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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日环境保护高层圆桌会议的会场 

中) 当天的出席者超过 300人 

下）环保部黄副部长、环境省关顾问等

的合影 

“中日环境保护高层圆桌会议”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  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纪念活动～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是利用日本政府无偿援助资金和中国政府资

金合作建设的项目，于 1996 年在北京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去年迎来了

20 周年（2016 年 6 月举行了 20 周年庆典）。该中心与 JICA 自 1992

年以来长期开展技术合作项目，现在正在实施相当于第五阶段的“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一个环节，举行了中日邦交

正常化 45周年纪念活动。 

  2017 年 6 月 14 日，在中国环保部和日本环境省的支持下，JICA 与

该中心联合举行了“中日环境保护高层圆桌会议”。上午，围绕“日

本绿色转型经验交流”、“环境管理创新～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

这两大主题，举行了主旨演讲与讨论会；下午分三个主题，以分会的

形式展开。这是一次约 300人参加的盛会。 

  在开幕式上，中国环保部黄润秋副部长讲到，现在致力的重点是大

气、水、土壤这三大领域的课题，并介绍了强化地方政府监管体制的

现状，同时表明了今后开展中日合作时，要立足于长远制定计划，扩

大合作范围，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意向，对该中心发挥平台作用寄予厚

望。对此，日本环境省关庄一郎顾问回应，“中心已经迈入了新的阶

段，期待它能够为解决中国的环境课题作出贡献。需要继续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课题，为实现 SDGs而努力”。 

  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视“绿色转型”，即包括企业和公民在内整个社

会共同致力于兼顾环保的发展。在主题一“日本绿色转型经验交流”

上，基于去年在 JICA 的支持下实施的赴日调查等的成果，进行了绿色

转型研究结果汇报，并在有识之士的参与下开展了讨论。在主旨演讲

中，介绍了日本的①法律法规的作用、②民主协商与综合行政体制体

系、③市场机制的有效利用、④地方自治体发挥出的作用、⑤包括企

业、媒体、NGO、公民在内的社会治理对当今的中国很有借鉴价值等内

容。期待中国发挥“后发优势”，使绿色转型举措得到顺利推进。在

主题二“环境管理创新～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上，有识之士和企

业代表围绕在全社会都需要为绿色转型、即绿色发展而努力的背景

下，公民=消费者的举措（绿色消费）、企业=生产者的举措（绿色供

应链）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何通过政策等有效调动公民和企业为之

努力的积极性这一论点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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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分了三个分会，就相关人员高度关注的主题（环境知识普及、

环境技术评估与成果转化（实用化）、可持续性农村环境保护），听取

了专家演讲，交流了意见。会上介绍了中日双方的最新举措与经验，

为项目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拓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2016年 4月启动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于 2017年 5月 26

日举行了第二届联合协调委员会。会上回顾了上一年的合作成果，双

方确认了下一年的具体合作内容。该项目的目的在于全面强化中国的

环境问题应对能力，为此，将推动政策、法制和环境污染防治技术、

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公民和政府部门的意识，培养能

力。计划在致力于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课题的同时，还将在绿色

供应链和环境技术市场化等方面采取举措。双方同意，项目活动的目

标是让中日合作成果以有形之物呈现在大家面前，比如，反映到中国

的政策制定之中、或者发行教材或发布通知等。今后的活动情况也会

通过 JICA网页、中国事务所微博、简讯等继续介绍。 

 

●主要报道（当地媒体） 

・环保部：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706/t20170614_416018.htm

#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环保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http://www.china-

epc.cn/zxgz/zxxw/201706/t20170615_416110.shtml  

・CHINA DAILY（英文）：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China-Japan-

Relations/2017-06/14/content_29743772.htm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http://china.cnr.cn/gdgg/20170614/t20170614_523801474.shtml#1

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china.cnr.cn/gdgg/20170614/t20170614_523801475.shtml?f

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1）下午的分会（环境知识普及） 

2）下午的分会（环境技术评估） 

3）下午的分会（农村环境保护） 

4) 第 2 届联合协调委员会 

前岛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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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村的生活污水对环境造成

的负荷已经超过城市，污水的无序排放致使农村环境恶化，威胁着农村

居民的健康。为此，中国政府将农村环境治理定为重点领域之一。为了

协助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政策的制定、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与运营管理体制

的建立，JICA技术合作项目“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

建项目”于 2014年 9月启动，计划实施至 2017年 9月。在 9月份项目

即将结束之际，为梳理项目的完成情况，中日双方于 4月进行了终期评

估，以便为今后的活动开展提供必要的建议。 

终期评估过程中，中日联合评估团向对口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及参加过赴日培训的人员发放了问卷、

