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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
“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举办国内培训并实施终期评估
～采取“心理重建”的支援形式，抚慰心灵创伤～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造成8万多人死亡和失踪，还
有更多数量的人因此受到了心理创伤。为此，JICA与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下称“全妇联”）制定了自2009年开始的五年计划，有效
运用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的经验和知识，采取措施构建在人才
培养和心理援助方面提供支持的社会体系，帮助中国稳定建立起一
套扎根地方的可持续心理援助制度。鉴于“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
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即将在半年后结束，本项目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办了最后一次国内培训，同时，实施了旨在确认项目成果和今
后课题的终期评估调查。
◆对心理援助起到支撑作用的人才培养与社会体系的发展情况

■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

助人才培养项目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ac vi es/program/projec
t/25.html

■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

助人才培养网络平台
h p://www.haomahaoba.com/qg
wx/country/subjectc/index.jsp?su
bjectId=1431816

■相关报道

在终期评估调查中，本项目通过实施培训等方式培养的80名
“灾后心理援助”骨干人材活跃在全国各地，他们是心理援助从业
者的先锋和导师。同时还了解到，骨干人才正在就新的灾害开展应
对措施，如2008年后四川省内外屡屡发生自然灾害，包括2013年发
生的雅安地震在内，每次灾害发生后，这些骨干人材都会深入灾
区，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援助等。
本项目依托全国妇联所拥有的强大网络，克服了行政体系的“垂直
管理”问题，实现了教育、心理、医学、社区等多个部门间的协
作，这对心理援助的支援体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还通
过本项目开设了专用网站，尝试实施专家远程授课，促进心理援助
人才间的沟通交流。
◆中日两国间的灾后心理援助平台
在本项目中，通过向中国派遣在阪神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后
发挥重要作用的日方心理援助领域的专家、实施赴日研修等项目活
动，深化了日方与中方专家以及培养的骨干人才之间的联系。在这
一关系的基础上，由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灾害心理援助研究会”
正式启动并定期举办活动，因此在本项目结束后，本领域的中日交
流合作将有望在ODA框架之外继续开展下去。

灾后振兴与国际减灾论坛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others/newsle er/20130
5/02.html

◆在全球范围内宣传灾后心理援助项目

在四川省北川县召开“中日灾害
案例研究会”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others/newsle er/20130
5/02.html#02

2015年后的《联合国后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将防灾这一重要课题之
一列入新议程当中。众多受灾人员因重大灾害遭受心理创伤，但这
一问题常被掩藏在基础设施等物质方面的重建工作背后，受到的重
视较少，应采取“心理重建”的支援形式，抚慰受灾人员的心灵创
伤。将本项目在这一方面的优秀案例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宣传，
这也是社会赋予JICA及项目相关人员的下一个使命。

联合国大学全球健康国际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堤敦朗参加了本次
终期评估，他指出，本项目在世所罕见的灾害发生后成功开展了心
理援助，这一罕见的成功案例值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宣传。

（土居健市）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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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气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项目”国内培训
3月6日至7日，JICA与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了以“气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国内培训。广东
省及周边省份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的负责人约70人参加了本次培
训。本项目旨在促进公众对气候变化对策的参与，迄今为止已举办6
次国内培训和赴日研修，面向中国国内400多名环境教育与宣传负责
人介绍了日本及中国国内的良好实践等。
近年来，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工业领域的节能等开展
减排活动，但尚未在民生领域和家庭领域正式推行应对措施。据称，
在中国的CO2排量中，约有30%来自民生领域，减排活动需要市民的理
解和参与。本项目将在本次国内培训后结束，项目通过6次国内培训
和赴日研修,向400多名环境教育和宣传负责人介绍了日本和中国国内
的良好实践，促进了市民对中国气候变化对策的参与。
■相关报道

如何在环境保护领域充分运用
公民社会的力量？～媒体和公
民的努力～
h p://www.jica.go.jp/china/chin
ese/oﬃce/others/newsle er/20
1401_02/03.html

