仅有名胜古迹岳阳
楼，还拥有洞庭湖等美丽的自然风光。本项目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省平和堂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此
次活动，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日系百货店平和堂的员工以及消费者
等约6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体验插秧之前，为了加深大家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理解，体会
粮食的重要性，本项目举办了关于①环境保护、②农民的工作、③
侧条施肥插秧技术的学习会。侧条施肥是指在水稻施肥时只对水稻
根部施肥，而不是对水田整体施肥的一种环保技术，该技术不但不
会减少水稻产量，而且可以大幅降低肥料使用量。例如在岳阳，与
传统的施肥方式相比，侧条施肥能够减少30%的施肥量。 

学习会之后，参加者们在岳阳农业科学所试验苗场与农民一块插
秧，体验了其中的苦与乐。参加者中有老家在农村从小就经常干农
活的，但是大部分参加者，尤其是孩子们都是初次体验农业耕作，
孩子们的父母都说这是一次让孩子们学习珍惜粮食的难得机会。湖
南省科学技术厅和岳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们亲身感受到通过
农业开展环保和珍惜粮食等启蒙活动的必要性，表示今后将继续开
展此类活动。平和堂也表示通过与JICA项目的官民合作而实现的此
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王莉）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8月号）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Ⅱ）-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开发

与推广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

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01.ht

ml 

■参考信息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

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6/03.ht

ml 

大使访问“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办公室 

7月17日，木寺昌人日本驻华大使访问了JICA“人与朱鹮和谐共
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办公室，听取了项目相关人员的活动报
告，并交换了意见。为了创建人和朱鹮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本项
目自2010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项目以陕西省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宁陕县和河南省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3个区域为对
象，开展了保护朱鹮和野化放飞方面的培训、有机农业领域的合作
以及针对儿童和当地居民的环境教育等工作，致力于实现提高农民
生活和保护朱鹮的双赢发展。                       （林宪二）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

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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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

1.html 

■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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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7/02.

html 

参加老年痴呆症研讨会 

JICA在养老保险、护理、康复治疗、保健等领域开展了多项中日
技术合作项目。为了在充分运用以上项目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日
双方就老龄化这一共同课题进行研究、交流和合作的平台，JICA正
在不断深化中日双方相关人员之间的交流。7月26日，事务所职员参
加了由株式会社RIEI的中国现地法人主办的阿尔兹海默症护理讲
座，该公司在中国开展护理服务。许多中国国内从事看护和护理工
作的一线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机构的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据
了解实际报名人数超过了主办方的预计人数，足见该领域在中国的
关注度之高。研讨会上，作为护理机构管理者并且持有老年痴呆症
高级护理师资格的讲师主要就老年痴呆症的护理技术、相关理论和
具体案例做了介绍。来自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专
业委员会（ADC）的与会者介绍了在中国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社会认
知及护理技术尚不完善等情况，同时就该领域中日合作的可能性进
行了讨论和交流。 

                                                 （鲍迪娜）  

■项目网站 

http://data.ieda.org.cn/templates/jia

oyu_001_1/second$6_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01.html
http://data.ieda.org.cn/templates/jiaoyu_001_1/second$6_6.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6/03.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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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乘坐飞机出行的人直线上升。拿2013年春运来

说，民航旅客运输量比去年增加5.2%；白云机场旅客发送量

和进出港航班数量与去年相比分别增长5.4%和8%。“飞行”

的人越来越多，“机场旅客服务”也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话

题。 

    旅客初次来到白云机场乘机出行，应该如何办理登机

牌？又应该去哪里托运行李？在什么地方安检？登机口又设

在哪里？如果赶飞机耽误了用餐，如何找到心仪的餐厅填饱

肚子？手机没电了到哪里去充电？也许不少旅客或多或少遇

到过类似的问题。 

    设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台装有平板电脑的手推车，刚好还具备定位

导航功能，只需要按照提示刷一下登机牌，屏幕上就会显示您所在的位

置，然后根据航班信息，自动提供安检路线和登机路线。同时它还能根据

您的需求，为您提供最详细、最全面的机场内购物信息和餐饮信息；如果

旅客的登机信息发生变更，电脑屏幕上会自动弹出提示窗口，并为您生成

新的登机路线。如果飞机延误，您可以通过上网、看电影来打发漫长的候

机时光······怎么样？这样高效贴心的智能服务是不是旅客最渴望

感受到的呢？其实，这一幕在白云机场已经变为现实。目前，机场内已经

在候机区放置了1000台平板电脑手

推车，以上功能已经实现。几天前我与同事到广州出差期间

就亲身体验了一次，印象深刻。 

    您要是有机会到白云机场，不要忘了亲身感受一下平板

电脑手推车为您带来的高效贴心服务吧！  

（李瑾） 

广州白云机场首推平板电脑手推车  

          实现旅客快乐顺畅出行  

离任人员介绍 

长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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