进行了访谈。问卷和访谈的结果表明，该项目与中国的重要政策、目标

及需求相吻合，主要成果—《农村污水处理政策建议书》、《农村污水处

理适用技术的选择及设计维护管理手册》、《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合理运营

管理体制构建建议书》的编写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中日专家努力在成果

中真实反映近年来急剧变化与发展的中国农村的污水处理实际情况，内

容充实。另外，评估中了解到项目还取得了辐射效应，对口单位有效利

用通过项目实施获得的知识，在中国各地开展的农村污水项目指导和调

研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同时评估团还提出了建议，为了项目效果的扩大

和可持续，今后应当丰富成果普及活动、项目结束后结合农村污水处理

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等。 

项目距结束还有 3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项目将完成建议书和手

册的编写并开展普及活动，让中国各地从事农村污水处理工作的相关人

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到这些成果。 

吉田进一郎 

“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终期评估结束 

上）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评估 

下）江苏省常熟市引进的净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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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市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粮食与出口农产品

的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农业集约化的推进，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

用使土壤、河流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农产品的安

全性与对环境的影响成为课题。黑龙江与日本新泻县是友好省份，基

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黑龙江省绥化市食品安全与环境对策项目”

（2016年 11月～2019年 11月）的目的是引进新潟县在化肥与农药使

用方面的日本先进理念和技术等，让绥化市的农业技术普及人员和农

业指导人员掌握减少化肥与农药使用量的技术和知识、应用于实践。 

日方的 NPO法人新潟县日中友好协会、新潟大学和中方的绥化市北

林区农业技术普及中心、东北农业大学的相关人员参加了 5月 19日举

行的项目启动会议，在会上中日双方确认了项目的活动内容、目标和

今后的计划。中方对口单位表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一

号文件都会提出当年最重要政策课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要控制源

自农业的环境污染、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本项目正是为解决中国的重

点课题而实施的”、“绥化市生产的蔬菜经加工后出口日本，希望项

目取得优异成果，裨益中日双方”，表明了中方对口单位的积极态

度。 

此外，日方专家在对当地土壤进行分析的同时，启动了实证试验：

将绥化市内的一处农场划分为 4部分，把当地使用的化肥和项目引进

的缓释肥（肥料成分长时间缓慢释放进土壤中的长效肥料）按不同比

例混合，分别施用到 4块土地上，测量各个比例的肥料对土壤造成的

环境负荷和产量的影响。4块土地上种植的作物是辣椒、白菜、圆白菜

和胡萝卜，试验结果将在收获时确认。 

今后，项目将通过在新潟县举办培训和日本专家来华等方式，继续

开展实证实验、编制化肥农药合理使用手册、举办推广手册的栽培方

法的技术培训，努力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上）项目启动会议 

下）在绥化市的农场施肥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黑龙江省绥化市食品安全与

环境对策项目”启动会成功举行 

吉田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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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以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以下称为“壹基金”）为对口单位，正在开展“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

