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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近年来，中国政府下大力气制定包括防治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改善政
策，例如在今年6月和9月相继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这些措施和计划是中国政府与各
相关部门讨论后制定的，但可以说，特别是在行动计划中，处处体现出了中
日两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长期实施的JICA项目取得的成果。该行动计划被看做
是集中日两国在环境合作方面之大成者。 

中日两国的环境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签订10周年纪念，中日两国就建设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下称“环保
中心”）达成协议。自1992年中日两国开始进行以培养环境人才为目的的技
术合作，20多年来，环保中心一直作为中日两国开展环境合作的平台发展至
今。通过环保中心培养的大量人才，如今已成为中国环境行政方面的中流砥
柱。此外，过去只是作为环保中心内部组织的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固
体废物管理中心，如今已作为独立的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面介绍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中与 JICA 项目相关的内容及项目的相关
情况。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JICA在环境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参考信息 

中国・大气污染防止行动计划 
http://www.edcmep.org.cn/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http://www.china-epc.cn/ 

行动计划中的主要内容 与JICA项目及其成果相关联部分 

清洁能源替代利用及脱硫设施

等（行 动 计 划（1）（12）

（13） 

在北京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等全国的39个城市，通过日元

贷款建设了集中供暖设施、撤除环境负荷较大的老式小型锅炉、实施了有

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和煤炭等燃料向天然气转换的项目等。<相关链

接> 

环保交通（行动计划（3）） 
在2013年4月召开的“中日大气污染防治研讨会”上，日资企业介绍了相

关技术。此外，通过实施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致力于推广环保驾驶。 

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关系的研

究（行动计划（8）） 

通过“促进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制度建设项目”，共享日本在经历了严

重的公害病后，通过多次法律途径的较量，最终建立起公害病受害人补偿

制度的经验。<相关链接> 

缓释肥料的开发与推广（行动

计划（9）） 

JICA和农业部实施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正在对有望减少肥

料施肥量的缓释肥料进行推广验证。 

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

发展（行动计划（10）） 

在“推进循环经济项目”中，制定了在工业区（产业园区）通过工厂相互

间进行废弃物循环利用推动零排放的“建设计划”和“建设指南”。<相

关链接> 

加强氮氧化物管理（总量控

制）（行动计划（17） 

通过“大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借鉴日本在总量控制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从技术、政策与制度层面讨论减排课题，努力推广实践性的控制

技术和方法。<相关链接> 

构建大气污染监测体制（行动

计划（23）） 

通过实施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协助地方政府构建监测体制。<相关链

接> 

提高环境监管能力（行动计划

（23）） 

在“推进循环经济项目”中，按照日本公害防治管理人制度的模式向中国

引入了“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在推广该制度的过程中，对地方环境行

政负责人和企业相关人员等共计7,000多人实施了必要的培训。<相关链接

> 

公开企业环境信息（行动计划

（25）） 

通过“推进循环经济项目”，制作了“企业环境报告书制作指南”。该指

南经环境保护部审批通过，于2011年6月公布、实施。<相关链接> 

动 员 社 会 参 与（行 动 计 划

（35） 

现在正在环保中心内部建设作为国家级环境教育基地的“中日环境技术信

息广场（暂称）”。环境志愿者培养、教材开发等也在实施中。通过“气

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项目”开展培训，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

识。<相关链接> 

   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5年内投入1.7万亿元（约合27.7万亿日元）用于防治大气污染，中日合作的成果有

望在今后得到快速推广。JICA提出了“中日共同构建政策制定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中方负责模式的推广”的

理念，而此次的行动计划可以说是这一理念的明确体现。                                  （林宪二）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2_1303.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4.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4.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02.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207.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01.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0/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0/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10/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oda/project/0800288/field.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activities/project/34.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2_1303.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8/01.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8/01.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pdf/news_1205.pdf
z01405
下划线
详见本刊报道”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在大气环境领域开展合作”

z01405
下划线
详见本刊报道“参考日本公众参与活动模式，改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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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JICA在“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律项目”中，通过实施赴日研

修和举办现地研讨会等活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

法室开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工作。10月25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

修正案中充实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强化了企业的责任义务、规范

了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手段、增强了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并进一步明

确了行政机构的监管责任。特别是有关企业向消费者进行赔偿的内

容，也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日资企业。 

在消费者权益法护法领域，JICA不仅开展了项目框架下的各项活

动，还与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和日本现代亚洲法研究会等

机构合作，通过联合举办与修法相关的研讨会等进行信息交流。10月

26日，即修正案通过审议的第二天，“中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比较研

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JICA派出了白出博之专家和国民生活中

心松本恒雄理事长在会议上做了精彩发言。来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和日本现代亚洲法研究会的学者和律师们围绕刚刚修订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展开了热烈的主题讨论。 

