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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第4届东亚公民社会论坛 

JICA中国事务所自2004年起设立NGO-JICA合作平台，通过提供必要

信息等形式为日本NGO在中国境内开展的活动提供支援，同时，也同中

国国内NGO建立并加强联系，力争促进基层友好技术合作事业等JICA事

业与NGO之间的合作。 

2013年11月20日-21日，第4届东亚公民社会论坛在东京召开。此次

论坛由志愿者活动国际研修会（JIVRI·日本），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

作促进会（CANGO·中国），韩国志愿者论坛（KVF·韩国）主办，JICA

等机构协办，有来自中日韩三国的NGO代表及学者等约120人参加。围绕

“如何谋求公民社会与志愿精神的形成——NPO/NGO的能力建设与支援

组织的作用”这一主题交流意见共享信息，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实质性

发展的能力建设，并为三国之间的人才交流创造机会。 

在全体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分别介绍了本国志愿者能力建设相关理

念以及实际开展活动的现状等。JICA也对在中国开展了10余年的基层友

好技术合作事业评估调查结果做了汇报，并介绍了中日两国的NGO、地

方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以及促进公民社会互相理解与发展的具体事例。另

外，在提问与互动环节，NGO代表与学者分析了各国的NPO/NGO和支援组

织在公民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强调了NGO的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的

重要性。最后，与会者们还参观访问了帮助生活贫困者的日本NPO-故乡

之会，加深了对日本NPO/NGO的理解。 

2009年该论坛由日方倡导并在东京举办了第1届，第2届（2011年）

与第3届（2012年）分别在首尔与北京召开，今年从本届开始进入第二

论周期。在当前中日韩政治关系的背景下，可以说三国间有关公民社会

的交流以及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的形成对于东亚的和平与和谐具有重大

意义。今后将继续通过论坛的召开，加深三国间的信赖关系，同时促进

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支援NGO间的实质性合作。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摄影作品展 

    配合东亚公民社会论坛的召开，11月20日-29日，JICA在东京举办

了在中国境内开展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摄影作品展。自2000年起，

JICA在中国共实施了179个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JICA通过实施这些

项目，支援了中日两国NGO、大学、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公益团体联合开

展的事业，并在应对老龄化社会，帮扶社会弱势群体、残障人士，防止

沙漠化，保护环境，医疗保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各个领域，致力于

培养技术人员，提出政策建议，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工作。这些为解决

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开展的各项事业，对中日双方的实施单位而

言，是意义深远的工作。 

                                             （周迎） 

第4届东亚公民社会论坛的召开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2月号）  

■相关报道                                                                                      
http://www.cango.org/newweb/S
hownews_page.asp?ArticleID=171
9 

■相关信息（CANGO主页) 
http://www.cango.org/newweb/Sh
ownews_page.asp?ArticleID=1719 

现场考察(NPO-故乡之会）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照片展 

东亚公民社会论坛 

http://www.cango.org/newweb/Shownews_page.asp?ArticleID=1719
http://www.cango.org/newweb/Shownews_page.asp?ArticleID=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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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013年12月1日，作为上智大学建校100周年的纪念活动，JICA与
上智大学共同举办了东亚地区循环文化与国际合作研讨会。本次研讨
会针对实现循环型经济与社会的目标所做的努力，把加强中日韩三国
间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构建东亚地区的循环文化以及明确国际合作
方向作为大会议题。 

中方代表以参加“中国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
试点项目”赴日研修（11月27日-12月7日）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为首，有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
部、环境保护部、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员（共
计32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在研讨会上，日本环境省的事务次官（部长助理）谷津龙太郎与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巡视员马荣等进行了主旨报告，随后，中
日韩的研究人员围绕“对华环境合作的验证”、“面向构建循环文
化”等主题进行了公开讨论，从各专业领域的角度进行了热烈的研
讨。 

中日韩三国都在推进将构建“循环型社会”与“循环型经济”作
为重要目标之一的政策。各国循环政策的现状与课题，因各国历史文
化、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
显著的差异。 

通过此次讨论，提出了以下有力度的建议：“从环境方面来看，
不能忽视三国正在形成共同体这一现实，必须相互合作解决共同面对
的课题。”“关于以‘循环’的思想为基础的废弃物及资源循环政
策，应在重新确认东亚地区的现状和课题之上进行发展，基于地区内
‘循环’这一思路，为构建经济社会而开展相互的合作。”，与会者
共同宣誓今后共同合作。 

主题紧扣当前形势，加上100多名与会者踊跃的提问，本次研讨
会气氛紧张而热烈。在对华ODA事业规模正在缩小的情况下，中方政
策相关人员出席会议，验证迄今为止对华环境领域的合作，并提出今
后发展方向应从双边合作转向地区间的多边合作，会议成果颇丰。 