参考日本公众参与活动模式，
改善环境问题
h p://www.jica.go.jp/china/chin
ese/oﬃce/others/newsle er/20
1310_11/03.html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洪少贤在本项目的赴日研修中来到了
德岛县上胜町，那里美丽的田园风光、居民的垃圾分类活动以及参加
活动的老年人充满活力的面貌，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洪主
任表示，通过本项目了解到一般社团法人地球温暖化防止全国网在日
本开展了“家庭环保诊断”活动，对家庭的CO2排放进行定量化，提出
减排方面的建议，并举办“低碳杯”，希望在中国也能开展同样的活
动。
此外，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周观明也一同参加了赴日
研修。他表示，东京站附近的大井町、丸之内、有乐町地区将节能环
保措施引入城市建设的做法以及日本在促进开展市民活动方面细致入
微的制度设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广泛宣传在赴日研修中学
习到的知识和经验，周主任向专业报纸投稿了3篇论文。此外，广东
省佛山市从垃圾分类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着眼，提高市民开展垃圾
分类行动的积极性，除企业的CSR、宣传、环境教育之外，还通过将
政府、居民、企业、学校四者相结合，着力构建一个全新的循环。
如上所述，中国今后有望进一步在家庭领域推行气候变化对策。
（高岛亚纱）

“劳动保障监察项目”研讨会召开
作为项目活动之一，JICA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
“人社部”）于3月3日举办了“劳动保障监察项目”研讨会，来自人
社部劳动监察局、本项目六个试点省市的劳动监察部门行政官员及业
务负责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官员等
约50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劳动保障监察项目

h p://www.jica.go.jp/china/chin
ese/oﬃce/ac vi es/program/pr
oject/35.html
■相关报道

研讨会上，日方专家就日本劳动基准行政发展史及所取得的经
验、日本政府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劳动纠纷
预防和处理中的作用、日本行政部门解决劳动合同关系纠纷的途径等
进行了介绍。中方与会者围绕劳动基准监督官行使司法警察权的方
式、日本贯彻落实“同工同酬”的情况、行政争议处理流程等感兴趣
的话题向日方专家展开了积极的提问。此外，中方专家就中国劳动保
障监察的启动及发展情况、中国政府解决劳动合同关系纠纷的途径进
行了介绍。劳动监察工作先进地区的江苏省劳动监察行政官员还介绍
了通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预防劳动纠纷的发生、促进劳动监察的网
络化和网格化进程、健全地方法令规定等多种尝试。

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
培训项目的实施
h p://www.jica.go.jp/china/chi

在意见交流过程中，多位与会者指出，中国目前实施劳动监察尚
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劳动法规亟待健全，应积极根据实际情况对现
有的法规进行修订。

nese/oﬃce/others/newsle e
r/201306/02.html#02

本次研讨会加深了中日两国间及中国各地方劳动监察工作人员之
间的交流，有利于向劳动者及企业提供更加优越的劳动环境。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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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莉）

2013年度“家庭保健项目”交流会
由JICA、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卫计委”）
举办的“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
的作用项目”2013年度交流会于2月18日至19日在江苏省太仓市的中
国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召开。卫计委国际合作司、计划生育
家庭发展司及本项目5个对象省市的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行政官
员、12个试点地区的副县长及相关人员等约100人汇聚一堂，针对过
去一年的总结和今后的展望进行了交流。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

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的作
用项目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ac vi es/program/projec
t/28.html

本项目旨在预防传染病等，通过“健康教育”、“健康检
查”、“健康咨询”3类服务构建家庭保健服务的示范模式并实现其
政策化，同时，对其普及推广提供支持。2013年3月，中方的实施主
体由原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变为由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
主管医疗保健政策的卫生部合并而成的卫计委。
2013年度，各项目地区积极开展各项措施，在本次的交流会
中，各地取得了切实的项目成果，各实施单位的项目计划和实施能
力得到了加强。此外，本项目的中日专家组还发表了家庭保健示范
化、政策化研究的中期成果。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