此外，在JICA的协调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曹三明一行参加了日本消费者法学会于11月9日在京都举行的年会。

会上，日本消费者法学会和中国消费者权益法学研究会就双方在今后

3年内的合作框架签订了协议。期待中日两国今后在该领域进一步深

化法律实务人员以及学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流。 

（张苑）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 

10月10日，在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协助下，JICA与中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在北京举办了现地研讨会。

来自全国20个省的70名价格监督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3

名来自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实务负责人担任讲师，对日本竞争法概

要以及最新的执法案例等进行了说明。此外，日本驻华大使馆大矢一

夫参赞还介绍了日本竞争政策的历史进程以及与产业主管部门之间协

调的情况。 

中国施行《反垄断法》已有5年时间，经营者集中、卡特尔以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执法案件遍布各行各业，特别是2013年以来，在

电信、医药以及奶粉等民生领域的执法案件格外引人关注。在此背景

下，提高地方执法机构负责人的执法能力已是当务之急。此外，还急

需明确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即确立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

中的基础地位。 

今后，JICA将继续介绍日本在电信、电力、燃气等领域与产业主

管部门协调以及执法等方面的经验，从侧面促进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

放。 

（张苑）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反垄断法立法及执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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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nsf/4f3700b697729bb649256

bf300087d02/6012f2da7bc0867249

2579e60079e3ce?OpenDocument
（日文） 

反垄断法立法执法项目现地研讨会召开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律项目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ac vi es/program/projec
t/33.html 

■相关报道 

「法律领域中日合作」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
se/office/others/newsle er/2013
09/02.html 

「民事诉讼法修订！」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others/newsle er/c8h0vm
000001uvso‐a /news_1210.pdf 

■相关报道 

「反垄断法相关项目启动」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

thers/newsletter/201203/02.html#a

02（日文）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33.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9/02.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210.pdf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649256bf300087d02/6012f2da7bc08672492579e60079e3ce?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203/02.html#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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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日本公众参与活动模式，改善环境问题 

在防止全球变暖等具体解决对策方面，除政府和企业外，每位市
民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曾经历过严重大气污染的日本在解决大气
污染问题的过程中，公众的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正在通过节
能、循环利用等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实现循环型社会为目标，推动开
展公众活动。 

JICA和中国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从2012年开始实施计划为期
两年的“气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项目”。作为本项目的一
个环节，双方于9月份分别在日本和中国举行了培训。参考日本的环
境应对措施，由公众参与的气候变化领域应对措施也即将在中国开
展。 

在9月10日至19日的赴日研修中，9名在政府机构负责环境教育和
宣传活动的政府职员访问了日本的地方政府、企业以及NGO，对日本
的防止全球变暖对策、废弃物处理、环境教育以及动员公众参与这些
活动的方法等进行了学习了解。学员们在京生态中心实际体验了体验
型环境教育，在德岛县上胜町考察了借助公众力量进行垃圾分类的措
施，在一般社团法人地球温暖化防止全国网学习了解了“家庭环保诊
断（通过咨询各户家庭，分析其一年中的能源使用量，结合其生活方
式提出CO2减排对策方案）”和“低碳杯”等措施，进修生们将日本
的先进经验和理念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并在今后运用于中国的环境
教育和宣传活动。 

实际上，在赴日研修结束后，北京市和乌鲁木齐市率先在中国开
展了“家庭环保诊断”活动。在中国开展诊断活动时，为了应对如集
中供暖设施等与日本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方需要提前与日本专家一起
进行充分的准备。诊断当日，来自日本的环保诊断专家川原博满走访
各户家庭，推算各户家庭的CO2排放量，就各户家庭使用家电和热水
器的方法提供建议，并提出有助于改善家庭支出、环保的减排对策。 

国内培训于9月22日至2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中日两国专家
向大约60名来自中国各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的负责人讲解了有关
气候变化对策的政策制度和以家庭为对象的气候变化对策，介绍了北
京和乌鲁木齐开展“家庭环保诊断”的结果，受到了众多参训人员的
关注。 

中国气候变化对策的主体是产业领域，但今后，家庭方面的减排
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像“家庭环保诊断”这样，公众和家庭参与其
中，在开展环境教育的同时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宿因）  

