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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项目” 
～举办结核病防控相关的研讨会～

　　JICA 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开展的传染病防控提供支持（详见“举办中日湄公河地区 传染病

对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初始阶段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实施针对结核、HIV/AIDS、麻疹、脊

髓灰质炎、院内感染对策等领域的合作。在这些项目成果的基础上，2012 年启动的“国家级公

共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项目”，以中央政府部门为项目对口单位，以加强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能力、促进中日两国卫生行政官员和专家等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强化人际网络为目

的，开展了为期四年的技术合作。项目以扩大免疫规划（EPI）、结核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三大课题为合作对象，具体活动包括在中国国内举办研讨会和赴日培训等。

　　作为该项目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16 年 3 月 8 ～ 9 日，为期 2 天的结核病防控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中方包括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等对口

单位的人员以及地方层面的卫生计生委、CDC 等从事结核病防控工作的人员，日方则有来自公

益财团法人结核预防会结核研究所的 3 名短期专家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人类发展部保健第 4 组

的两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就结核病行政和研究方面的课题展开了讨论。在研讨会议上，中日

双方积极交流，不仅就结核病防控和研究方法等技术性内容进行探讨，也针对城市化和老龄化社

会与结核病的关联等今后中国开展结核病防控政策方面的重要课题，介绍了日本的经验，进行了

充分的讨论。

　　此次在京举办的结核病对策研讨会，是本项目最后的一项活动，研讨会中还举办了座谈会，

由参加赴日培训的人员汇报培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回国后在工作中的应用，对本项目开展的各种

活动进行了回顾。座谈会上，中方参会人员表示，通过赴日培训（同上）开展的中日相关人员

之间的技术交流一直得以持续进行，并且培训所取得的成果在编制中国新一期的国家发展计划

“十三 • 五规划”时也得到了借鉴。日方专家对中方的发表提出了技术建议，并在发言中表示，

近年来中国结核病对策监测体系强化的现状、将手机 APP 等应用于结核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和

疫情报告等，对于日本的结核病对策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结核病对策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中国仍是发病人数仅次于印度的结核病大国，

发病率为每 10 万人中 70 人，仍属于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

老龄化进程带来的结核病感染风险，以及耐药性产生的耐多药结核病 (MDR-TB) 等新的课题，

因此，中国的结核病对策依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课题之一。与以往相比，传染病对策早已跨越国

境，成为全世界共通的课题，而近年来由于经济往来和旅游等人员海外往来的急剧增加，中国的

相关对策对于国际社会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期待本项目建立起来的中日两国相关人员之间的

网络，能够为今后全球的结核病对策工作贡献力量。

（土居健市 ( 现任职于资金管理业务部 )）

上）结核病对策研讨会现场 
下）研讨会开始前访问了中国 CDC 结核
病防治临床中心。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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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中日湄公河地区 传染病对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 
～与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各国的相关人员交换意见～

　　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多样性的气候与地形和庞大的人口，是各种传染病的多发地也拥有众

多的传染病患者。众所周知，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一旦传染病发生，无须时日很容易跨过国

境蔓延开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中国的传染病对策被认为是重要的课题，JICA 通

过技术合作和日元贷款项目，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对此提供了支持。特别是中日友好医院 *，

作为 JICA 开展支持工作的核心基地，迄今为止已经实施了多个技术合作项目。

　　2016 年 3 月 16 ～ 17 日，JICA 中国事务所与中日友好医院共同主办了为期 2 天的有关

传染病对策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以及湄公河地区 4 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

的医疗保健相关人员约 40 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目的是聚焦传染病对策中 JICA 与中日友好

医院长期以来开展技术合作的主要课题之一 --- 院内感染对策，广泛地交换意见和信息，并在相

关人员之间建立交流合作网络，具体活动包括举办讲座和演讲、展开讨论等，并对中日友好医院

进行了现场考察。

　　研讨会的第一天，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管理和疾病控制处的徐潜名誉主任、JICA 人类发展部

