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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 中国志愿者派遣 30 周年纪念庆典”在京举行

　　2016 年 1 月 8 日，“JICA 中国志愿者派遣 30 周年纪念庆典”于北京市内的中日青年交

流中心举行。

　　自 1986 年 4 名海外青年志愿者队员第一次来到中国以来，JICA 在中国的志愿者项目从未

间断，到目前为止已经派遣了 800 多名志愿者，覆盖日语教育、医疗及保健、康复指导、农业、

职业训练、体育等众多领域。今年迎来了该项目的第 30 个年头，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大使伊藤康一、

JICA 理事柳泽香枝、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志愿者接收关联机构及 JICA 志愿者

老队员等约 160 名来宾出席参加了此次庆典。

　　在与会来宾的贺词及“JICA 志愿者项目的发展历程”这一现场播放的回顾宣传片中，大家

反复表达了对志愿者们真诚、奉献的精神及强烈责任感的钦佩，让人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志愿

者们促进了中日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作为 JICA 志愿者老队员的坂本毅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作为志愿者及结束志愿者工作后继续开

展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绿化项目。坂本毅不仅作为 JICA 志愿者开展活动，还充分运用同当地人民

结下的友谊及志愿者经验，至今都在为鄂尔多斯的发展及中日交流做贡献，令在场的听众深受感

动。

　　在庆典仪式的最后环节，现任志愿者队员、JICA 事务所成员和部分到场来宾一同身着和服

表演了日本传统歌舞“炭坑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中国的志愿者项目迎来 30 周年之际，

JICA 希望今后继续通过该项目让中日两国间的纽带能够更加牢固、更加深厚。　

（池田敬）
上）庆典当日
中）来宾合影  
下）现任志愿者同 JICA 事务所成员一起
表　　演“炭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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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揭牌仪式暨“中日技术合作建设环境
友好型社会项目”签字仪式举行（中国・北京）

　　2015 年 12 月 7 日，“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揭牌仪式暨“中日技术合作建设环境友好

型社会项目”签字仪式于中日友好环保中心举行。中国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李海生司长、中日

友好环保中心周能福副主任、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高岛龙祐公使、日本京都环保中心高月纮馆长等

出席了此次活动。JICA 中国事务所中里太治所长表达了对信息平台及新项目的期待，并表示今

后将进一步支持该平台及项目的合作发展。

　　中日友好环保中心自 1996 年通过日本政府无偿援助资金成立以来，已成为中日环境合作的

重要平台。到目前为止，中心在污染监测、防公害技术、环境政策研究等领域硕果累累。

　　此次在该中心内设立的 “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是在 2007 年中日首脑会谈达成联合公

报后，由 JICA 在环境教育教材和项目开发、NGO 和志愿者培训、环境教育示范基地相关人才

培养等领域提供支持而成立的。今后，信息中心将成为全国环境教育的示范平台基地，同时为企

业等提供先进的环境技术信息服务。

　　当天，作为和中日友好环保中心联合实施的新项目，环境保护部、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及

JICA 三方还共同签署了“中日技术合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的合作文件。该项目旨在综

合解决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管理、电子废弃物处理等复杂且尚未解决的环境难题。

（前岛幸司）

“四川防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项目”启动

　　JICA 启动了防灾教育相关的新的技术合作项目。此项目的执行单位为四川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以及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是由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第一个技术合作

项目。另外，本项目还引进了由中方承担项目经费的新的运营机制。

　　2015 年 10 月 15 日，四川大学、壹基金及 JICA 三方签署了新项目的实施协议会谈纪要 (R/

D)。本项目旨在通过开展相关活动提升四川省的防灾教育质量、完善实施体制以保证防灾教育的

可持续性。日方将在未来 3 年内派遣具备专业防灾知识及实际应对能力的教师团队（兵库县震灾

学校支援团队“EARTH”）、拥有安全教育及安全管理、防灾教育基地策划及管理等专业知识

的专家以及提供政策方面支援的有识之士来华。

　　2015 年 12 月，日方派出了首批专家，就目前正在研究的成都市内的防灾中心建设计划，

与中方专家交流了意见。日本拥有“人与防灾未来中心（神户）”、“东京临海广域防灾公园（有明）”、

“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灾中心”等先进的防灾设施。JICA 希望今后充分运用日本在防灾方面的经验，