项目”（2015.10～2018.10）。该项目的目的是提高校内儿童、教师、学校管理

者、教育部门的防灾减灾意识及灾害应对能力，构建可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的

机制。2017年 4月 17日～18 日，在四川省雅安市和成都市分别举行了短期专家

技术指导会以及项目第 2次联合协调委员会。4月 19日，JICA 作为支援团体出席

了在深圳市举办的壹基金成立 10周年纪念活动。 

在第 2次联合协调委员会上，四川大学、壹基金、JICA 三方根据项目监控表，对

2016年已开展的项目活动以及 2017 年的项目活动计划进行了确认与协商。经过

确认，中方在 2016年积极、自主地开展了大量活动，并且在 JICA专家的技术支

持下，防灾体验馆的建设以及防灾教育活动得以顺利推进。项目已开展至中期，

示范地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推广这些成果的尝试即将展开。今后，将提炼

出各学校的优秀活动事例，带着与其他地区或政府教育部门共享项目成果的意

识，推进活动。中日相关人员怀着共同的愿望，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努力。 

为了在当地持续开展安全教育与防灾减灾教育，雅安市于 2016年 9月设立了“雅

安市生命生态安全教育服务中心”这一社会组织。迄今为止，项目介绍了具有防

灾减灾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性应对能力的教职工队伍“兵库县地震灾害学校支援队

（EARTH）”长期积累的组织运营方法及活动经验，雅安就是以 EARTH 为借鉴，组

建了这一新的组织。本次，出于强化该服务中心能力的目的，日本防灾教育专家

以“学校安全教育”为题，开展了模拟教学。围绕如何预防溺水和交通安全事故

这一课题，通过分组讨论和发表的方式，组织参会人员研究了发生事故的原因及

预防方法。“老师不是单方面地传授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这一日式教

育方式让中国的老师和项目人员深受启发。同时，日本实施的表彰优秀防灾教育

活动事例的制度“防灾甲子园”也在参会人员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期待今后中

日能够联手举办此项活动。 

项目对口单位之一的壹基金今年正值组织成立 10周年。JICA 受邀出席了在深圳

举办的壹基金成立 10周年纪念庆典公益论坛，作为专业技术支援团体（JICA 是

唯一被授予的外国政府机构）获得了纪念奖杯。通过参会，我们进一步了解、认

识了壹基金的发展沿革、与大企业和公益机构合作、在深圳市政府及知名人士的

支持下广泛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在资金能力、传播能力等方面具有的的优势。

壹基金即将于 6月份参加“日中植树造林国际联合事业”框架下的访日交流活

动，以防灾减灾为主题访问东京和神户两地。期待这次访日能够进一步促进中日

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上）学校安全教育培训会          

下）安全教育模拟课堂 

“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项目” 

～召开第 2 次联合协调委员会、实践防灾教育、 

参加壹基金 10 周年纪念活动～ 

前岛幸司/丁莉 

 



 

7 
 

JICA中国事务所新闻 2017年第 1号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为对

口单位正在实施的“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

项目”，通过合作举办赴日培训和中国国内研讨会等方式，分享日本相

关法律制度的立法经验和执法经验，为中国的立法与法律修订提供着业

务支持。在 2016 年度纳入对象范围的三大法律（行政程序法、专利

法、民法典编撰）中，除专利法与民法典编撰因立法日程的变更等原因

需要继续开展合作之外，从上述法律与保障在华日资企业顺利开展业务

密切相关这一角度出发，中日双方决定将本项目的实施期延长 3年。6

月 1日，通过召开联合协调委员会（JCC），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国

际合作部（ICD）、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

JICA的相关人等聚集在一起，与全国人大就 2017 年度的活动计划进行

了协商。 

民法典方面，民法总则于 2017年 3月出台，计划自 10月起实施。根据

所制定的目标，今后将依次编撰物权、债权、合同、婚姻家庭、继承等

各篇，争取于 2020年出台民法典。另外，关于（对在中国寻求专利保

护的日资企业来说影响巨大的）专利法的修订，今后将由全国人大负责

修订工作。JICA 今后将继续通过项目来支持这些法律的立法和修订，

为中日双方提供更多的、促进双方受益的研讨机会。 

JCC的情形 

决定延长“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 

完善项目”期限 

中村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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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是在中国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

下，对培养护理人才和构建护理福祉服务制度提供支持的项目。4月 25日，

作为项目活动的一环，在示范设施之一的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以“中

日老龄化对策与护理人才培养”为题举办了培训会。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

校的教职工与护理专业的学生、同为示范设施的陕西伟芝堂老年公寓的一线

护理人员以及宝鸡市民政局、宝鸡市养老协会、西安福祉用具厂商的代表等

共约 120人参加了培训会。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护理政策和护理技术、护理人才培

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本次有 3名讲师参加了培训会，分别从政府、企

业、学校的角度介绍了日本的老龄化对策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 

  日本大使馆的羽野嘉郎一等秘书介绍了日本政府为确保和培养护理人才所

做的努力，内容包括以护理保险制度为首的日本的相关制度、护理福祉师资

格的考取程序、技能实习制度中新增的护理工种等。 

  来自从事远程教育与教材开发等业务的株式会社 U-CAN的中国现地法人的

吕盈盈女士介绍了 U-CAN面向中国开发的护理人才培养课程和在线护理人才

培养教育的内容。 

  高知县立大学社会福祉系的三好弥生副教授以“日本教育机构的护理人才

培养”为题，对护理福祉师培养课程、授课方式、护理实习等做了详细介绍

之后，强调在日本，“自立支援”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基本理念，引起了

校方人员以及一线护理人员的浓厚兴趣。最后，当听到高知县立大学的中国

留学生在日本努力学习护理福祉学的相关介绍后，大家明白了日本的护理福

祉到底在什么地方打动了中国年轻人的心，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受到了感动。 

  演讲结束后，中日双方热烈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希望今后继续开展护理人

才培养方面的技术合作以及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等多项要求。项目团队会努

力倾听来自现场的声音，不断为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举办“中日老龄化对策与护理人才培养”

培训会 

中日老龄化对策战略技术项目 

～“中日老龄化对策与护理人才培养” 

培训会在陕西省宝鸡市成功举办～ 

丁莉/中村麻纪 

 



 

9 
 

JICA中国事务所新闻 2017年第 1号 

  

中国经济保持高度增长，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在国民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内陆地区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与山区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重要的政策性课题。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要“扩大农民的增收渠道、改善

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快速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社