技术审议官金井要、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曹彬主任分别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的传染病

对策和院内感染相关的工作与课题等，其后来自湄公河地区 4 个国家分别派出的 2 名代表对各

国的现状进行了说明。通过图片等相互介绍各国的传染病对策现状、院内感染的预防工作与课题，

加深了参会人员对各国所处的现状与课题的理解。大家都深切地认识到，虽然各国流行的传染病

不尽相同，但用于防止院内感染的基本的标准预案至关重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转变他们

的意识是各国共通的课题。

　　第二天，参会人员视察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ICU、手术室、实验室和最

先进的远程医疗中心等，与工作在一线的医生和管理人员就各类问题开展了广泛交流。第二天下

午，参会人员之间气氛愈渐融洽，在 JICA 国际合作专员竹中裕的主持引导下，就各国的共通课

题和今后将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集体讨论。来自湄公河地区的参会人员身份各不相同，既有负责

公共卫生工作的行政官员也有医院的相关人员，但身处不同环境、各具不同身份和立场的人员之

间的意见交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的宝贵机会。参会人员都表示

今后如果有类似的机会希望能够继续参与，中国事务所也将结合此次研讨会的实施效果，探讨今

后开展类似活动的方针。

　　* 中日友好医院是利用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项目于 1984 年建设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

属医院，经过 20 年多年的技术合作建设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传染病对策领域，还曾经被指定

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定点医院，现正在开展面向内陆地区医护人员的院内感染对策

人才培养工作。

（中村麻纪）

新闻

上）研讨会参与人员合影
中 1）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中心
中 2）中日友好医院 2 层入口处 
下）研讨会第 2 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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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支援型）《拥有我们自己的自然学校》
新书发布会暨项目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召开

　　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公众为主体的地区建设至关重要，但迄今为止以环保 NGO 为核

心开展的“启蒙式、教育式”活动更多地停留在所谓“自上而下”的“旁观者”的视角上。为了

将基于公众参与的日本式自然学校的活动模式引进中国并加以推广普及，JICA 以 NPO 法人日本

生态游中心为日方实施单位，与中国的环境 NGO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实施了“实现扎

根地区型自然学校建设的人才培养与网络建设项”为名称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以下简称 “自

然学校项目”）。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编写了中国的自然学校活动案例和管理教材——《拥有我

们自己的自然学校》，并于2016年3月上旬由中国环境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2016年3月17日，

JICA 中国事务所利用新书出版的机会，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该中心目前正在实施与 JICA

合作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技术合作项目）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暨项目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包括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贾峰主任等有关人士在内，在中国各地开展自然教育的 NGO、基

金会、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负责人、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媒体等各界

人士 7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上，自然学校项目的中方实施单位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秦大

公代表介绍了项目的概况以及中国国内自然学校的发展情况。NPO 法人日本生态游中心的李妍

焱理事（驹泽大学社会学教授、NGO 中日公益伙伴代表）介绍了编纂该书的目的和过程，并表

示不仅是编写了教材，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开始逐渐在中国各地推广，这一成果远远超出了项目当

初所设计的目标，同时李教授也介绍了中国国内在自然学校的运营管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此外，这次活动还以环保 NGO 的代表为核心，举办了采用参与式手法介绍日本自然学

校人才培养机制和进行环境教育时相关书籍的书单整理为内容的工作坊（Workshop）。

　　活动会场气氛活跃，参会人员之间就项目今后的进一步普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将集结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CSR）和新闻媒体等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推动自然学校的

发展”，同时提出，“开展活动时应灵活地运用日本等其他国家在人才培养方法和自然学校的运

营管理方法方面的经验，重视‘在地’理念 , 并通过创意充分发挥自己所在地区的特色”。活动中，

参会人员与环保部宣教中心的负责人还就在中国制定环境教育法的必要性以及立法程序等等被社

会广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周妍）

新闻

上）JICA 中国事务所中里所长致辞
中 1）出版的教材
中 2）研讨会参会人员参观位于中日友好
环境保护中心内的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基地 
下）NPO 法人日本生态游中心李妍焱理
事介绍自然教育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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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防灾教育推进与能力建设项目” 
～举办启动仪式及面向当地小学生的防灾教育实践～