为中方提供支援，建设、运营防灾设施，让防灾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让市民在趣味中学习这些知识。

（前岛幸司）
上）中日专家团
下）会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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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揭牌仪式
中）“中日技术合作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项目”签字仪式 
下）“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展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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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举行
本地研讨会

　　JICA 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为对口单位实施的

技术合作项目——“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2014 年 -2017

年）在北京举行了 3 场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上旬召开的研讨会上，JICA 与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社会法室围绕《行业协会商

会法》和《工伤保险法》进行了探讨。JICA 从日本邀请了该领域的研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

日本行业团体相关法案的概要、运用情况进行了讲解和讨论。

　　同一月内，JICA 还与刑法室围绕被害人权利保护法律制度举行了研讨会。通过共享日本法

律与制度的知识和见解以及律师开展的被害人援助措施等，加深了中方有关人士对被害人权利保

护法律制度论点方面的相关知识和见解。

　　2016 年 1 月，JICA 与国家法室召开了被害人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第 2 次）研讨会，主要

就旨在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司法制度进行了讲解和讨论。

各个研讨会都以中方目前正在起草的重要法案为主题，中方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具体而尖锐的问题，

中日两国的法律专家围绕上述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村麻纪）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援助项目”终期评估

　　1 月 13 日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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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终

期评估。江苏省以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目标，但工厂废地较多，土壤污染防治是一项重要

课题。石川县与江苏省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展了 20 多年，本项目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

致力于通过赴日进修等培养江苏省内的专家，制作《土壤污染调查手册》。

　　今年 3 月项目即将结束，作为实施团体的石川县的专家随同 JICA 北陆支部派来的调查团，

实施了项目终期评估。评估的结果是，确认实现了既定的“学习并掌握调查江苏省内土壤污染实

际情况所需的土壤污染调查技术”的项目目标。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的对口人员表示，“日本有关

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设计既有系统性又非常细致，对此深有感触”，“通过赴日进修，学习掌握

了土壤污染的分析方法等对自身业务有直接帮助的事项，受益匪浅”。

　　 预计今后中国将会加强国家层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框架建设，更加重视土壤污染防

治。希望本项目制作的《土壤污染调查手册》在项目结束后也能得以充分利用。

（吉田进一郎 ）上）采访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下）项目终期评估报告会现场

新闻

研讨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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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南省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技术和居民环境意识的提
高项目”成果报告会

　　湖南省由于污水处理厂的技术人员不足等原因，难以对污水和污泥进行适当的处理。基层友

好技术合作项目“中国湖南省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技术和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项目”为保护

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致力于培养相关技术人员，并开展环境教育以提高居民的水环境意识。

该项目由日本琵琶湖的所在地、拥有丰富的污水、污泥处理技术与经验的滋贺县予以合作，预计

2016 年 3 月结束。成果报告会于 1 月 27 日 -29 日在湖南省长沙召开，滋贺县的专家及多家日

企、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等湖南省有关部门等共计约 100 多名人员参加了会议。   

 　　在报告会上，与会人员报告了以下内容：通过赴日进修等，学习、掌握污水处理设施管理

方法并运用于现场的实际工作中；制作插图等精心构思的环境教育教材，在中小学积极实施了环

境教育等。湖南省方面给予项目的高度评价，并为积极开展工作的日本人专家代表滋贺县的川嶋

技师总监颁发了荣誉证书。另外，中日企业组织的环境技术洽谈会也与成果报告会一并举行，中

日双方借此机会互相了解企业情况，开展合作对接活动等，展开了热烈的技术交流。

 　　JICA 今后将继续把保护水环境作为与大气污染对策同等重要的中国环境课题之一，一如既

往地予以合作。

（吉田进一郎）

“企业社会责任（CSR）实践中的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项
目终期报告会召开

　　2015 年 12 月 2 日，JICA 中国事务所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北京召

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项目的终期报告会。报告会汇报了通过问卷

调查及案例研究获得的初步研究成果。此外，还邀请日本讲师就日本的CSR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

另外，企业、社会组织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就 CSR 实践中的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案例进行了

报告，创造出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加深交流的良好机会。调查结果最终将以报告书的形式进行汇