会保障制度”。一直以来，JICA围绕贫困问题尤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

开展支援活动。2009年，在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的贵州省启动了日元

贷款“贵州省环境治理与人才培养项目”（日元贷款承诺额为 91亿日

元）（约 7亿人民币）。截至 2016年，贵州省政府利用日元贷款资

金，在省内东部和东北部 12个县的农村及地方城市完成了①沼气利用

设施（约 6万处）、废弃物处理设施（2处）以及植树造林（4.6万公

顷）等环境对策、②村组便道（3,500km）、安全饮用水设施（约 90

处）、医疗设施（20处）等卫生对策、③高中学校设施建设（47

所）。这些设施为改善项目对象地区恶劣的环境与卫生状况以及人才

教育作出了贡献。 

4月 25日～28日，为确认本项目的完成情况，JICA中国事务所派遣代

表团，视察了铜仁市石阡县和岑巩县的项目实施地，听取了相关人员

的意见，走访了参与项目的农户。据了解，本项目的实施，为改善农

村的环境和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贵州省在积极实施 JICA和世界银行

等施援方的扶贫项目的同时,国内也在着力实施旨在减少贫困的项目，

但“返贫（=停止支持后又重新陷入贫困）”状况依然成为待解课题。

部分项目区周边农户，在了解到本项目子项目之一的植树造林项目的

参与项目实施农户通过种植和销售茶油得到现金收入情况后积极效

仿。农户的这种自立行为，也取得了抑制返贫的效果。 

1）支持对象农村的情形 

2）建设供水设施后，为各家各户送去安

全饮用水 

3）使用沼气做饭也变得轻松 

4) 通过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地下水被

处理后变清澈 

中国贵州省 通过日元贷款的支持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 

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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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是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迄今为止，为改善和解决

环境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然而，在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2015 年中

国大气污染城市》排名中，依然位列倒数第四（10 月单月为倒数第

三）。这种情况下，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唐山市环保局向 JICA 中国

事务所提出了希望在环境防治方面开展合作的意向。 

2 月 24 日以唐山市的主要产业—钢铁业和制造业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治

理为主题，与北九州市合作，在唐山市举办了面向唐山市环保局相关

人员的“改善大气污染技术交流会”。在技术交流会上，JICA 的主题

为“日本的公害防治与经验”以及“钢铁业 NOx 与 SOx 防治技术”，

北九州市的主题为“VOC污染对策”。 

    JICA 与环保部在 2013 年到 2016 年的 3 年间，实施了与钢铁业和

水泥行业 NOx 对策有关的“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作为该项

目的成果，汇总形成了《NOx 控制技术指南》。此次技术交流会，邀

请了该项目的 2 名专家，就该项目的成果与经验及技术为内容进行了

演讲。同时，还邀请了有关日本公害防治方面的专家，就日本的公害

防治经验进行了演讲。另外，还有 3 家日资企业也介绍了 VOC 污染防

治技术与测定技术。参会人员针对该指南的内容和公害对策以及 VOC

污染防治技术提出了许多问题，专家和日资企业的人员做了详尽解

答。 

JICA 中国事务所与北九州市在环境领域及民间合作领域不断加强合

作，本次的联合举办可谓是成果之一。今后将在地方政府合作与民间

合作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中日环境合作，在为解决中国的课题作

贡献的同时，推进有益于日资企业的活动。 

技术交流会的情形 

河北省唐山市环保局、北九州市、JICA 三方联合举办

“大气环境改善技术交流会”！ 

土岐典广／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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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A中国事务所与山东省环保厅在 JETRO青岛事务所与山东省环境服

务中心的支持下，于 3月 7日在山东省济南市联合举办了“中日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VOC）污染防治与技术交流会”。 

  VOC的代表性物质是涂料、印刷油墨、粘合剂、清洗剂、汽油、香蕉

水等中含有的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等，被认为是通过大气中的光化

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的原因物质之一，中国也将 VOC污染防治列为十

三五规划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次，作为 VOC污染防治的一环，应中国

VOC排放量最大的山东省环保厅的要求，从日本派遣了 4名专家，就

“日本的 VOC政策与防治的概要及各行业（涂装、印刷）的举措”进行

了介绍。另外，拥有 VOC排放控制技术与 VOC回收及循环利用技术的 5

家日资企业也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技术、业绩、优势等。此次大会的共有

包括山东省的省市级政府官员及监控方面官员以及企业相关人员 100多

人参加。参会人员全天认真做笔记，中日双方在交流会上踊跃交流。 

  会议结束后，JICA中国事务所从山东省环保厅得知了相关出席人员的

反馈，比如“各市的政府官员希望更加深入地学习日本的经验和对策技

术。在推行严格的环境污染防治的形势下，日资企业的技术和日本的举

措很值得借鉴”、“中国的企业希望进一步加深中日双方企业之间的相

互理解”等。 

  今后，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今后 JICA中国事务所与山东省环保厅及

中日双方企业四方探讨今后共同实施试点试验。若实证试验实施并取得

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些技术将会被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为改善中国的

