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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地区的污水处理得到改善、环境负荷得到减轻的同时，农

村地区的污水无序排放状态造成农村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着农村居民

的健康。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将污水处理等农村环境建设作为重

点工作领域之一。 “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

围绕中国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的政策及处理技术、运营管理体制等，正在

编制《农村污水处理政策建议报告》、《农村污水处理适用技术选择及

设计、维护管理手册》、《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合理化运营管理体系

建议报告》，以建立可供十三五规划参考的样板。 

   1月 20日，本项目的对口单位与 JICA共同召开了联合协调委员会

(JCC)，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及今后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讨论。会议特别针

对本年度的工作重点--《农村污水处理适用技术选择及设计、维护管理

手册》的编制进行了讨论，指出手册目前对污泥处理技术重视不够、未

明确计划制定时的集中处理和单独处理的选择手法等问题，提出将在手

册编制中进一步补充对污泥处理技术的介绍，还将提出基于集中处理和

单独处理的费用的比较手法的建议。中方对于本项目编制的手册寄予了

很大的期望，会上对手册的普及推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项目对口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积极表示，“为加强手册的普及推广，将会把手册初

稿发放给全国正在开展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示范的 100个县的相关人

员，征求示范县相关人员的意见”。 

   项目即将于 2017年 9月结束，今后将加快手册编制进度，同时为促

进手册在中国各地的实际应用，加大力度开展普及宣传活动。 

上）中方在联合协调委员会上发言 

下）江苏省常熟市的净化槽 

“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 

联合协调委员会召开 

吉田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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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称“环保中心”）自 2016年 4月起

开始实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该项目将在促进完善政策与

法律制度、普及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提高市民环保意识等方面开展活

动，全面强化中国的环境问题应对能力。目前还处在项目正式开始前

的准备阶段，在先行开展部分活动的同时，制定今后 5年的优先课题

等活动计划。此次将继上期继续介绍相关活动内容。 

 

１．推进水环境管理（12月派遣短期专家、2月赴日研修） 

中国继 2013年 9月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

之后，于 2015年 4月公布了水环境管理政策大纲的《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水十条）。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审议修订《水污染

防治法》的相关事宜。在这种背景下，环保中心在开展水环境管理长

期研究活动的基础上，特别针对重点流域工业园区的水质保护对策等

课题开展研究。 

为研究探讨日本的政策措施，12月在环保中心举办了中日两国约

30名专家参加的研究会，并于 2月派遣 9名中央及地方单位的研究人

员赴日，听取了国土交通省及环境省职员、有识之士对日本国家水质

保护政策、农村地区生活污水与畜牧养殖污水治理等的介绍，视察了

东京都、滋贺县、川崎市、北九州市的水质管理设施和企业以及研究

机构等，并在国立环境研究所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等。 

２．以土壤污染治理为主题的中日环保企业交流（12 月派遣短期专

家、举办交流会） 

环保中心不仅通过研究活动和政策立项等推动中国环境治理工作

的开展，还是推进中日环境合作的平台机构。 

为了在中日两国的企业间构筑环境技术交流平台，本项目通过开

展各类活动，为中日两国环保企业提供交流机会及相关信息。12 月 5

日，本项目在环保中心举办了以中国正在探讨法制化建设的土壤污染

治理为题的交流会（在法制化建设前期，继上述大气十条、水十条之

后，2016 年 6 月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参加交

流会的有从事土壤污染治理商业活动的企业、大学及研究单位、政府

环保部门等官产学研有识之士约 80 人，会上介绍了相关活动和研究成

果，开展了意见交流。 

上）土壤环境治理政策技术交流会 

中）就家庭环保诊断活动进行交流 

下）水环境管理赴日研修时的现场视察 

应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综合措施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 进度报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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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继续通过举办交流会等形式为环保企业的交流提供平台，同