总，计划在 2016 年 3 月以后发表。

（前岛幸司）

上）北京师范大学 余老师演讲
下）CSR 亚洲 赤羽代表演讲

新闻

上）科技厅杨副厅长向川嶋技师总监颁发
　　荣誉证书 
下）会议现场

全体人员合影



JICA 中国事务所新闻（2016 年第 1 号） 6

“海南人才培养项目”对 3 所大学的援助内容及进展情况

　　JICA 根据“海南省人才培养项目”（2006 年 6 月签订贷款协议），一直与海南省财政厅、

教育厅共同为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 3 所大学提供支援，建设校舍建设并采购实

验器材等。此外，还为上述大学的教授及行政部门职员赴日本大学进修提供贷款。

　　1 月 12 日 -13 日，JICA 中国事务所向海南省海口市派遣职员，就这 3 所大学的项目的进

展情况及今后的完成计划进行了讨论。作为本项目核心的海南大学计划完成①第 4 教学楼、②社

会科学实验楼、③热带农业实验楼、④研究开发中心、⑤中日友好交流中心共 5 处校舍的建设及

实验器材的采购，经确认，① - ③已经完成，④与⑤计划在 2016 年秋季新学期完成。尤其是⑤，

预计将成为举办中日友好纪念活动、海南大学留学生交流活动及国际会议的重要场地，期待其早

日完工。其他两所大学经确认已基本完成。

　　另外，海南大学报告称，共计 106 名人员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高

知大学等参加进修，回国后可以将所学知识、经验等运用到开展研讨会等工作当中，并取得研究

成果。

　　对华日元贷款项目在中国的 22 个省开展了同样的人才培养项目。经确认，通过为中国高等

教育提供硬件、软件两方面的支援，各省大学在教育的质量与数量上均得到改善。为了使海南省

也能收获同样的成果，JICA 将继续开展支援直至项目完成。

（川村怜子）

“武汉市财贸学校第二届日语演讲比赛”举行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山田祐也队员（2014 年度第一批）作为日语老师任职的武汉市

财贸学校，举行了“日语演讲比赛”。本次比赛是继去年之后第 2 次举办，除山田队员的 32 名

学生外，派遣至湖北省黄冈市外国语学校的大泷夕队员（2015 年度第一批）的 10 名学生也参

加了比赛。另外，日本大使馆、湖北省科技厅、文华学院外语学部的相关人士也作为来宾、评委，

出席了比赛，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在比赛中，参赛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按照事先确定好的题目发表了演讲，这些题目

有《我的梦想》、《成长》、《友情》、《我非常喜欢的东西》、《致 18 岁的自己》等。5 位

评委围绕演讲内容、结构及表现力、发音、语调以及在问答环节的回答等进行评分。学生们的日

语能力比想象的还要高，评委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在学生们的演讲中，“非常喜欢日本的动漫”、“想借培训的机会去日本”、“想去日本留

学”、“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等内容频繁出现。另外，在比赛结束后的余兴节目里，还有 8 组学

生自愿为大家表演了日本的歌曲和舞蹈（流行歌曲）。可见，他们对日本及日语抱有浓厚的兴趣。

 　　通过参加本次演讲比赛，学生们自身似乎也深受震撼，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日语

能力。

　　另外，预计本次演讲比赛的前几名获奖者将出席每年在中国举行的“日语演讲比赛”的地方

赛。如果在地方赛中也能取得优秀成绩，他们就有可能参加 5 月份举行的全国比赛（北京）。

（池田敬）

新闻

上）海南大学校园 
中）海南大学热带农业实验楼（通过本项
　　目建设校舍，采购实验器材等） 
下）实验现场

上）演讲比赛现场
中）参赛人员合影 
下）获得前几名奖项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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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JICA 长期进修生同学会活动“中日知识产权战略及
创新驱动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JICA 长期进修生同学会是 2007 年在北京成立的，由通过 JICA 渠道在日本的大学及研究

机构留学 1 年以上，并取得硕士或博士称号的归国进修生组成。现在大约有 100 名注册会员，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及大学、研究机构。同学会开展的主要活动有中日之间的交流合作、

贫困地区的公益活动、面向会员的网站的开设及运行等等。汶川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同学会通过募捐、制作发放防疫手册等参加了救援、重建援助活动。另外，同学会还开展中日双