　　四川省是地震多发地区，除2008年5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以外，2013年发生的雅安地震(芦

山地震 ) 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学校和地区的防灾能力建设相对滞后。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科技

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 4 个与灾后重建相关的项目建议，随后 JICA 开展了技术合作项目的“抗震

建筑人才培养项目 (2009-2013)”、“地震紧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项目 (2009-2013)”、“心

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 (2009-2014)”、“灾后森林植被恢复计划项目 (2010-2015)”。通过上

述项目的实施，培养了抗震建筑技术、灾区民众心理援助、紧急救援技术与应急管理、森林植被

恢复等各方面的人才。

　　作为“壹基金芦山地震灾后援建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 NGO“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壹基金”。）实施了“壹基金减灾示范校园项目”，设定了约 100 所减灾教育示

范学校，致力于提高教育局、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儿童等各个层级的防灾减灾意识和灾害应对

能力。该项目拥有充分的资金渠道和项目实施能力，并能够通过独自的预算推动项目的展开，但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防灾教育仍处于初期阶段，壹基金从事防灾教育的项目团队在防灾教育技

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尚存在不足。

　　有鉴于此，我机构与作为中方对口单位的四川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以

及壹基金共同启动了“四川省防灾教育推进与能力建设项目”，致力于提高学校儿童、教员、

学校管理人员、教育部门的防灾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构建可持续的防灾教育实施体制。3 月

25 日～ 29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和雅安市举办了项目启动仪式、防灾教育学科设立研讨会、由

JICA 专家面向教育工作者实施的防灾教育讲座和在当地小学进行的示范授课等一系列活动。

　　除中方对口单位以外，中国科技部和日本驻华大使馆等相关人士出席了启动仪式。大家都表

示了对项目的高度关注：“中日两国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有着同样宿命的两个国家通力合

作致力于防灾减灾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望取得具体的成果”等。此外，还举办了在四川

大学设立防灾教育学科相关的研讨会，由中日双方的专家分别发表演讲，介绍了中方为了在大学

设立防灾教育学科开展的活动和面临的课题、日本防灾教育学科的现状和日本学校开展防灾教育

的现状与经验等，并就今后努力的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日方分享了很多日本事例，例如日本开

设防灾专业学科的高中和大学在增多，与社区合作开展防灾训练；以及教师在日常授课中加入防

灾教育的元素等。

　　作为项目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活跃在日本防灾教育第一线的兵库县震灾学校支援团队

(EARTH)的两名专家为雅安的30名小学生举办了示范课堂。“地震来袭时的应对、发生前的准备”

与“水桶接力和信息传递训练”，第一次体验日本老师讲课的学生们都十分专注地听讲，积极回

答专家提出的问题，并按照专家的指示努力参与练习。参观示范课堂的雅安市小学校长和老师们

表示，“日本防灾教育的活力和细致周到的创意非常有吸引力”、“希望应用到自己今后的教学

活动中”。

　　同时，还安排了同行之间的交流，举办了专家和壹基金防灾教育实施团队的交流会，以及由

专家为 80 名小学校长和教师举办的讲座。不仅介绍了日本的防灾教育理念和方法、与外部单位

协作实施安全教育的经验等，接下来的答问环节，中日双方更是开展了充分的、有深度的交流。

　　本项目计划在今后 3 年的时间里以四川省为基地开展相关的活动。JICA 将竭尽全力为中日

两国的防灾教育合作提供支持。

（丁莉）

新闻

上）参加启动仪式的中日有关人士
中 1）示范课堂（水桶接力和信息传递训练）
中 2）示范课堂（发生地震时的应对１） 
下）示范课堂（发生地震时的应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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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师志愿者的学生，在全国日语作文大赛中获奖 !!