“中国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合作
期还剩大约一年的时间，今后将根据此次研讨会成果推进项目实施，
为建设中国循环型经济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 

首席顾问：大石千寻）  

东亚地区循环文化的构建与国际合作研讨会的召开  

JICA于2013年12月3日以“老年人的营养与健康”为题召开了第1
回中日老龄化讲座，来自老龄化领域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日两国政
府、研究机构、民间企业、NGO等约60人参加了会议。 

曾经通过JICA参加长期赴日培训的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的周美林处长作为讲师应邀出席，就最近国内外关注度颇高的中
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介绍了其背景和影响。另外不二制
油株式会社的卓兴钢课长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张雪梅教授，
围绕日本和中国的老年人健康与营养状况进行了演讲，介绍了中国
农村地区因健康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生活习惯病显著增加等具体事
例。 

此次与会者填写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于护理保险制度、护理
技术、老年痴呆症课题等的关注度较高。以此为参考，作为知识及
资源网络共享的平台，JICA将定期召开中日老龄化讲座。 

（鲍迪娜）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2月号）  

  

第1回中日老龄化讲座召开  

■相关报道 

上智大学主页 
http://sophiauniv100.jp/events/sched
ule/20131130.html（日文）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及示范试点项目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
e/china/007/index.html 

■相关报道 

老龄化领域的中日合作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
00001uvso-att/news_1301.pdf 

http://sophiauniv100.jp/events/schedule/20131130.html
http://www.jica.go.jp/project/chinese/china/007/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01uvso-att/news_1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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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及细颗粒物（PM2.5）污染控制相关项目启动 

2013年11月29日，JICA和中国环境保护部签署了“制定臭氧及细

颗粒物（PM2.5）污染控制规划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拟面向中国

环保部门的行政官员以及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培养制定

臭氧和PM2.5控制计划所需的技术人才。 

中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着力应对严重的大气污染，

在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等，都体现了这一方针。关于大气中的臭氧和PM2.5，在2012年

中国《大气环境标准》修订之后，确定以每日8小时平均浓度成为监

控对象。虽然需要制定能够达到标准的切实有效的污染防治政策，但

同时也需要仍面解决技术层面的课题，具体包括：制定污染控制计划

所需的复合型污染的诊断、污染源分析，控制污染物等。根据上述情

况，JICA和环境保护部就该项的实施进行了讨论。 

在改善大气环境领域，JICA把削减PM2.5主要来源之一的氮氧化

物（NOx）作为目标，实施“空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12月8

日-14日，组织了该项目内容之一的赴日研修，参加此次研修的中央

及地方环保部门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通过讲座及参观，学习并了解

了日本氮氧化物总量控制的相关制度及实施情况。政府的制度设计，

地方政府环保目标的设定与实施，企业的应对方法（大气污染协定、

监测、脱硝技术等），这些在赴日研修期间获得的知识，可以有助于

实现项目目标。 

（高田千瑛）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  

中国政府为切实保护森林而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国有林场改

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指通过将集体所有的林地经营权及林木所有

权转让给农民，提高农民经营林地的动力，切实促进森林的经营。中

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之后发放了1亿本林权证（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改革在不断

地推进。JICA和中国国家林业局为推进改革，以调整并健全面向林业

相关人员的研修模式为目的，正在实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

（2010年3月～2014年2月）”。 

2013年11月20日-21日，JICA和中国国家林业局，在四川省成都

市召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讨会。日本方面，林野厅森林整备部的

首席森林计划官小坂善太郎介绍了日本关于林地和立木等的权利以及

为完善交易规定等所做的努力；中国方面，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

发展司以及四川、云南、安徽、浙江等省的政府代表分别介绍了各省

的先进事例。 

根据中国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土地制度改革

被进一步推进。尤其林权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

者都在认真倾听。小坂首席计划官认为整理林权的相关规定，特别是

明确权利转让规则，讨论维护和增进森林公益作用的担保机制是非常

重要的。 

（林宪二）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2月号）  

  

■中日技术合作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
制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
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34.ht
ml 

■相关报道 

为改善大气环境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
office/others/newsletter/c8h0vm0000
01uvso-att/news_1302_13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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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
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10_1
1/01.html 

■相关报道 

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森林资源管理研

讨会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
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8/03.h
tml 

■中国西部地区林业人才培养项目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
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0.h
tml 

～大气环保领域的项目动向～ 

～召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讨会～  

空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活动现

场（在工厂就数值测定进行交流）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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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_11/01.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project/10.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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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中小企业合作创新暨发展论坛召开  