时通过网站建设等，提供实用性环保技术的相关信息以及中日环保法律

制度等政策信息。 

３．提高环保意识、推进家庭部门的环保对策（8月、11月派遣短期

专家、2月赴日研修） 

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推动节能和公共交通的利用等日常生活中的

环保对策，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中国重视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工作，致力于在自然环境丰富的地区建设体验学习的自然学校以及环境

学习设施的普及和推广。对此，JICA也通过建设环境问题学习的展示设

施等，为环境教育领域的活动提供支持。 

本项目邀请了日本专家，为中国的自然学习和环境学习设施普及介

绍日本的经验，同时为中方实施机构的能力建设推动中日有识之士之间

的交流，研究环境意识的调查手法，探讨实施家庭温室效应气体减排活

动等。 

2016年 7月，迎来了来自日本的调查团，中日相关人员之间举办了

交流活动，随后在 8月和 11月分别邀请大学等的有识之士就环境意识调

查手法和日本正在开展的家庭环保诊断活动介绍了相关情况，共同对其

在中国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2017年 2月，9名环境教育负责人员

访问日本，与环境省及地方自治体职员、大学的研究人员等就环境教育

相关的政策、研究及企业活动等开展了交流，走访了东京都、京都市、

北九州市、水俣市等的环境展示设施和自然学校等，视察了日本的家庭

环保诊断活动现场，与有关人士交流了对自然学校和环境意识调查的想

法和意见。 

 染野宪治（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 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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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滋贺县通过琵琶湖的保护工作获得了丰富的污水处理经

验。该县与湖南省签订了友好协定，双方于 2013年至 2016年实施了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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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城市地区开展了提高污水处理厂管理技术及推

动居民环境教育的活动。但是与城市相比，湖南省农村地区的生活污

水处理率比较低，不仅造成水质污染，也影响到土壤和地下水乃至农

作物的安全。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因此这也是与日

本息息相关的问题。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改善项目”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本项目旨在继续发挥一期项目以城市为实

施地区取得的成果，并促进其在农村地区的进一步普及。同时，项目

还计划开展工作对负责生活污水处理及农村面源污染1治理等的相关行

政单位进行能力建设、提高居民环境意识等。 

   项目启动研讨会于 1月 1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日方参加单

位为项目实施单位-滋贺县及公益财团法人淡海环境保全财团，中方参

加单位有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环境保护厅、外事侨务办公室、湖南师

范大学以及当地的环保 NPO 法人等多个相关机构。中方在报告中指

出，湖南省农村地区面临的问题包括严重的废弃物及废水污染、污染

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环境教育的内容与

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协调等问题，对以农村环境改善为目标的本项

目寄予极大的期望。 

   启动研讨会之后，中日相关人员开展了现场调查，以掌握项目地

区农村污水处理的情况。通过调查，发现存在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手册

的缺失、地区内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统一的构造标准、居民对于污水

处理的知识和理解不足等问题。今后，项目将通过邀请中方相关人员

赴日培训以及派遣日方专家来华指导的形式，为解决这些课题做出努

力。 

 

上）启动研讨会上中方就项目进行介绍 

下）在农村调查污水处理状况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湖南省洞庭湖流域 

农村水环境改善项目”启动 

吉田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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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的略称，其

代表性物质有涂料、印刷油墨、粘合剂、洗净剂、汽油、稀料等中含有的

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等，是通过大气中的光化学反应引起大气中

PM2.5及光化学氧化剂污染的原因物质之一。在日本，自 2000年全面开始

防治工作，通过行业团体和各企业的努力削减，2013年的 VOC排放量相比

2002年成功削减了 62％，提前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年 9月）、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5年 8月修订）等国家的主要政策法规都有加强 VOC对策的内容，