　　迄今为止派遣到中国的日语教师志愿者的累计人数已达到 409 名（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青

年海外协力队399名、年长志愿者10名），他们在各个地区为日语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贡献了力量。

现在全中国还活跃着 5 名日语教师志愿者（青年海外协力队 4 名、年长志愿者 1 名），其中，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的大日方春菜队员和黄冈市外国语学校的大泷夕队员的学生们参

加了全国性作文比赛“第二十届中国高中生日语作文大赛”（由日本儿童教育振兴财团与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5 名学生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参加竞赛的学生从“我的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环境问题”等命题中选择

一个题目，用日语写一篇 2000 字的作文。用外语写作原本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学生们在

协力队员老师的指导下，一直到交稿截止日期之前都在反复推敲，不断充实内容，交上去的作文

不仅日语水平堪称一流，内容也极具魅力和个性。

　　2016 年 4 月 23 日，获奖作文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大日方队员和大泷队员的学生们也

应邀参加。会上除自我介绍外，他们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名获奖学生进行交流，极大地提升

了今后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一天。

　　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的屈扬同学获得了一等奖。这次大赛将邀请部分一等奖获奖学生在

今年夏季参加赴日交流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对屈扬这样的内蒙古学生来说非常珍贵，听到能去

日本的消息，屈扬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期待着早日实现日本之行。“到日本后一定要去吃最

喜欢的蛋包饭！”。这个消息在大日方队员和大泷队员工作的学校也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同一

地区相同年龄学习日语的同学参加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并受邀去日本，这一成绩极大地激励了学

校里的其他学生，很多人也开始觉得去日本访问变成了可望又可及的目标。

　　我们希望志愿者任职地的高中生们以此为契机，激发他们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同时也期待着

日语教育的盛况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

（池田敬）

在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上门讲座 
～面向日语专业 3 年级学生举办关于国际合作的讲座～

　　JICA 宣传班面向中国国内的高中和大学以及日本人学校的学生 , 以国际合作、对华 ODA、

在 JICA 的工作经历等为主题 , 派遣职员或志愿者进行上门讲座。近年来 , 先后在复旦大学附中、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北京日本人学校、大连日本人学校等学校结合校方的需求或不同年级的

课程内容 , 用日语或中文举办讲座。JICA 侧重（1）向日本社会（或设有在外事务所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的回馈”，（2）为自己能做些什么“提供思考的机会”，以及（3）

推动地区开发教育的“桥梁作用”的三个视角，加大在国际理解教育和开发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

　　此次，受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委托，2016 年 5 月 19 日，JICA 中国事务所宣传班的职

员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的 3 年级学生举办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日方职员介绍了国际合作以

及 JICA 在中国开展的工作 , 中方职员介绍了进入日本政府机构任职的经历和从事的业务内容等，

讲座全程使用日语。途中曾经询问学生们“介绍的内容和说的日语会不会比较难懂？”，大家都

表示“没问题”，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高令人钦佩。

　　介绍之后，学生们积极地提出了各种问题，例如“日本经济形势不好，是不是还会对非洲进

行援助？”，“无偿资金援助和有偿资金援助对象国家有哪些不同？”，“如何参加志愿者活

动？”等等。同时，除了 JICA，日本驻华大使馆和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日资企业等的

负责人也分别做过演讲，对学生们关注并拓展有关日本和日本政府机构的知识都有所帮助。如果

希望在中国国内举办同样的上门讲座，请一定联系 JICA 中国事务所宣传班（邮箱地址：jicacn-

pr@jica.go.jp）。

（川村怜子）

新闻

上）正在用日语做自我介绍的屈扬 
中）颁奖的情景 
下）优秀奖获奖者合影

上）讲座现场（日方职员）
中）讲座现场（中方职员） 
下）正在听讲的四川外国语大学 3 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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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城市环境治理项目 
～建设地方城市的上下水、供暖、城市燃气设备，综合改善环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部边陲，是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和“一带一路”构想的