本项目活动计划共实施5年，目前已进入后半阶段，将对各项目
地区的成果进行梳理，借助中方对口单位在合并后得到加强的医疗
保健专业性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大示范化、政策化的工作力度，
使家庭保健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落实。
（土居健市）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Ⅱ”项目成果报告会召开
JICA于3月6日举办了“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Ⅱ”项目成
果报告会，来自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国科学技术部、农业部、农业
科学院、中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以及与本项目开展合作的日资企
业等约50名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在本次报告会上，以日本专家身份出席会议的鸟取大学副校长藤
山英保以《盐土修复与可持续农业》为题进行了演讲，加深了与会者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Ⅱ 对日本在该领域所采取的相关措施的了解。
h p://www.jica.go.jp/china/
chinese/oﬃce/ac vi es/program/
project/01.html

本项目为开发和推广环保型农业技术，在水质分析、土壤污染、
施肥管理、粪便处理等各个领域开展活动。在本次报告会上，中日农
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发布了项目的整体成果，各项目地区汇报了各自
■相关报道
负责部分的实施情况、成果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JICA与农业部根据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上述内容，对今后本项目对象领域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农业科
的插秧活动
学院强调，中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在项目对象领域发挥了中日合
作平台的作用，并与中国科学技术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共同表示，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others/newsle er/20130
期待中日两国在农业领域开展可持续合作。
8/04.html

本项目于2009年4月启动，并按计划于今年3月底结束，但这并不
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代表中日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画上了句号。相关人士还在继
续开展研究，以推动此前积累的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s
e/oﬃce/others/newsle er/20130
9/03.html#02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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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空气污染情况调查成果报告会召开
JICA与清华大学于3月4日至5日举办了关于“北京市PM10及PM2.5
导致空气污染的相关调查”报告会。
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JICA与清华大学对
北京市及周边城市的空气情况进行了为期1年的观测和分析，同时根
据与气象条件的相关性等，对产生源和生成机制进行了相关调查。中
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为了有效实施上述政
策，必须掌握污染的现状和源头。

■相关报道

关于北京大气污染的研讨会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
se/oﬃce/others/newsle er/2013
09/03.html#03

来自日本的大气环境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本次报告会，在共享调查
结果的同时，还就今后的课题交流了意见。我们通过在北京市内的生
活可以感受到，北京市内的雾霾不只在冬季发生，通过本次的客观分
析可以发现，北京市内的雾霾与以往其他国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等的
产生机制有所不同。PM2.5是通过空气中的化学反应形成的，生成过
程较为复杂，要明确这一过程并非易事。今后需要继续收集数据并开
展中日专家间的研究交流。
与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相比，PM2.5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希望通过不断的积累，能对中国制定有效的污染防治计划起到
推动作用。
（宿因）

保障中国广东省食品安全
～“促进广东省食品安全和饮食教育项目”～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相关问题，中国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根据该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
还存在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例如，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发
展报告（2013）》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来自于环境污染，
作为生产主体的食品厂等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鉴于上述情况，JICA自2012年起实施了旨在加强广东省及食品制
造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作为项目活动
之一，由日本官方和民间人士组成的专家组（兵库县、日本食品分析
中心、SARAYA株式会社及PREX）于3月3日至6日面向广东省的食用菌
加工企业和桑果汁生产厂就“5S改善”、“HACCP”等食品安全相关
管理方法进行了技术交流，与此同时，还考察了本项目在上一年实施
的赴日研修的成果在业务一线的应用情况。
日方专家认为，通过深入生产一线考察、与相关人员进行谈话，
可以看到原料的库存管理、药品管理、手部清洁、服装等方面有了很
大的改善。今后，本项目将与广东省多家机构（卫生厅、农业厅、科
技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合作推广上述两家示
范企业的经验。