环境作出贡献。 

  JICA中国事务所的目标是通过与山东省环保厅的合作，为解决中国的

环境课题作出贡献，同时，构建能够使企业受益的双赢关系。 

技术交流会的情形 

中日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污染对策与技术交流会

在山东省举办！ 

土岐典广/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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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2日，在北京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了中国高中生日

语作文大赛一等奖表彰仪式。该大赛是以普及和活跃日语学习、培养青

少年、促进中日间的交流为目的，由日本儿童教育振兴财团相关的日本

青少年研究所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的活动。 

 今年，大赛迎来了第 21届，来自中国全国各地的多名高中生参加了比

赛。参赛的学生各自按照《我的梦想》、《我和日语》、《我的高中生

活》、《环境问题》等题目写出约 2,000字的作文并投稿。其中，获得

一等奖的 50人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表彰仪式。 

 JICA的志愿者大日方春菜队员（派遣地为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

中学）的学生张曼和何鑫、大泷夕队员（派遣地为黄冈市外国语学校）

的学生方迪，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完成了作文，最终获得了一等奖，为参

加这次盛大的表彰仪式，千里迢迢赶到了北京。 

 在表彰仪式上，获奖学生还用日语做了约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唱日本

歌、跳日本舞、演奏乐器等，学生们充满个性的表演，将会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张曼、何鑫、方迪同学似乎也从来自全国各地的 50名高中生身

上感受到了巨大激励，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能够来到北京真好。通过

这次活动，我们和别的学校正在学习日语的同学们成为了朋友，也获得

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另外，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的张曼同学还荣获了特别奖，即将参

加于今年 9月实施的赴日交流体验活动。不仅是张曼同学，内蒙古的学

生都很少有去日本的机会，据说张曼同学接到获奖通知后喜出望外，留

下了激动的眼泪 

 实际上，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和黄冈市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们在作

文大赛上获得一等奖是继去年参赛之后的第二次。学习日语的高中生们

在与日语学习相关的活动中取得好成绩，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也是很

大的激励。 

 期待以此为契机，两所学校的日语学习气氛变得越来越浓厚。 

1)一等奖获奖者合影 

2) 荣获特别奖的张曼 

3) 面带笑容发言的何鑫 

4) 激情演唱动漫歌曲后的方迪 

JICA 志愿者的学生荣获日语作文大赛一等奖！ 

池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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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7日～18日，在小糸英树队员的工作地沈阳市朝鲜族第二中学

举办了试穿浴衣和服体验活动。该活动是在日语老师们希望让每天从

早到晚埋头于学习中的学生们体验日本文化的想法下策划并实施的。

以小糸队员为中心，约两个月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活动当天，除了

在该校学习日语的 82名初中生和高中生参加之外，派驻铁岭市朝鲜族

高级中学的桥本加代队员和 JICA事务所的３名工作人员也前往支援。 

 由于在地方城市能够体验日本文化的机会寥寥无几，所以，这种活动

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几乎所有学生从未穿过浴衣和

服，似乎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穿上浴衣和服，小糸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付出

了很多努力，活动结果是 82名学生无一遗漏地都体验了穿浴衣和服的

惊喜和快乐。学生们穿好浴衣和服后，用所学的日语发出了各种惊

叹：“哇，轻飘飘的，真的行动自如哎！”、“好可爱啊！”，活动

室里充满了孩子们兴奋的声音。穿上色彩鲜艳俏丽的浴衣和服的学生

们，还满面笑容地摆出自己喜欢的姿势拍了很多照片。其中，也有很

多学生将自己的照片晒到社交网站上，难掩兴奋之情，使整个会场热

闹非凡。也许是会场热烈的气氛泄露了活动信息，日语教研室以外的

老师和学生们也纷纷现身，临时加入要求穿浴衣和服的队伍，满面笑

容地挤进了照片里，会场的欢乐气氛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由于本次浴衣体验活动盛况空前，很快就出现了希望在校内策划第二

波日本文化体验的呼声。下一次，听说考虑在业余歌唱比赛和角色扮

演大赛、以日本动漫为主题的绘画比赛等选项中选择，敬请各位期

待！ 

穿着五颜六色浴衣的学生们 

JICA 志愿者的活动地成功举办了试穿浴衣和服体验活动！ 

池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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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20日，是东日本大地震 6周年纪念日，JICA中国事务所与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流