方感兴趣课题的交流研讨会，此前曾开展过以中日中小企业合作、低碳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等为主

题的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20 日，由同学会主办、上海同济大学协办的以“中日知识产权战略及创新

驱动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上海市内举行。中国知识产权战略领域专家吴汉东教授（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原校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知识产权部的本间友孝部长应邀

在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发言。以长期进修生会员为主，包括 JICA 中国事务所、上海同济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JETRO 北京和上海代表处、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的代表、西村律师事务所及企业、社

会组织等相关人员、JICE 北京代表处、JDS 归国人员等约 50 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在主旨发言中，首先由吴汉东教授介绍了世界知识产权的现状，并阐述了美国、欧洲、日本

及中国等国的政府知识产权战略的概况及比较。此外，还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今后如何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通过实际案例，从专业视角进行了分析。JETRO 北京的本间部长介绍了日本知识产

权战略的演变及日本政府推出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2015”的概要，说明了日本知识产权保护

的政策调整及具体措施。在主题发言后，吴教授、本间部长、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朱雪忠院长、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何敏院长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朱启高副局长等进行嘉宾访谈，就中日

知识产权领域各种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及各自的对策进行了讨论并通过答疑的方式与参会人士互

动，加深了参会人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大家就面临的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充分交流，得到参会

人员的好评。

　　希望本次研讨会的举行也将有助于中日知识产权界的人际网络构建和扩展，密切中日交流，

并以此实现在该领域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宗雪）

上）专家讨论
中１）中里所长致辞
中２）研讨会全景
下）纪念照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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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 加强职业卫生能力建设项目赴日研修总结报告

　　2015 年 10 月 12 日 -11 月 14 日，胡震、梁莎莎一行二人在 JICA 中国事务所及 JICA 东

京国际中心的协调安排之下，赴日参加了“提升职业卫生能力”研修项目。通过一个月的学习，

我们对日本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及立法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同时就日本

职业健康执法工作的机构设置和具体做法进行了整体学习，对我们在国内的工作帮助很大。

　　在整体的课程学习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在职业健康检查执法上的做法。因工作

场所数量众多，监管人员相对不足（全国仅有 3000 余人），日本采取“重点监察”的方式检查

工作场所。主要针对以下几类企业：经职工举报存在重大职业安全健康隐患的企业；有迹象表明

其可能存在重大职业安全健康隐患的企业；屡教不改，反复违规的企业。并且，在检查一个工作

场所时，不求面面俱到，采取“重点检查”的原则，检查可能存在的重大隐患，调取公司记录和

现场数据监测等方法结合，相对侧重调取查看公司职安健记录和职工体检记录等。

　　除了理论课程，我们还学习了“手指口述”。手指口述是日本发明的安全技能，是通过心想、

眼看、手指、口述需确认的安全关键部位，以达到集中注意力、明确操作目的的一种安全确认方

法，已在我国被广泛用于轨道交通、煤炭等行业。

　　紧张的课程学习之余，东京中心的负责人还带领我们参观了东京安全卫生教育中心、日本劳

动安全卫生综合研究所（JNIOSH）、兄弟集团公司机床和服装印染公司浏谷工厂、新宇宙（New 

Cosmos）电机株式会社等地，与工作在职业安全领域第一线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

通。

　　此外，在进修期间，我们还有幸参加了在名古屋举办的第 74 届全国产业卫生安全大会。本

大会的首届会议召开于 1932 年，今年大会与会者超过 12000 名。本次会议主题为：“加强安

全健康管理，提升工作现场管理，消灭事故伤亡。”大会表彰了约 70 名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方

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宣读代表人物的事迹，颁发了“绿十字赏”。该大会参加人数

众多、规模宏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安全健康工作，对安全健康

新动向高度关注，企业积极推进安全健康合规等精神。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借鉴日本的经验，在

以后的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的开幕式或闭幕式中，学习“绿十字赏”的表彰模式，正式加入对

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工作先进集体、个人表彰的环节，展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职业健

康工作、重视人才、尊重科学的坚定信念。同时鼓舞安全生产全行业从业者，激发全系统、全行

业的荣誉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胡震（宗雪）

新闻

上）参观工厂
下）结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