■ 促进广东省食品安全和饮

食教育项目
h p://www.jica.go.jp/partner/
kusanone/chiiki/chi_24.html
（日文）

据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人士表示，世界排名前十的食品厂
商的工厂纷纷进驻广东省，但按照国际标准运营的企业与当地企业采
取的措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需要采取由政府、
企业共同参与的综合性举措。在日本，由于仅凭政府部门无法应对所
有食品安全问题，所以由政府认证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检查，此外，在
提高食品管理技术方面，由民营企业加盟的行业协会在行业内也一直
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目前尚未采取由民营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
的综合性举措，日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十分具有参考价值。期望今后
除广东省之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张淼）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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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成果
从2000年到2013年，JICA在中国国内的26个省、自治区开展了184
个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
3月4日，JICA就此前在华实施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情
况和影响举办了成果报告会，来自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国科学技术
交流中心（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日本国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及在
北京设立事务所的日本地方政府、企业、大学、NGO等约70名相关人士
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报告会上，除了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的整体情况和效果之外，
还有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在促进中日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方面发挥了
何种作用等内容，信息量非常大。此外，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秦皇岛
特殊教育学校、江西省红十字会培训中心作为中方项目执行单位分别
介绍了各自项目的具体案例，对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说明。上
■NGO-JICA合作平台
h p://www.jica.go.jp/china/chine 述项目涉及空气污染、帮扶社会弱势群体、老龄化社会等与百姓生活
se/oﬃce/ac vi es/ngodesk/index. 密切相关的课题，与会者表现极大的关注，现场互动频繁。
html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贝冢正彰公使认为，“在介绍的项目成果方
面，研究建立一套机制，使项目成果能够普及到中国更广泛的地区，
而不仅仅局限在特定地区，这一点是非常实用的”。

h p://japanese.cri.cn/881/201
4/03/06/241s218318.htm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对本次报告会给予很大关注，该台记者
对报告会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报道

（李瑾）

在北京大学发表新结构经济学演讲
2月26日，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Prof. Justin Yifu Lin）邀请，JICA研究所高级研究顾问细野昭雄面向该学院
约40名研究生进行了题为“Industrial Strateg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ssons of five outstanding case”的演讲。林
毅夫教授是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除主要针对经济领域向中国政
府提出建议外，还被选为央视“经济人物”，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
家。

■Lessons of ﬁve outstanding
cases - JICA Research Institute

h p://jica‐ri.jica.go.jp/publica on/
assets/Industrial%20strategy%20a
nd%20economic%20transforma o
n,%20Hosono%20‐%20JICA%20IP
D%20Working%20Papers.pdf

在演讲中，细野昭雄列举了巴西塞拉多地区的农业领域发展合
作、智利的大马哈鱼养殖业合作等JICA此前实施的五个案例，在林毅
夫教授的学术基础上，对在特定地区集中投入、积累软硬件基础设施
能够促进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一特点进行了说明，并与师生展开了
讨论。
此外还配合上述演讲与林毅夫教授进行了意见交流。林毅夫教授
在交流中提到，东亚发展的经验始于日本，目前中国也在借鉴，这一
经验也同样能够适用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JICA也考虑向全世
界推广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发展经验及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并通过
此类学术交流共享中日两国的信息。
（河野久）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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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培训会
2月17日至19日，JICA作为讲师参加了河南省财政厅与亚洲开发
银行（ADB）联合主办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培训会”，在会议上介绍了日本的PPP实施案
例，并与参会人员就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等交换了意见。目前，河南
省财政厅率先在中国国内推行地方财政改革。在一系列改革中，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倍受关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孟春、亚洲开发银行区域
与可持续发展部PPP专家安博等出席培训会并授课。参会人员以PPP
事业的实施计划为例，探讨通过官民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对
中国城镇化和地方财政改革（减轻财政压力）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
论。
（张阳）