VOC治理是改善大气污染的重要课题这一点已成为共识。然而，中国的 VOC

对策还刚刚起步，很多地区还几乎没有开展任何针对单个企业或工厂的措

施。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友好省县的辽宁省和富山县自 2015年 2月起开始

了有关 VOC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双方合作在辽宁省开展 VOC摸底调

查，研讨今后的 VOC对策及普及宣传等。具体活动举例如下：在沈阳市内

的住宅区、工业区、主干道路沿线（城市地区）使用称作采样罐的仪器采

集大气样本，用分析仪器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掌握大气中 VOC污染的实际

状况。通过富山县派专家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辽宁省的技术人员赴日研

修等，实现了当初设定的“掌握大气中 VOC的实际状况所需的监测能力的

提高”这一目标。虽然中国还未制定有关大气中 VOC测量技术的国家标准

以及 VOC的环境标准，但是我们希望像本项目这样地方政府的尝试,可以为

国家层面或其他省研究政策、法律法规制定以及标准的设定等带来有益的

效果和影响。 

  本项目将在 2017年 3月结束，1月 19日召开了总结报告会，对这两

年来的活动内容和成果进行了确认，同时中日双方对于今后成果的扩大和

普及所面临的问题也达成了一致，并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总结报

告会规模盛大，参加人数超过了 100人，除辽宁省和富山县的有关人员

外，还有辽宁省内 14个市的环保局及石化行业的相关人员。富山县介绍了

VOC对策措施及监测体制，辽宁省则总结汇报了本项目的成果，介绍了监

测技术的研究情况，对策的实施情况及今后面临的问题等。此次会议是一

个良好的机会，使双方再次认识到辽宁省和富山县多年的友好关系和牢固

的信赖关系是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并且双方也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

向。期待今后中方能够利用在本项目中得到加强的监测技术能力掌握污染

的实际状况，推动工厂等具体的 VOC削减对策，加快大气污染治理的步

伐。 

 

上/中 1）总结报告会会场（1月 19 日） 

中 2）大气中 VOC采样设备（采样罐）          

下）大气中 VOC监测点（主干道沿线）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与辽宁省合作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对策研究”总结报告会的召开 

～地方城市开展的大气污染对策措施～ 

前岛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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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截至 2015 年末，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 2.22亿，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今后老龄化率

会进一步上升，应对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紧要课

题。在此背景下，2016 年 5 月，中日技术合作“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

产业合作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将在 4年时间里，通过日方向中国派遣

专家以及中方的赴日培训等形式，为中国的照护人才培养及照护福祉服

务相关制度的建设提供支持。 

   在项目开始半年后的 2016年 12月，分两批实施了以“老年福祉政

策和行政服务”及“老年福祉政策和照护人才培养”为主题的赴日培

训，来自中国民政部、北京社会职业管理学院等担任中国老龄化对策制

定工作的行政官员及担当照护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负责人合计 11人访问

了日本。 

   老年福祉政策和行政服务组 5名成员于 12月 5日至 9日访问了厚生

劳动省、神户市政府、东京大学老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日医学馆的照

护中心及照护教室，重点学习了日本老龄化对策相关的法律制度（照护

保险制度等）制定的过程及国家层面、地方层面的政策和措施等。 

   老年福祉政策和照护人才培养组 6名成员于 12月 12日至 16日访问

了厚生劳动省、东京大学老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柏地域医疗联合中

心、日本社会事业大学、日医学馆的照护中心及照护教室，重点学习了

日本的照护服务管理及照护技术。 

   短短五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讲座

及交流活动，还到现场参观和体验，进行了照护服务设施管理运营和照

护人才培养的模拟培训等。培训后大家在调查问卷上留下了很多意见和

感想，例如：“学到了日本的照护保险制度、照护人才培养支持政策，

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参考。今后会推动相关部门在中国也建立照护保险制

度”；“参观了老年住宅、集体住家，房子里没有任何异味，让人非常

佩服。给日本干净的养老院管理体制点赞”；“我们在相当于中国的社

区的柏市丰四季台团地，参观了该社区进行老年社区改造的情况，了解

了社区综合养老项目的具体内容，对于今后中国建立社区照护试点示范

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等。由此看来，这次培训对各位进修生来讲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经验。 