重点地区。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方城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

加，上下水设施和供暖设施的建设滞后以及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与东部地区

相比对策措施也相对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JICA 自 2006 年起利用日元贷款，支持哈密市、

吐鲁番市、乌苏市、奎屯市、阿勒泰市、阿图什市等 6 个城市的上下水设施、集中供暖设施及城

市燃气供应设施的建设。

　　了解到上述 6 城市的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5 月 25 ～ 27 日，JICA 中国事务所的职员视察

了阿勒泰市并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建设厅、财政厅）进行了协商。在阿勒泰市，确认了上

下水设施、天然气供气设施、用于集中供暖的锅炉和换热站的建设情况。据阿勒泰市政府职员介

绍，这些设施的建设，促进了水质和大气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受纳

水体周边的环境，使受纳处理水的人工湖也观测到迁徙的候鸟，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产生了很大影

响。确认本项目实施效果的事后评估将在 1 ～ 2 年后进行，届时将对外公布事后评估报告。

（川村怜子）

新闻

上）在乌鲁木齐市协商
中 1）阿勒泰市：本项目建设的自来水设施
（净水池）
中 2）阿勒泰市：受纳处理水的人工湖 
下）阿勒泰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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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语演讲全国大赛上活力四射的 JICA 志愿者的学生们 !

　　继此前曾经介绍过的日语作文比赛之后，在第七届全国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上 JICA 日语教

师志愿者的学生们又一次大显身手。

＜第七届全国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

　　2016 年 5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决赛”在北京举行。作为志愿者派

往武汉市财贸学校山田祐也队员和黄冈市外国语学校大泷夕队员的学生，李致远和李好同学一路

过关斩将进入了决赛。这两位同学在今年 4 月举办的华中南赛区预选赛中经过激烈竞争顺利胜出，

拿到了参加决赛的入场券，这也是两位同学所在学校首次进入决赛圈。

　　总决赛在全国预选赛中胜出的 20 名选手中展开，演讲的主题是“中日的茶文化”。李致远

和李好为了迎接这一天，利用周末休息和放学后的空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山田队员和大泷队员

的指导下进行超强度的训练。能参加全国大赛，来自周围的期待和压力也是可以想象的。决赛时，

评审委员坐成一排，各个选手的后援队和媒体的相关人士挤满了会场，二位同学不负众望，将两

个多月来准备的成果顺利发挥，双双获得三等奖。

　　赛事结束后，或许是因为卸下了肩上的担子，两个人的表情都轻松了不少。“能参加全国演

讲大赛的决赛，真是太棒了。这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充实感

和成就感。相信这次演讲大赛收获的自信和自豪感，对于今后将继续日语学习的两个人来说必将

成为重要的力量源泉。

＜通辽地区日语演讲大赛＞

　　2016 年 5 月 14 日，在大日方春菜队员作为日语教师开展志愿者活动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举办了“通辽地区日语演讲大赛”。出场的不仅有科尔沁区第三中学，还

有来自内蒙古民族大学及其附属实验中学、库伦旗第一中学的学生共 40 名参赛。作为比赛的嘉

宾和评审委员，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日语专家以及活跃在其他地区的两名

JICA 志愿者也出席了此次活动。此外，在比赛的第二天，国际交流基金的专家还举办了日语教

师培训班，在当地从事日语教学的中国老师表示，通过参加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日语教学法，

非常有帮助。

　　演讲大赛中，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按照已经确定的主题“从中日交流看文化的多样

性”、“环境改善对策 -- 我的建言献策”、“我的梦想”、“我的朋友”、 “我所了解的日本”

等进行了演讲。学生们竭尽全力用自己所掌握的日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场面令人动容，每个演讲