2013年11月10日，JICA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上海举办了“中日中
小企业合作创新暨发展论坛”。除支持单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上海事务所外，还有来自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
所等90多名中日相关人员出席了论坛。 

上海社会科学院曾经通过JICA渠道派出研究人员作为长期进修生
赴日留学，该研究人员回国后继续致力于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JICA
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于2013年9月签署了旨在加强双方关注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本次论坛便是双方在签订备忘录后的首次具体合
作。 

论坛上，来自中日双方的20多名学者、企业代表、政府相关人士
围绕中日中小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讲演和交流，此外，由该
研究人员网络组成的中日联合小组还作了围绕温州地区开展的调研报
告。报告指出，虽然在民间借贷、房地产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但中
小企业依然活跃且具有较大潜力。通过讨论，中日双方认识到日本的
中小企业在技术方面以及中国在市场开拓和销售方面具备的优势，并
将如何结合双方的优势作为今后的课题。 

在论坛的总结环节，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学金所长指出，虽
然中日两国的中小企业在技术、质量、人才、法律、知识产权保护等
领域存在差异，但鉴于各自的优势以及在人才、市场开拓等方面存在
互补性，合作的潜力较大，今后构建相关制度至关重要。参会人员一
致认为，今后需要继续利用此次论坛召开形成的网络，不断探索中日
双方双赢的机制。 

（李瑾）  

中日地震灾后重建与防灾研讨会召开 

2013年11月25日，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下称“JST”）、
中国科学技术部共同主办的“中日地震灾后重建与防灾研讨会”在
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成都市）举行，中日
两国行政部门、学术界、产业界、民间组织约15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
会议。 

JICA一直致力于推动开发领域的“防灾主流化”和推行2005年在
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上通过的《兵库行动框架》，并在四川大地震
后，与中国的相关部门在救助技术、应急对策、抗震建筑、灾民心
理援助、灾后森林植被恢复等各个领域开展技术合作。通过科学技
术推动革新和研究活动的JST也在四川地震后，在地震机理、超高层
建筑物抗震性评测、地震影响数值计算系统开发等地震防灾领域协
助开展中日共同研究。 

本次研讨会旨在在基层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共享JICA和JST
开展项目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讨论相关成果的社会性运用以
及中日两国今后在防灾领域的合作事宜。在JICA与JST的合作项目
（应对全球性课题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SATREPS））中担任防灾领
域项目专员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本藏义守在讨论中强调，有必要在
该领域开展横向对策，并利用中日两国各自的优势开展研究，期待
中日两国共享各自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地震频发国的知识和经验，
共同致力于地震防灾工作的开展。 

（高岛亚纱）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2月号）  

  

■上海社科院主页 

http://www.sass.org.cn/ 

■报道 

上海社科报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
ao/2012skb/bwsd/userobject1ai663
8.html 

考察北川县地震遗址 

■四川省大地震重建支援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ffice/activities/program/case04/i
ndex.html 

■相关报道 

汶川“5.12”大地震震后5年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
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
5/01.html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bwsd/userobject1ai6638.html
http://www.sass.org.cn/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activities/program/case04/index.html
http://www.jica.go.jp/china/chinese/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30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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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川县合作开展“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援助项目” 

作为JICA与石川县合作实施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江苏省土
壤污染防治技术援助项目的一个环节，石川县派遣的专家于2013年11月
19日至26日在江苏省开展了相关活动。 

近年来，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已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社会问题。JICA
一直协助石川县和江苏省在改善水质污浊和大气污染方面开展合作。本
次在治理相对薄弱的土壤污染方面实施项目，旨在为开展实况调查培养
政府官员以及协助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制作《土壤污染调查手册》。 

在本次活动中，日方专家直接访问了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科学
研究院以及环境观测中心，共享了石川县在防治土壤污染方面的经验，
并在制作《土壤污染调查手册》方面，就如何保护市民健康、如何规定
污染地区的企业和工厂的责任、如何在国土广袤的中国制定环境标准等
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 

（林宪二）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举行第4届日本文化节  

2013年11月25日，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举办了“第4届日本文
化节”活动。来自日本的青年志愿者杉岛夏子女士现担任该学院的
日语教师。此文化节过去是由在该学院从事教师工作的日方志愿者
策划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如今主要
由同学们自己举办。 

在文化节现场，杉岛女士通过展现日式浴衣等方式向同学们介绍
日本传统文化，此外，同学们还表演了日本的歌舞、角色扮演
（Cosplay）以及歌曲。特别是扮演日本动漫角色的Cosplay表演颇
受欢迎，吸引了大量同学驻足观看。日本文化节是一个让中国学生
直接接触并了解日本文化的机会，通过这次活动，让人再次感受到
中国学生对日本的关注程度。 