国际税务项目的国内培训 

10月20日至25日，JICA在江苏省扬州市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
修学院举行了有关国际税务的国内培训。近年来，中国税务部门为
应对国际征税业务急剧增长和多样化的现状，积极开展完善制度、
强化体制等工作，然而，该领域人才缺乏成为中国税务部门面临的
严峻课题。JICA从2012年开始实施为期3年的“国际税务项目”，通
过将骨干业务人员培养成讲师人才，力求提高中方自身的培训能
力。 

本次培训以全中国税务学校培训部的副处级干部为对象，通过比
较中国的培训体制，对日本国税厅概要、税务大学针对国税部门税
务工作人员的培训体制及其计划、实施、评价等进行了介绍。日本
方面，来自税务大学的3名讲师以及日本国税厅上海事务所的工作人
员参加了培训；中国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合作司以及国际税务
培训中心 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并表示希望今后在国际税务领域
进一步加深与日本的合作。 

（林哲浩）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相关报道 

「气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

项目」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
se/office/others/newsle er/pdf/n
ews_1205.pdf 

■国际税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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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nsf/SearchResultView/A340F6

AAC0620B4F492579EC0079E12E?

OpenDocument（日文） 

■相关报道 

“国际税务项目”签署R/D 
h p://www.jica.go.jp/china/chin
ese/office/others/newsle er/pd
f/news_1204.pdf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pdf/news_1205.pdf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SearchResultView/A340F6AAC0620B4F492579EC0079E12E?OpenDocument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pdf/news_1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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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在大气环境领域开展合作 

山形县和黑龙江省在改善大气环境方面开展合作，JICA以“推广

大气有害污染物检测技术能力建设协助黑龙江省保护大气环境”基

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形式对此予以协助。作为本项目的一个环

节，8月25日至9月21日，2名黑龙江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

了在山形县举行的赴日研修，直接学习了日本的环境行政和观测技

术等。此外，11月6日至17日，山形县的工作人员访问黑龙江省，与

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技术交流。同时，陕西省西安市5名环境行政

工作人员于8月29日至9月11日访问了京都府京都市，对日本在大气

污染方面的观测、测定、分析等进行了深入了解（此举为“西安市

大气中悬浮颗粒物总量减排”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访日进

修）。 

日本的地方政府在环境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国也

开始致力于环境改善，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可以说这种地方

政府间的合作非常有意义。日本在面临和克服公害问题过程中积累

的知识和经验，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与企业和公

众的交流方式等，将为中国提供参考。 

JICA今后将继续与中日两国从事环境改善工作的众多参与者合

作，共同推进解决相关课题。 

（高田千瑛）  

2013年度归国长期进修生同学会大会 

2013年度归国长期进修生同学会大会于9月14日在西安市举行。

参会人员包括科技部秦洪明处长、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王胜军处长、

曾在JICA项目中参加赴日培训的22名长期进修生以及20名左右短期

进修生。 

JICA归国长期进修生同学会成立于2006年，此后每年均举办年会

和开展公益活动。本次是第7届大会，除企划发挥长期进修生特长的

专业性会议和各种活动外，此次还加入了与短期归国进修生交流等

新内容。 

会上，多名归国进修生分别报告了各自专业领域开展的活动以及

回国后继续与日本进行交流的情况等。特别是李小年女士发表的

“东北亚海洋经济合作契机”和蔡建娜女士发表的有关“JICA后续

支持项目的实行”等相关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大家通过

答疑环节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互动。此外，作为一名短期归国进修

生，西安市碑林区科技局副局长林原进行了题为“有关中小企业发

展及创新实践”的发言，对当地中小企业的现状和今后开展国际合

作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此外，JICA在介绍针对归国进修生后续支持制度的概要和过去的

案例时，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参与JICA的后续支

持活动，并不断加深与日本的交流。此外，科技部有关部门也表

示，进修生回国后的发展和交流活动以及构建相关的支持平台是很

重要的，希望继续与JICA开展合作。 

（宗雪）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推广大气有害污染物检测技术能力

建设协助黑龙江省保护大气环境 

http://www.pref.yamagata.jp/picku

p/interview/pressrelease/2013/08/20

143910/（日文） 

 ■相关报道 
“为改善大气环境”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others/newsle er/c8h0vm
000001uvso‐a /news_1302_1303.p
df 

■JICA长期进修生同学会网站 

http://www.jica-alumni.com/ 

http://www.pref.yamagata.jp/pickup/interview/pressrelease/2013/08/20143910/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2_1303.pdf
http://www.jica-alum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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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法律领域中日合作”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

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9/02.html 

最近，11月11日作为“网购节”在中国为人所熟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生将这个在一年中数字1出现最多
的日子作为“光棍节（单身节）”加以消遣，而近年来，这一天成
为了网上商家大打商战的日子。在这一天，单身的人们能够毫不吝
啬地为自己花钱，最重要的是，能够享受一个人网上购物的欢乐时
光。在外面寒意渐深的冬日里，网上购物变得再合适不过。 