记录帮助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国际合作足迹
～《脊髓灰质炎从我们的村子里消失了》一书出版～
JICA研究所发行了“Project Story”丛书，该套丛书回顾了
JICA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国际合作事业，对事业的足迹和成果进行了分
析并汇总成书。丛书中的第九本——《脊髓灰质炎从我们的村子里消
失了—记中国山东“科学现场主义”的国际合作》于2月上旬出版问
世。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也曾对日本构成过较大威
胁，但其蔓延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有所缓解，后来就很少有机会在家
庭和职场上听到这一疾病了。但是，脊髓灰质炎虽然在日本停止了蔓
延的脚步，但仍在世界范围内大肆传播，拥有广大贫困农村地区的中
国也未能幸免。

■《脊髓灰质炎从我们的村子
里消失了》
h ps://jica‐ri.jica.go.jp/ja/public
a on/projecthistory/post_3.htm
l?tw=more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WHO）1988年启动的“全球消
灭脊髓灰质炎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正式开始采取消灭脊髓灰
质炎的措施。在这一措施中，中国广泛接受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扶轮财团的国际性援助，
其中，来自日本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采取的措施取得了切实
的成果，2000年，WHO宣布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成为无脊灰
地区。
本书中记载了中日两国专家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将中国
变为无脊灰地区，并实现这一堪称奇迹的成果的。
（李瑾）

长期归国进修生新书出版
今年1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葛伟军出版了一本名为
《英国公司法制度》的著作。书中详细介绍了2006年制定的英国公
司法的理念、框架及判例，获得了来自中国研究公司法界学者的高
度评价。
葛伟军副教授于2002年至2005年期间以JICA长期进修生的身份
到九州大学法学部留学，并获得了国际经济与商法的博士学位。目
前，葛教授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除了为人才培养贡献自身
的力量之外，还与日本学者之间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他曾出任JICA
长期归国进修生同学会的理事一职，策划并参与了同学会开展的各
种活动，促进了中日两国相关人员之间的友好交流。
（宗雪）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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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赴任人员介绍
离任
长期专家
家保 英隆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项目
2011年4月-2014年3月

山下 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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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2014年3月

土歧 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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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2014年3月

永井 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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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2014年3月

青年海外志愿者
内野 敬

（理学疗法士）

江苏省无锡市 锡山区锡北人民医院

2012年3月-2014年3月

神户 明子

（日语教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哈尔滨示范大学

2012年3月-2014年3月

武田 裕美

（日语教师）

河南省信阳市

2012年3月-2014年3月

松木 菜实

（作业疗法士）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中医医院

2012年3月-2014年3月

桑原 梢

（理学疗法士）

河北省唐山市

开滦康复医院

2012年6月-2014年3月

（日语教师）

辽宁省铁岭市

朝鲜族高级中学

2014年3月-

信阳示范学院

赴任
横崛 咲纪

中国大学生活点滴
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就给大家讲讲我所体验到的中国大学生
活。
第一个特点是，大学校园能涵盖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校园内
不仅有宿舍，图书馆也很晚才闭馆，除了有宾馆、电影院、卡拉OK之
外，还有十多家食堂，从不会吃腻。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使用过的宏
伟的体育馆目前作为健身房还在使用。
中国大学的上课风格也和日本略有不同。对于大家都在使用的教科书和参考文献，图书馆除了提供借阅
服务之外，还在网站上准备了电子版供学生下载使用。此外，为了共享课件资料，各讲座设有普通WebMail
的账号（俗称“公邮”），将课件资料集中到这里，向包含外部学员在内的讲座学员公开密码。最让我惊讶
的是，每次下课时学生们都会鼓掌。我听说但凡中国的学校必设有孔子像，也许这里至今留存有“尊师敬长
的习惯”。不过也可能是出自“可算是下课了”的解脱感吧！。
（实习生
JICA中国事务所（2014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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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丸大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