动的希望，串起你和我—日中公益影像上映及 NGO与企业 CSR合作促进研

讨会”，该活动得到了日本大使馆、中国日本商会的大力支持。 

JICA设立了 NGO-JICA Japan Desk，长期为中日 NGO的合作交流提供帮

助。成果之一就是防灾领域的技术合作项目“四川省防灾教育推进与能力

建设项目”的实施（中方 NGO是该项目合作的对口单位之一），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作为支援四川雅安地震灾区重建工作的一环，该项目的对口单

位壹基金制作了纪实电影《夏日流动影院》。JICA中国事务所认为，这

部电影以“受灾群众心理援助”为主题，对于已经或者正在研究在防灾领

域开展活动的中日 NGO和企业的 CSR部门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

此，与壹基金联手，积极策划了以中日 NGO和企业的 CSR主管人员为对象

的电影发布会。同时，还放映了由日本导演榛叶健先生制作的，纪录东日

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纪实电影《和唱》。 

来自中日双方的 NGO、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等

代表约 100人到场出席了电影发布会。电影放映前后，壹基金、红丹丹、

永旺集团、京东集团、可口可乐中国、中国救助儿童会等 NGO与企业 CSR

部门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在应对灾害方面的活动事例，在分享经验的同

时，也讨论了所面临的课题。 

JICA中国事务所的中里所长在开场致辞中说，日本和中国同为灾害大

国，在该领域的合作与经验分享十分有意义。包括 NGO的活动在内，JICA

愿意通过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中国分享日本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以

及研究与实践，为减轻灾害发挥作用。壹基金的李劲秘书长说，防灾减灾

是壹基金的主要活动，能够通过本次电影发布会为两国的 NGO和企业提供

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对 JICA在中国 NGO灾害应对

能力建设方面所提供的支持也深表感谢。来自各界的与会者对本次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通过电影放映和活动事例介绍，中日相关人员在中日

灾区的现状、受灾群众的情况、重建之路以及防灾举措等等方面交流了信

息，分享了经验，也有益于交流网络的形成和扩大，同时对促进中日两国

普通民众之间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的深化，具有深远意义。 

 

1)红丹丹的介绍                                      

2) 京东的介绍 

3) 永旺集团的介绍 

4) 答疑时的情形 

“流动的希望，串起你和我—日中公益影像上映及 NGO

与企业 CSR 合作促进研讨会” 

在北京成功举行！ 

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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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日，JICA中国事务所与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CAITEC）以及法国开发署（AFD）中国事务所联合举办了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SDG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对实现 SDGs的贡献：中国与国际合作伙伴）”研讨会（参加

机构：中国财政部、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AIECO）、中国进出口

银行等 9家政府与研究机构、12家双边施援方、6家国际机构、1家企

业。与会者人数：约 60人）。 

 2015年 9月联合国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 2016～2030年

期间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简称 SDGs），中国政府宣布将通过南南合作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 SDGs。另外，在今年 5月 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

一路（BRI）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政府发布了对 BRI对象国的各

种开发援助的一揽子方案。结合这种情况，我们举办了本研讨会，目的是

在国际机构、双边施援方、中国政府机构的参与下，①讨论中国能为实现

SDGs作出哪些贡献（尤其是旨在掌握公共发展资金流向的 Total 

Official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SSD的讨论等）、

②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讨论，对中国对外援助实施体制的

影响及预测开展讨论。 

 本会议由主旨报告和 2个分会组成。在主旨报告中，JICA研究所的北野

所长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预测更新数据（2001～2015）、中国的援助实施

体制结构、日本与中国为实现 SDGs和 TOSSD所采取的举措等。在分会 1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era of SDGs — mixed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nd TOSSD”上，OECD/DAC事务局统计与开发金融科

Schutte科长对 TOSSD的临时定义、推进 TOSSD概念的理由、今后的工作

日程等进行了介绍。各机构的发言人讨论了从各自角度为实现 TOSSD所采

取的举措及可能出现的课题等。在接下来的分会 2“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DGs”上，CAITEC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的王所长对中国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承诺的各种援助一揽子方案以及与 SDGs

的关联性、实施时的课题及中国国内机构的体制等进行了介绍。随后，各

机构的发言人讨论了各机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的支援及着眼

点。 

 JICA中国事务所今后也将和以 CAITEC为首的中方合作伙伴一道，借助

目前已有的网络，进一步扩大信息收集和传播范围。 

1) 与会者合影                                    

2) JICA 研究所北野所长作主旨报告 

3) OECD/DAC 事务局 Schutte 科长作

报告 

4) AFD战略与合作伙伴关系沟通局

Bellier 副局长 

5) CAITEC 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王所长 

CAITEC-JICA-AFD 联合举办研讨会 

“对实现 SDGs 的贡献：中国与国际合作伙伴” 