   项目今后会继续从政策制度与实务两方面给予支持，为中国解决老

龄化问题助一臂之力。 上）东京大学老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的讲

座 

中 2）参观社区综合养老照护设施 

中 3）老人接送车乘坐体验 

中 4）在照护教室进行模拟培训 

中 5）参观老年照护设施 

下）厚生劳动省的讲座 

 

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 

～通过赴日培训学习日本的老年福祉政策、行政服务、

照护人才培养～ 

丁莉／中村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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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因其广大的国土及多种多样的气候和地形、庞大的人口而受到各种

感染性疾病的威胁。除 2009年到 2010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确认死

亡人数达到 120,498人外，近年不断有人感染禽流感（H7N9）等感染性疾病

病例的报告。同时中国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定的 22个结核病高发和

流行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感染和扩大成为重大

问题。为准确掌握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动向，中国政府正在加强监测，然而要

提高监测质量首先必须在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早期发现、诊断和报告。同时为

防止感染的扩大，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正确的预防和治疗也至关重要。而为实

现这一点，则需要医务人员采取预防医院内感染的对策（包括耐药病原体对

策）。然而，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医疗水平还不

高，在感染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JICA曾通过以中日友好医院为对口单位实施的“卫生技术项目(2010～

2015年)”，面向中西部地区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开展了提高医院内感染

对策能力等活动。2016年 11月，在医院内感染对策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展，启动了“流感大流行等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旨在进一步

提高包括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 1的早期发现、诊断、治疗，耐多药菌对策在

内的综合性感染性疾病对策能力。 

   2016年 12月 19日在北京召开了该项目的启动会。中日友好医院和各地

试点医院（11所）的医务人员齐聚一堂，中日友好医院王辰院长、科学技术

部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秦洪明处长、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的门胁仁一参

赞、JICA中国事务所中里太治所长致辞祝贺项目正式启动。启动会后举办了

研讨会，中日专家就感染性疾病发表了演讲。之后，2017年 2月 22日至 3

月 2日，中日友好医院及地方试点医院的相关人员访问了日本，考察了东京

及地方的医院、大学、研究所等，学习了日本的感染性疾病对策（医院内感

染对策、耐药菌对策、监测等）。 

  感染性疾病已经国际化、无国界化，问题不会停留在中国国内。中日两国

的人员交流无论其规模还是速度都在不断增加，感染性疾病对策已成为两国

共同的课题。今后，本项目也将通过有计划地开展中国国内现场培训及赴日

培训，形成中日间在感染性疾病对策方面的多重网络，为强化感染性疾病对

策做出贡献。 

上）启动会会场 

中 1）王辰院长在启动会上致辞 

中 2）启动仪式上合影留念 

下）2016 年 9月实施的现场调查（陕西省

神木县医院） 

流感大流行等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启动 

～为加强中西部地区的感染性疾病应对能力做贡献～ 

中村麻纪 

 

1 新发感染性疾病是指新近才被认识的、在局部地区或国际上成为公共卫生问题的感染性疾病。例如，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再发感染性疾病是指发病曾在一段时间减少后又重新受到关注的感染性疾病。例如，结核病、登

革热等。（资料：厚生劳动省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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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第三高中开展志愿活动的 JICA青年海外

协力队员大日方春菜，带领她的学生们参加了“第三届初高中生日语

配音大赛”。其中两个组（共 8人）顺利通过预赛，获得了参加 2016

年 11月 26日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决赛资格。 

在预赛中获胜的来自全国的 30个小组齐聚北京参加了决赛。在大

批观众的注视下，各小组分别从三部动画片即“铁臂阿童木”、“森

林大帝”、“三眼神童”中自选一个场景进行 3分钟的现场配音表

演，评审员对其日语发音、表现力以及与场景的协调感进行评分。大

日方队员的学生们为了这一天的演出已经苦练多日，他们在现场将自

己反复练习的成果发挥得淋漓尽致，表演效果极佳，两组均喜获三等

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虽然赛后有些学生因没能实现拿冠军的目标

流下了眼泪，但最后还是露出了笑脸，纷纷表示“很高兴，希望以后

有机会再次挑战”。 

   大日方队员的学生们的佳绩还不只如此。他们还有 6个组（共约

350名）参加了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主办的“2016艾琳学日语”的主题歌合唱&歌词比赛。比赛战果颇丰，