（河原畑希久）  

■相关报道 

【基层】培训成果报告会－江苏省土

壤污染防治技术援助项目－ 

http://www.jica.go.jp/hokuriku/
topics/2013/131008.html（日文） 

体验日式浴衣的同学们 

堀紘一社长发表演讲 

■Dream Incubator公司网页 
http://www.dreamincubator.co.jp/ 

可持续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由此导致的熟练劳动者不足
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必要性的问题引发热议。 

亚洲开发银行（下称“ADB”）和中国财政部于2013年12月2日至
3日在北京举办了“不断完善职业技术教育，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
型”高级研讨会。来自亚洲各国政府部门、JICA、世界银行、德国
国际合作公司（GIZ）等国际机构的相关人员与会，介绍了各国的案
例并交换了意见。 

受JICA之邀作为本次研讨会讲师的株式会社Dream Incubator社
长堀紘一发表了主题演讲——“日本的职业训练模式及其在中国的
运用”，谈到了为解决城市劳动力不足问题，由政府及民间企业投
资职业培训的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并介绍了日本职业培训学校的详
细案例。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会人员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问
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ADB中国事务所一直致力于将ADB以及其他国家和援助组织的开发
经验共享给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及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知识共享- Knowledge Sharing），JICA也一
直参与其中。 

（河野久）  
JICA中国事务所（2013年12月号）  

http://www.jica.go.jp/hokuriku/topics/2013/131008.html
http://www.dreamincubator.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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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本人学校举办国际合作讲座  

与河南省财政厅签署谅解备忘录  

参展天皇诞辰庆祝招待会  

■相关报道 

在大连日本人学校就国际援助问题举

办讲座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
hers/newsletter/201212/02.html#a0
6（日文） 

2013年11月12日，JICA面向北京日本人学校初一学生（约50
人）举办了有关国际合作的讲座。本讲座是北京日本人学校利用初
一学生的综合学习时间，为学生们提供思考将来职业规划和生活态
度的机会和借鉴，每年由JICA志愿者（青年海外志愿者）担任讲
师。 

本次担任讲师的是在湖北省开展活动的物理治疗师佐藤志野和
在黑龙江从事日语教学工作的村井郁夫。两人对自己当时的升学和
职业选择进行了回顾，并介绍了来到中国开展志愿者活动的经过以
及现在的活动情况。 

同学们对两人的谈话深感兴趣，提出了“日本和中国的最大不
同是什么”、“在活动现场如何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等诸多问
题。 

此外今年9月份，JICA的工作人员面向大连日本人学校的初三学
生也举办有关中日合作的讲座。JICA正在通过向日本人学校以及中
国各地的学校派遣JICA相关人员或者邀请师生到访事务所等方式，
协助学校开展有关国际合作方面的教育。 

（可儿希代子）  

2013年11月29日，天皇诞辰庆祝招待会在日本驻华大使官邸举
行。约有1000名来自中、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士应邀出席，外交
部副部长翟隽作为中方主要嘉宾出席了招待会。当天，约有60家日
本企业和团体在会场内设置了展区，宣传日本美食并在环境技术、
文化、观光等领域展现了自己的魅力。JICA也设置了展区，通过放
映照片和发放宣传册，介绍了中日合作30多年来一路走来的历程。 

（宗雪）  

    2013年12月11日，JICA与河南省财政厅签署了有关今后合作的
备忘录（MOU）。经双方确认，今后将在通过开展日元贷款项目等形
成的长期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为解决城市化、老龄化、食品安全等
中日共同面临的课题继续开展交流。计划首先就城市化以及金融等
相关领域的措施进行协商。 

                                                   （张阳）  

在越来越冷的季节，最有效的保暖手段应该要数羽绒服了。对时尚
敏感的人会寻思着买一件新款衣服，但又会纠结于还能穿的旧款衣
服。中国的裁缝店提供将旧羽绒服翻新的服务，生意非常兴隆。只需
大约一周的时间，花上200至400元钱，就能将旧款改成自己喜欢的款
式。如果羽绒不够，再加一点钱，店家还能增加羽绒，将短外套改成
羽绒服。这样一来，长期“压箱底”的旧衣服就能以新款的设计重获
利用，实在是一件尽如人意的事情。除翻新外，也有人将旧羽绒服中
的羽绒取出来制作枕头和坐垫。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真可谓是非常
好的再生利用的案例。大家也不妨一试。 

（屈维）  

羽绒服翻新  

http://www.jica.go.jp/china/office/others/newsletter/201212/02.html#a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