川村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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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不仅重视本国的发展，也开始着手对外

援助工作。即将进行改革的对外援助体制以及最近召开的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等一系列的举动备受世界瞩目。 

  基于此背景，在中国事务所的协调下， JICA研究所的北野所长于 6月

2日访问了负责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偿援助资金合作项目及

技术合作项目的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AIECO）。拜访了党委书记谷军等相关人员，。 

  JICA研究所力求促进基于从宏观层面的政策到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知识

见解、在发展中国家当地所积累经验的研究，并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出研

究成果与政策性建议。北野所长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对外援

助预测更新数据。AIECO方面介绍了中方的援助体制、实际成果以及面临

的课题。双方踊跃地进行了交流。AIECO表达了今后愿与 JICA事务所和

JICA驻外事务所积极开展交流的愿望，JICA中国事务所今后也将继续与

该事务局进行信息共享。 

集体合影 

与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会谈 

～就中国与日本对外援助交流意见～ 

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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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31日，在中国事务所的安排下，JICA研究所的北野尚宏所长应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邀请，以“中日两国发展经验与经济合作”为题，在

该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以下简称“CIDEG”）发表

了演讲。 

 该演讲以及演讲后的讨论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

澜教授主持，美国布朗大学前来清华大学访问的 Barbara Stallings教

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高宇宁副教授等有识之士以及包括留学生在

内的学生共约 40人参加了演讲会。 

 在演讲中，北野所长先做了自我介绍，讲述了自己作为清华大学首批日

本留学生（1981～1982年）的经验以及在 JICA的工作经历等，之后介绍

了 JICA及 JICA研究所的概要、日本/JICA和中国为实现 SDGs所采取的

举措、日本的发展经验传到中国和先发东盟国家进而又逐步传播到后发东

盟国家及非洲的情况（chain of knowledge creation）以及连通性

（connectivity）的重要性，之后对研究所于 5月 26日公布的中国对外

援助预测更新数据进行了介绍，同时，阐述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课题。 

 Barbara Stallings教授就上述预测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提到除中日

之外，也要将韩国纳入视野的必要性、中日韩三国对外援助的共通性与竞

争关系以及连通性与绿色发展等新课题的重要性等。此外，高副教授提及

到国内债务与对外援助的关系、中国构建对外援助数据库系统等课题，提

出了相应问题。演讲会上包括与会者在内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该演讲会的内容被制作成影像，作为中国大学生自选课程的教材，预计

将会以远程教育教材进行使用。 

上)正在演讲的北野所长                                      

下)集体合影 

JICA 研究所北野尚宏所长在清华大学演讲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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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5日，JICA长期进修人员理事会与四川省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合作，

在成都市召开了“老龄化社会问题应对研讨会”。JICA 中国事务所、科技部中

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四川省老龄办、四川省攀枝花市老

龄委员会以及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四川省老年医学学会等作为后

援单位，为该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以 JICA归国长期进修生为

主，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机构、媒体代表等约 80人出席了研讨

会。 

 中国于 1999 年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和世界各国相比，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发展中国家之一。2015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 2亿 1200 万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 15.5%。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完善法律法规、扩大保健医疗、培养护理

人才、开发该领域的技术产业等各种课题也变得迫在眉睫。JICA 中国事务所就

接到了很多希望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同在亚洲的日本的经验，学习应对该项课

题的合作建议。 

 鉴于上述背景，在本次的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和研究人

员（大部分为 JICA 的进修回国人员），就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理论研究、政策分

析、战略结构及案例研究、实务操作等内容发表了内容丰富，极具启发意义的演

讲。目前正在实施的 JICA 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

的中日专家也出席了会议，中方专家杨根来教授（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

祉学院院长）对该领域中日合作的现状以及今后的活动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四川省攀枝花市将健康和养老产业作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切入口，开展

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调整和实践探索。事先得知本次研讨会举办的消息后，该市派

出了以副市长为团长、由该市政府各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及媒体等 20多人组

成的代表团前来参会，在会上副市长黄岳槐介绍了该市的概况和目前存在的课题

以及所采取的举措。另外，在研讨会上，还以 JICA 归国同学会会员为中心听取

了专家的建议，构建了今后继续交流的网络。在来自各个单位的五名专家的演讲

结束后，会议还安排了公开座谈、讨论和答疑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与会各位讨

论了中日老龄化领域共同关心的各种课题及其对策。通过与专家进行答疑互动，

与会者不仅接触到了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备受关注的养老金融等等话题，而

且还开展了深入、坦率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讨会内容广泛丰富、精彩纷

呈，使与会者获益良多。 

 此次公开研讨会举办的前日的 3月 4日，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部分 JICA 归国