1个组成功拿到合唱表演部门的金奖（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所长奖），还

有一个组获得银奖，另外通辽市科尔沁第三高中还荣获团体奖。 

   各个组的温馨的合唱视频可以在网上观看，欢迎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jpfbj.cn/erin/news_2016120601.php 

 

   大日方队员赴任后，通辽市科尔沁第三高中的日语教学再次受到

关注，选修日语的学生数量也由以前的 80人猛增到现在的 5倍，达到

400人。衷心祝愿今后在大日方队员及学校相关人士的推动下，通辽市

的日语教学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中日交流的范围也能不断扩大。 

上・中 1）现场表演 

中 2）颁奖仪式 

下）大日方队员的学生们赛后清爽的表

情 

 

JICA 志愿者的学生们 

在日语配音大会和合唱比赛中大显身手！！ 

池田 敬 

 

http://www.jpfbj.cn/erin/news_20161206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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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16 日，青年海外协力队的大泷夕队员正在开展日语

教学志愿活动的湖北省黄冈市外语学校举办了第一届中日文化交流

会。 

 “希望能让学生们感受到不同文化交流的乐趣！”，此次交流会是大

泷队员和日语专业的老师们满怀热情企划并举办的日本文化推介活

动，除了在该校学习日语的约 220 名初高中生外，来自武汉市财贸学

校的 6 名学生也参加了交流会。另外，为支持和帮助交流会顺利举

行，被派到中国的其他 6 名 JICA 志愿者悉数前来助阵。此外，日本驻

华使馆、科学技术部、人民教育出版社、JICA 中国事务所、黄冈市的

教育局、科技局、外事侨务局、武汉市财贸学校、沈阳市朝鲜族第二

中学等有关人员也作为嘉宾出席了交流会。 

   交流会安排了绘画比赛、建议和服试穿体验、动画片配音大会、

日本料理（咖喱饭、猪肉酱汤、巧克力香蕉、御好烧、章鱼烧）介

绍、折纸、插花、剑球游戏体验、文化竞猜大会、歌唱比赛、COSPLAY

大赛、炭坑节小调演唱、京剧花木兰介绍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学生们

玩得很开心，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交流会的高潮则是当黄冈市外语学校的日语老师们倾情演绎歌曲

“世界上唯一的花”的瞬间。想必学生们早已看到老师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从三个月前开始就为交流会进行准备的身影，此时会场沸腾一

片，掌声喝彩声不断。 

   参加交流会的学生都纷纷表示，“玩得非常高兴！希望下次还能

举办！”，“一天太短了，希望以后活动时间能更长一点”，还有学

生打听“下一届交流会什么时候办？”等等。在场嘉宾也对交流会给

予了高度的赞赏，认为这是“促进中日交流和相互理解非常有意义的

活动”，还表示“从未见过学生们这么投入”，“再次认识到不能仅

在课堂上学习，在娱乐中学习的方法也确实有好处”。 

   能够成功举办这次交流会，其动力来源于以大泷队员为核心的日

语老师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行动力，同时也得益于

对于日语老师们的热情工作给予全方位支持的黄冈市外语学校的理事

长、校长、副校长和学校各位相关人员的大力协助。 

   黄冈市外语学校正在考虑今后参加全国初高中生日语演讲大赛及

作文比赛、配音大赛等，我们会时刻关注该校日语老师们的活动情

况！ 

 