结束后会场内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外，当天中午还举行了学生与来宾、评审委员的交流午餐会。虽然有些学生是第一次和日

本人对话，但他们仍然鼓起勇气用日语和对方交流，令人印象深刻。

　　通辽地区是一个日本人非常少的地区，衷心希望通过 JICA 志愿者的努力，能够使该地区的

日语教育不断发展，进而推动中日间的交流。

（池田敬）

新闻

上）正在演讲的武汉市财贸学校李致远
中 1）李致远、李好、学校工作人员、JICA
志愿者
中 2）参加演讲大赛的学生和大日方队员 
下）科尔沁区第三中学的相关人员和来宾、
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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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立 20 周年纪念仪式举行 
～回顾横跨五个阶段的技术合作成果,思考今后中日合作的深化～

　　为了纪念 198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0 周年 , 时任中日两国的总理之间达成合作建设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意向。在该意向的基础上 , 利用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和中国政府的资金

完成了建筑物和设备的建设完善工作 , 并于 1996 年在北京市内投入使用。1992 年以来，日本

通过实施技术合作项目的形式，共计派遣了 42 名长期专家和短期专家，接收了 285 名中方专

家赴日进修。此外，日本还向中心转让了环境监测和分析技术，培养了承担中心工作的人才，并

开展了中日联合调查研究和提高培训能力等，为环境政策的立案和中心的能力建设贡献力量。

　　2016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环境保护部、日本环境省的大力支持下，由该中心与 JICA 共同

主办的中心成立 20 周年纪念仪式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办。为了回顾和纪念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中心的成立与发展历程，进一步促进中日环境合作，纪念活动以上午举行开幕式，下午举办“合

作创新推进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形式进行，包括 16 名前 JICA 专家在内，共有约 300 人参

加了当天盛大的纪念活动。

　　中方环境保护部陈吉宁部长、外交部杨宇亚洲司参赞、中心任勇主任，日方丸川珠代环境大臣、

滨地雅一外务大臣政务官、竹下亘议员、北九州市北桥健治市长、横井裕日本驻华大使、JICA

柳泽香枝理事等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陈部长表示，“环境保护是中日合作的重点领域，特

别是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建设以及利用该设施实施的项目，已经成为环境领域双边合作的成

功典范”。丸川大臣则回应表示，“环境合作是象征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支柱”。

　　柳泽理事在主旨发言中回顾了 JICA 对华环境合作的历史，以及先后横跨五个阶段与中心开

展合作的历史。还介绍了一些曾经的小插曲，比如中心的年轻工作人员和日方专家一起去外地出

差时，经常会有很多地方政府或企业向他们咨询自己面临的问题，开始的时候都是日方专家为他

们解答，但后来渐渐地中心的年轻工作人员自己也能给他们解答了。此外还介绍了利用日元贷款

进行的环境设备更新换代和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人才培养，即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的合作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贵阳、重庆、大连三个示范城市实施酸雨防治对策、脱硫副产物的有效利

用等大气污染对策方面的成功案例。同时，大会专门安排了介绍当天出席典礼的前 JICA 专家的

环节，会场上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作为 JICA 方面的期望，理事特别谈到了两点，即

希望继续维持中日双方建立起来的人才网络，希望中心成为中日环境领域所有相关人员交流合作

的基地。

　　下午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分为 5 个分会场，围绕中日双方高度关注的主题（环境治理体系改革

与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创新、环境大数据建设与环境监管创新、环境监测

与环境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邀请专家举办讲座并进行交流。日方主要由曾经参与项目工作的

前日方专家发表致辞和进行讲座，介绍了日本公害方面的经验教训历史和日本企业开展的最新的

环境对策活动等。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已于 2016 年 4 月启动了相当于第五阶段的合作“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项目”。为了加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综合应对能力，项目将开展有关促进政策制度和法律制

度的完善、促进必要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合作、提高公民的意识和能力建设与交流等活动。现在