进修人员与科技部交流中心、JICA中国事务所的相关人员还参观了位于成都温

江区的两处不同形式的养老设施。一处叫“圆缘养老关爱服务中心”，运营主体

是民营团体，在政府的支持下深入社区里提供温馨周到的养老服务，规模较小。

另一处叫“泰康蜀园”，由保险公司按商业模式经营，提供住房、医疗、护理、

娱乐等等一系列闭环式高端服务，规模较大。两种不同形式的养老设施在同一座

城市分别运营，这反映出了当今中国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状态。参观人员一致认

为，通过对当地养老设施的考察访问，对老龄化社会课题应对的研究学习大有裨

益。 

 公开研讨会结束后，同学会理事会整理汇总了会议的的资料和成果，编制了

《老龄化社会课题应对研讨会报告书》，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会议的成果分享

给更多关注关心这一课题的各界人士。JICA 中国事务所今后将继续为回国进修

人员的活动提供支持。 

 

1)-2) 研讨会现场                                     

3)-4) 参观养老设施 

 

2016 年度长期进修人员同学会主办的 

“老龄化社会问题应对研讨会”在成都顺利举行 

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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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A中国事务所长年委派职员和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前往北京及中国各地

的日本人学校，进行有关国际合作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讲座。 

 5月 12日，我们前往北京日本人学校，向初中一年级学生介绍了 JICA

在全世界的活动以及 JICA对北京市和中国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当学生们

知道近在咫尺的北京市内的建筑物是通过与日本合作建成的之后，纷纷表

示“今天刚刚知道”。另外，目前活跃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第

三中学的大日方春菜队员（从事日语教学活动）介绍了内蒙古的气候、民

族、文化、历史以及协力队员的活动内容。在随后的答疑环节中，有学生

问：“在内蒙古学日语的初高中生喜欢什么动漫？”，当大日方队员回答

是“海贼王、柯南和灌篮高手等受欢迎”时，班里顿时热闹起来。提到中

日共同受欢迎的动漫话题，孩子们对内蒙古的学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

感。 

 之后的 5月 23日，北京日本人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们又参观了为配备

视觉障碍者第二声道制作所需设备以及人才培养提供支持的北京红丹丹教

育文化交流中心（简称“红丹丹”）。此项目是利民工程•人的安全保障

无偿援助资金合作和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红丹丹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活

动，比如，开设用心观看的“心目影院”、举办由志愿者利用台词间隙时

间描述影片场景的视觉障碍者电影上映会和体育实况转播、朗读杂志活

动，同时也开展了旨在提高残疾人地位的启发活动等。曾经在红丹丹受过

训练目前从事播音的视觉障碍者向学生们介绍了相关活动并蒙起眼睛在楼

内走动，真正体会到了视觉障碍者平时生活中的不便。 

 北京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们正是因为居住在 JICA一直提供支持合作的中

国，才能通过这种上门讲座和社会参观活动，感受到日本 ODA在自己的身

边发挥的作用。今后我们将继续开展这类活动，努力让孩子们理解国际合

作并不断参与进来。 

1) 北京日本人学校校门前                                      

2) 介绍在内蒙古的活动的大日方队员 

3) 按照北京 ODA 地图进行学习 

4) 参观红丹丹 

5) 与在红丹丹受过训练的视觉障碍者播

音员交流 

北京日本人学校上门讲座 

&学生们的社会参观活动 

川村怜子 


	“中日环境保护高层圆桌会议”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举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项目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活动～
	“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终期评估结束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黑龙江省绥化市食品安全与环境对策项目”启动会成功举行
	“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项目”
	～召开第2次联合协调委员会、实践防灾教育、
	参加壹基金10周年纪念活动～
	决定延长“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
	完善项目”期限
	中日老龄化对策战略技术项目
	～“中日老龄化对策与护理人才培养”
	培训会在陕西省宝鸡市成功举办～
	中国贵州省 通过日元贷款的支持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
	河北省唐山市环保局、北九州市、JICA三方联合举办“大气环境改善技术交流会”！
	中日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污染对策与技术交流会在山东省举办！
	JICA志愿者的学生荣获日语作文大赛一等奖！
	JICA志愿者的活动地成功举办了试穿浴衣和服体验活动！
	“流动的希望，串起你和我—日中公益影像上映及NGO与企业CSR合作促进研讨会”
	在北京成功举行！
	CAITEC-JICA-AFD联合举办研讨会
	“对实现SDGs的贡献：中国与国际合作伙伴”
	与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会谈
	～就中国与日本对外援助交流意见～
	JICA研究所北野尚宏所长在清华大学演讲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2016年度长期进修人员同学会主办的
	“老龄化社会问题应对研讨会”在成都顺利举行
	北京日本人学校上门讲座
	&学生们的社会参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