随着11月11日的临近，商家们开始在网络、电视、报纸、街头
打出大量广告。最吸引人的是商品的折扣率，5折属于正常，更有
甚者打到了1折。减价商品形形色色，从服饰用品、电子产品到婴
儿用的纸尿裤、奶粉，应有尽有。新闻也报道了大量相关话题，如
物流公司为这一天大量增员，蓄势待发；提醒消费者注意网购诈骗
等。 

大型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宣布，仅11月11日当天的销售额就
达到了约57亿美元。据说这一金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也让人感
受到了中国消费热潮的来势汹汹。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矛盾纠
纷，但或许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支撑起这一切的网络环境、物流
网络以及结算系统上。预计中国的网购规模很快就会在2015年超过
美国。网购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也是不争的事
实。JICA希望通过协助中国政府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相
关课题的最终解决贡献力量。 

（高田千瑛）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

项目 
h p://www.jica.go.jp/project/chine
se/china/004/index.html 

■参考信息 
“朱鹮野化放飞训练用大网笼竣工揭

牌仪式举行”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others/newsle er/20130
6/01.html 

生于日本的朱鹮后代在中国的天空飞舞 

10月10日，在JICA“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的
执行地区——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南省首次对朱鹮进行
了野化放飞。 

JICA在野生朱鹮位于中国的栖息地——陕西省（洋县和宁陕县）
及河南省，实施了旨在建设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环境建设项目。董寨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河南省的项目执行地区，于2007年开始对17只
朱鹮进行饲养繁殖，其中包括从日本佐渡归还的13只朱鹮，目前保护
区内的朱鹮数量已增加至120多只。本次放飞的朱鹮为34只朱鹮（雌
雄各17只），在佐渡出生的朱鹮的后代也包含其中。 

打开网笼的上盖约20分钟后，第一只朱鹮成功回归大自然的怀
抱。伴随着在场中日人员的欢呼，一只只朱鹮飞出饲养笼，在山水间
自由翱翔。 

（林宪二）  

“11.11”（双“十一”）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以“慈善，让中国更美丽”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交流展示会（下称“慈展会”）于9月21日至23日在深圳市举行。本
届慈展会由中国民政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等主
办，全中国共计828家单位参展，参观者达14万人次。 

JICA在国际合作展区设置了展位，与1,000多名到访者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并通过照片和视频对NGO参与实施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
目进行了介绍。此外，在慈展会主办的“灾害救援研讨会”上，原
JICA所长中川闻夫先生出席并上台发言，介绍了JICA在汶川地震期
间开展的相关工作以及“防灾主流化”这一国际合作新潮流的相关
情况。此外，JICA还以边会活动的形式举行了“中国基层友好技术
合作项目成果发布会”，并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华夏”
节目组的采访中介绍了JICA开展的相关工作。 

近年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开始热心参与社会改革和社会创新的
公益事业，JICA顺应这样的变化，希望与NGO和致力于社会贡献的基
金会等组织寻找共同课题，摸索出一条优势互补的合作之路。 

（周迎）  

■参考信息 

展会当天（JICA微博） 

http://e.weibo.com/3248071500/AaG

a83ixm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04/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6/01.html
http://e.weibo.com/3248071500/AaGa83ixm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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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赴任人员介绍 

长期专家 

立场 正夫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08年10月〜2013年10月 

土谷 武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08年10月〜2013年10月 

饭岛 智志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12年6月〜2013年10月 

白出 博之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相关法          2011年1月〜2013年10月 

 

青年海外志愿者 

大桥 加奈（作业疗法士）山东省济南市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1年10月〜2013年10月

齐藤 郁惠（日语教师）  安徽省合肥市   安徽农业大学              2011年10月〜2013年11月 

福井 惠  （日语教师）  贵州省贵阳市   贵州师范大学              2011年10月〜2013年12月 

吉田 吏沙（日语教师）  辽宁省丹东市   辽东学院                  2011年10月〜2013年12月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0-11月号）  

  

离任 

赴任 

青年海外志愿者 

久保田 奈穗美（日语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科尔沁区第三中学  2013年10月〜 

熊谷 彰子  （日语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元宝山区第二中学  2013年10月〜 

中村 孝幸  （日语教师）   辽宁省抚顺市 抚顺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2013年10月〜 

渡边 泰弘    （理学疗法士）  河北省唐山市  开滦唐家庄医院          2013年10月〜 

福原 信义  （日语教师）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大学                                 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