上）交流会的高潮：日语老师们的热唱           

中１）日本料理介绍 

中２）歌唱比赛 

下）日式浴衣试穿体验 

JICA 志愿者 湖北省黄冈市外语学校举办 

中日文化交流会！ 

池田 敬 

 

https://bitex-cn.com/?m=Dic&a=search&searchtype=bushou&hanziname=%E4%BE%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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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4日，在青年海外协力队大泷夕队员(2015年度第一批

派遣)作为日语教师开展志愿活动的黄冈市外国语学校，成功举办了“高

中生日语演讲比赛”。 

    除了黄冈市外国语学校的 22名学生，吉田考队员（2016年度第二

批派遣，日语教育专业）派驻的武汉市财贸学校，也有 7名学生参加了

此次演讲比赛。此外，驻华日本大使馆、JICA中国事务所、湖北省对外

科技交流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深圳大学和黄冈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

作为来宾和评审委员出席了此次活动，为大赛增色添彩。 

   其实两个学校联合举办演讲比赛，是继 2015年 12月以来的第二

次。举办第一届演讲比赛时，两个学校的获奖学生在全国高中生日语演

讲大赛的地区预选赛中勇创佳绩，两名学生双双顺利胜出，并得以参加

在北京举办的决赛。从那时开始，两校学习日语的学生们变成了好朋友

兼竞争对手，经常相互鼓励切磋技艺。在本次大会上，两校的学生都很

关注对方的情况，这也有力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促进了双方能力的

不断提高。 

   演讲比赛中，学生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按照规定的主题进行演

讲。除了“我的梦想”、“我的一天”、“新年（春节）”、“我特别

喜欢的（东西）”等，还有学生选择了今年全国演讲大赛地区分会的主

题 “留学归来”、“筷子的魅力”等等，参赛者的表现丰富多彩各具特

色。五名评审委员分别就演讲内容、结构和表现力、发音、声调，以及

在问答环节中的回答进行评价打分。但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高难分伯

仲，评分时颇令他们为难。 

   赛后从紧张情绪和压力中解放出来的学生们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他

们纷纷表示，“虽然准备得很辛苦，但这些天过得特别充实”、“虽然

很遗憾输了，不过明年还会继续参加挑战”、“我一定要去日本留学，

所以以后还会更努力学好日语”。同时，在比赛中取得好名次，将参加

今年 4月举办的全国演讲大赛地区预选赛的学生也十分激动，他们说：

“我感到非常自豪，今天的成绩告诉我，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回

报”，“我肩负着大家的期待，一定要打进决赛。” 

    JICA志愿者的努力，不仅使两校联合演讲比赛这一创新形式的活动

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比赛向我们展示了学生们茁壮成长的身姿。我们

期待今后比赛活动持续开展，并作为两校的传统不断传承。 

上・中 1）演讲比赛现场的情景 

中 2）颁奖仪式 

下）参加比赛的两校学生 

黄冈市外国语学校和武汉市财贸学校 

第二届联合日语演讲比赛成功举办 

池田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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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位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由于严冬季节大多使用小型燃煤锅炉，这些污染源将大

量的二氧化硫（SO2）和煤尘等排放到大气中，加之位于黄河两岸山峦环

绕的山谷等特殊地理条件，污染物不易向外扩散，2005年，兰州市成为

中国政府指定的 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20位的城

市。 

面对这种情况，兰州市自 2006年开始利用 JICA的日元贷款（承诺

金额 74亿日元）拆除小型燃煤锅炉，取而代之的是环境友好型集中供暖

设施建设。从事日元贷款项目的该市建设局及热力总公司的负责人员还

参加了赴日研修，接受了集中供暖设施运营管理等相关课程的培训。 

12月 12日～14日，JICA中国事务所职员前往兰州市，与相关单位

就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协商并视察了项目现场。兰州市的煤尘及 SO2的年减

排量分别达到 5,047t和 9,114t，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SO2的日均值达

到了中国政府设定的“良好水平”。2015年 12月在巴黎举办的第 21次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21）上，兰州市政府荣获中国低碳联