已经有两名长期专家常驻该中心，今后计划派遣大气和水环境污染对策、电子废弃物处理、环境

教育、环境信息公开等众多领域的短期专家。今后我们将通过 JICA 网页、中国事务所微博和新

闻等介绍项目的活动情况。

（前岛幸司）

新闻

1）20 周年纪念仪式现场
2）当天共有 300 多名有关人士出席
3）丸川环境大臣、环境保护部陈部长等合影留念 
4）出席仪式的前 JICA 专家
5）下午的分会场（环境治理体系）
6）下午的分会场（绿色供应链） 
7）下午的分会场（环境监测）

主要报道；
西日本新闻；http://www.nishinippon.co.jp/nnp/world/article/250463
日本经济新闻；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F07H0K_X00C16A6EE8000/
中国环境保护部；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606/t20160607_354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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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 
～通过赴日研修，学习日本的农村污水处理相关政策和技术等～

　　中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有了很大提升，但农村地区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负荷业已超过城市，

污水的无组织排放正在导致农村环境的恶化，威胁着农村居民的健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

政府将农村环境建设作为重点课题之一。JICA 实施的“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

构建项目”就是支持中国确立农村地区的污水处理政策、处理技术及运营管理体制等的示范模式，

为“十三五”规划 * 期间的工作提供参考。

　　2016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4 日，项目举办了赴日进修，从事中国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政策、

法律编制工作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单位的对口人员以及实际从事污水处理工作的地方政府工作

人员和技术人员等共计 16 人参加了在 JICA 九州中心举办的培训。他们希望通过培训，进一步

掌握日本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相关政策、法律、建设方法、技术标准体系以及处理技术等方面的

知识，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以应用。

　　研修的前半程主要是在教室授课和意见交流，内容包括日本农村污水处理事业相关的政策、

法律、标准体系以及项目计划的制定过程及手法、处理技术手册的内容、具体的管网技术等。培

训中安排了很多与讲师交流的机会，使中方人员对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例

如有人指出：“中国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费很容易受预算左右，虽然施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但要想最大限度发挥设施的性能，今后应该向日本学习，致力于培养维护管理的人才和确保预

算。”。

　　研修的后半程安排了视察和现场授课，在前期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现场实际情

况的理解。学员们访问了污水处理领域走在日本前列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和大分县佐伯市，参观了

下水道设施、村落排水设施和净化槽设施，还参观了福冈县远贺及中间地区广域行政事务组合管

辖的粪尿处理设施。能亲临现场参观学习日本开展的活动，对研修学员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此外，与各个处理设施的维护管理人员交流意见，也为中日两国的同行们提供了相互交流、取长

补短的机会。

　　研修的最后一天，讲师和学员们就“农村污水处理政策和制度”、“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体系”、

“污水处理体系在中国的应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修学员们提出了诸如“建设污水处

理设施时应该借鉴日本的补贴制度”、“日本污水处理设施的维护管理是由获得资质的民间企业

承担。中国也应该参考这一做法”等很多想法。希望本次研修能成为推动中国农村污水处理事业

发展的动力。

　　* 每五年制定的中期重点项目和经济运营方式的国家规划。

（吉田进一郎）

新闻

上）在 JICA 九州中心上课
下）视察村落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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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启动 
～在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中国应用日本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急速发展，截止到 2015 年末，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 2.2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5.5％。换言之，中国成为全世界拥有最多老年人口的国家，而且据预测，

中国的老年人口到 2020 年将达到 2.43 亿人，2025 年将超过 3 亿人。应对这样日趋严峻的老

龄化问题，根据老年人的养老护理服务需求，发展养老护理服务产业，是中国政府构建“小康社

会”的紧迫任务之一。

　　为了向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支持，新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于