盟授予的“今日变革进步奖”。据兰州市介绍，本项目为这些成绩的取

得做出了巨大贡献。“今日变革进步奖”的获奖情况请参照以下新闻网

站的报道（中文）。 

 

每日甘肃网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5/12/14/015803134.shtm

l  

中国甘肃网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5/12/13/011204216.shtml 

 

确认本项目效果的事后评估将在 1～2年后实施，届时将公布评估报

告。 

 

上）过去使用的小型锅炉（现已停用） 

中）本项目建设的供暖泵站 

下）本项目建设的供暖管道 

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 

～建设环境友好型集中供暖设施，改善大气环境， 

荣获“变革进步奖”～ 

川村怜子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5/12/14/015803134.s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5/12/14/015803134.shtml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5/12/13/0112042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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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位于以少数民族众多和四季如春而

闻名的昆明市南部，面积 297.9㎢（琵琶湖的一半左右），属于中国

最长河流的长江水系。过去曾因其风光明媚的湖景被誉为“高原明珠
2”。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昆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发展致使滇池的湖水遭受污染，发生了大范围蓝藻现象。曾经的“高

原明珠”以中国环境污染代名词的“三河三湖 3”而闻名全国。 

为了改善滇池的污染状况，昆明市政府从 2006年开始利用 JICA

的日元贷款（承诺金额共计 231亿日元）新建、改建了 7座污水处理

厂，新建了 9座污水雨水泵站，铺设了 336km污水管网。此外，日元

贷款项目还派遣昆明市的污水处理厂相关人员赴北九州市和滋贺县等

参加培训，学习掌握日本的环境公害治理经验和技能。项目的实施大

幅度改善了城区的污水收集系统，提高了昆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城

区流入滇池的污染物成功削减了约 70％。 

进入 2017年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纷纷对滇池在 31年后摆脱

无法用于农业灌溉水质（劣 V类 4）的“高原明珠”复苏记进行了报

道。 

 

新华社 

http://www.huaxia.com/qcyn/ynyw/ynsx/2017/02/5181346.html 

 

此外，此次调查发现，中国最大旅游公司之一的 Ctrip（携程）

把滇池排在昆明市旅游景点排行榜的第 2名。JICA开展项目能为取得

这些成绩做出贡献，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Ctrip网站 

http://top.ctrip.com/baike/kunming29/sight.html 

上）以前的滇池：湖面覆盖着大量的绿色

蓝藻 
中）现在的滇池：水质改善后吸引了大量

的野鸟（负责事后评估的早濑老师提供） 
下）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第七污水处理厂 

云南省昆明市水环境改善项目让 

“高原明珠”神采重现 

张阳 

 

2 明珠是指透明且没有瑕疵的玉。 
3  指滇池、太湖、巢湖的三大污染湖泊。 
4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将中国的河流及湖泊等的水质分为 I～V 类。I 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汤等；Ⅲ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

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http://www.huaxia.com/qcyn/ynyw/ynsx/2017/02/5181346.html
http://top.ctrip.com/baike/kunming29/sig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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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口行”）成立于 1994年，是直属

中国国务院的领导的国家金融机构，负责支持促进中国企业的进出口

及海外投资等金融业务并在中国政府开展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向对象国

政府等提供低息、偿还期限长的优惠贷款等业务。一直以来，JICA与

口行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每年一次的定期交流会议，最近在 2016年

12月 7日于北京召开了第 7次定期交流会议。 

   会议上，口行谈到基础建设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催化剂的重要性

同时也介绍了口行采用多种资金工具以适应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JICA介绍了主权风险评估体制及金融风险管理等问题。另外，双

方还就近期开展的绿色金融等进行了交流并互相介绍了具体的事例和

经验。尽管时间很短只有半天，但是双方的讨论硕果颇丰。 

   最后，双方一致认为，为弥补基础建设资金的缺口，开发援助机

构之间携手合作十分重要，并表示今后继续开展密切的信息交流。 

 
上）会场情况                                     

下）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举行第 7 次定期协商会议 

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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