2016 年 5 月正式启动。日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全世界最快的老龄化

进程中，推动了护理保险制度等法律和制度的构建，老年人护理、居家和社区护理体系的确立完

善、专业人才的培养等工作。项目将分享这些经验，致力于在中日之间养老护理服务政策相关领

域，建立包括行政和民间双方在内的多层次网络。同时还将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致力于中国养老

护理服务相关政策的立案与实施以及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016 年 6 月 28 日，在项目实施单位之一 --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举办了项目启动仪式。

中方出席启动仪式的来宾包括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康鹏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陈

佳克副司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邹文开院长等，还有来自项目对象地区北京市、陕西省、江

苏省、浙江省各民政部门的代表和项目示范设施的代表也聚集一堂。日方来宾包括日本国驻华大

使馆经济部林祯二公使，JICA 东中亚部加藤俊伸部长、JICA 中国事务所中里太治所长和相关人

员，来宾发表了对项目启动的祝辞，并表达了对今后 4 年合作的期待。当天还举办了项目工作会

议，就项目的实施机制以及本年度的活动计划进行介绍并交换了意见。

　　本项目采取中国与日本分别以 8：2 的比例负担项目实施经费的形式，从构想阶段直至项目

启动，就中日之间如何分担成本等，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各种协调和协商。这种中方负担部

分费用的技术合作项目，在中国也是较新形式的机制，今后中日双方将联手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

课题共同推进项目的开展。在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课题的老龄化对策领域开展这样的技术合作，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项目将致力于在中日的老龄化、护理领域发挥多层次网络的纽带作用。

（中村麻纪）

新闻

上）启动仪式现场 
中）项目办公室揭牌仪式
下）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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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专家染野宪治、多田诚治 
~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

　　我们的办公室所在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是中国环境保护部下属的单位。利用日本的

无偿资金援助建设的建筑物落成于 1996 年，还在施工中的 1992 年，最初的技术合作项目就

已经开始实施，到 2013 年 10 月推进循环经济项目结束为止，先后共有 42 名日本专家在中心

常驻开展工作。

　　2013 年 10 月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日本专家常驻中心，直到今年 4 月本项目启动后

我们两个人赴任。

　　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本中心的各位前辈曾经在各种渠道长期致力于合作工作。即便如此，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存在很多尚未实现彻底改善的课题，2013 年 PM2.5 造成的

污染开始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推动了各种相关的对策，比如 2014 年 4

月，时隔 25 年修订了中国的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开始施行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在迎来环境政策转型期的中国，本项目将在大气污染、环境教育、环境管理以及企业和政府、

研究机构之间的环境技术交流等广泛领域，为改善中国的环境贡献力量。

　　环境问题是非常适合于中日两国携手合作共同解决的极具代表性的领域。我将与曾经长期在

环境省和日本驻华大使馆迎战中国环境问题的染野首席顾问、对口单位中国环境保护部以及中日

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各位同仁携手共进，推动项目取得丰硕的成果。请大家多多关照。

（染野宪治•多田诚治）

长期专家　平野贵宽 
～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

　　2007 年 8 月我收到了来自中国朋友们的信，信中写道：“期待平野先生一家三口回到北京

的日子”。从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期待着能再次回到中国和大家一起工作。那以后，

经历了在伊朗（德黑兰）的 3 年和中国（西安）的 5 年，各种迂回辗转，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2002 年最初到中国时访问的地方是贵州省贵阳市。喝多了贵州的名酒茅台不省人事之后，

一直不善饮酒的我曾经一度觉得再也不想到这个酒劲十足的国家来了。但是，2005 年有机会到

JICA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任职，和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一起工作，探访中国各地，使我被中

国的深奥之处牢牢吸引。

　　这次我将作为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的协调员参与项目工作。项目的目标是在中

日的养老相关领域建立多层次的网络体系。项目不仅要组织中日政府机构专家之间的交流，还将

积极开展中日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中日企业之间的交流。在两年的任期里，我将竭尽全力

为养老领域的中日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平野贵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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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染野宪治首席顾问
下）多田诚治协调员

平野贵宽协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