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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研讨会会场 

中）清华大学的常教授在会上发言 

下）江苏省常熟市的净化槽 

 

“中国农村污水处理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系统及管理体系构建项目的成果”日本研讨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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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结束。该项目致力于强化以下三个方面的体系建

设①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的法律法规的制定、②农村污水处理的适用方

法、设计与维护管理技术的优化、③农村地区污水处理项目的运营管

理。 

此次研讨会于 8 月 25 日在 JICA 市谷大楼召开，主要面向计划进

入中国市场并扩大业务规模的日企、从事水环境治理的开发咨询公司

等，介绍通过项目的实施及成果了解到的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方面的现

状及课题，希望能为他们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业务或执行

JICA 项目提供参考。包括日企相关人士在内的约 80 名人员参加了本

次会议。 

研讨会介绍了项目与对口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共同

汇总的关于中国农村污水处理方面的政策、设计与维护管理技术以及

运营体制的建议，并介绍了中国农村污水处理的现状。研讨会还专门

邀请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常杪教授对近年中国农村污水处理快速的

发展形势，特别是大量采用的 PPP 项目等方式进行了介绍。此外，研

讨会上还介绍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以及拓展业务的各方面条件，供日企

在中国开展业务参考。 

今后，JICA 中国事务所在为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课题作出贡

献的同时，还会积极将通过项目的实施得到的经验教训反馈给日本相

关单位。 

 

         吉田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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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张）1-1 在访问地进行交流的情景  

第 2 张）视察访问地（1） 

第 3 张）视察访问地（2）        

第 4 张）学术研讨会上的情景  

第 5 张）《日本环境问题：改善与经验》 

 

应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举措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进展报告（系列 3）～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称“环保中心”）自 2016 年 4 月起实施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该项目旨在全面强化中国应对环境问

题的能力，积极推进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完善、普及环境污染防治技

术、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等。以下对本项目的近期活动进行介绍。 

1．推进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8月—9月开展赴日培训） 

   2012 年中国实施《废旧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以

来，积极推进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的回收利用。并于去

年在回收物品条目中增加了打印机、手机等小型家电产品。 

   中国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看似进展顺利，但是由于与日本家

电回收法律制度有所不同，制造经营者对产品的回收等问题不负物理

性责任，因此还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 EPR）。除此之外，还有扩充回收物品条目（电动

汽车的电池等）、提高回收率等诸多课题。 

   在本项目中，10 名中央及地方废弃物负责人于 8月—9月赴日。

不仅听取了日本环境省及地方政府职员、高校研究人员等对日本家电

及小型家电回收相关政策的研究、事业活动等的说明，同时还访问了

秋田县、富山县、爱知县的回收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此次赴

日活动，不仅促进了《废旧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修

订，预计还将进一步开展日本经验的分享活动。 

2．日本环境治理的经验（9月召开研讨会） 

环保中心不仅是通过研究活动与政策立项来推进中国环境治理的组

织，还是推动日本与中国环境合作的平台。因此，本项目接受了在环

境方面进行中日交流的学生、研究人员、企业等的访问，并提供了相

关信息，还积极举办研讨会等活动。 

 9 月 22 日，为纪念笹川和平财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出版

《日本环境问题：改善与经验》（2017 年 9月发行），在环保中心召

开了“中日环境问题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由一般财团

法人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及原环境省事务次官南川秀树先生、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先生发表了主旨演

讲。共同主办方 JICA 及环保中心致词，日方作者及中方研究人员发表

演讲并回答了提问。包含研究人员、学生及媒体在内，共约 100 名人

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今后我们也将为环境领域的中日相关人士提供交流机会，并将建设完

善提供中日环境政策信息的网站。 

染野宪治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负责人・顾问）

 

 

 



 

4 
 

JICA 中国事务所新闻 2017 年第 2号 

 

  

  8 月 14 日，在 JICA 事务所举行了 2017 年夏季志愿者大会。随

着向中国派遣志愿者的人数减少，2015 年 8 月以后，大会一直未能

召开。2017 年 7 月，新增了 5 位志愿者，他们也是 2017 年度第一批

志愿者，至此志愿者派遣人数达到了两位数（11 名）。借此机会，

志愿者大会时隔两年终于再度召开。 

   筹划本次大会举办工作的是 2017 年 4 月刚加入的 3 名协力队员

（秋吉队员、三浦队员、藤本队员），他们也是 2016 年度第四批志

愿者队的成员。目前在派遣期内的志愿者都尚未参加过志愿者大

会，可以说是真正的从零开始筹划和实施。希望本次大会可以为各

位参加者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同时加强因派遣人数减少而日益淡

薄的志愿者之间的合作意识。本次大会以上述 3 名志愿者为中心，

从 3 个月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本次大会主要由“活动报告”、“界别（日语教育和环境保

护）分组讨论会”“生活讲座”三个板块构成。众多来宾出席了本

次大会的核心板块，即活动报告会，包括日本大使馆、国际交流基

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相关人士以及 JICA 专家等。4 名志愿者代

表就各自领域的活动进行了汇报展示。报告者使用了独特的展示方

法，比如再现日语课堂的授课场景、用幻灯片和视频播放活动实况

等。来宾们认真倾听、积极提问的身影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报告会结束后，来宾们纷纷感慨“志愿者们在中国各地开展了

十分精彩的活动”、“本次大会是一次了解了志愿者事业的宝贵体

验，希望还能参加下次大会”。 

   时隔多年的志愿者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同时期待定

期召开的呼声很高，因此我们计划 2018 年冬季召开下届大会。虽然

目前向中国派遣志愿者的规模有限，但衷心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并支持

志愿者活动今后的发展。 

第 1 张）活动报告会的情景       

第 2 张）活动报告会的与会人员 

第 3 张）志愿者在进行自我介绍     

第 4 张）各职位分科会（环境保护） 

 

JICA 志愿者大会时隔两年再次召开！！ 

池田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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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项目支付结束 合计实施项目达 231 个 

    自1979年起，日元贷款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中的占比达90％。

贷款承诺总额达33,165亿日元，实施项目达231个。2017年9月26日，完成最

后一个实施项目“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贷款支付。该项目利用贷款

承诺金额63亿日元在青海省青海湖周边10个县建设约8万公顷植树造林、防

风固沙及防沙堤工程等。 

中国从1978年起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在这一历

史现象背后，有着包含日本ODA在内的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做

出的贡献。对华日元贷款历程回顾如下。 

 

    20世纪年代, 第1批日元贷款到第2批日元贷款前半段（1979～1987年

度）的特点是，将煤炭运输等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重点融资对象。其

背景是在能源消费的75%都依靠煤炭的中国，由于煤炭资源产出地位于山西

省等内陆地区，而消费地位于沿海地区，所以承担煤炭运输的铁道和港湾建

设被作为最优先考虑对象。例如，位于河北省的秦皇岛港，由于日元贷款项

目“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大同至秦皇岛铁路建设项目”、“秦

皇岛港扩建项目”、“秦皇岛港码头四期建设项目”而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煤

炭输出港。 

  

第2批对华贷款后半段的1988年度到第3批对华贷款，正值改革开放政

策进一步加速时期。这期间的日元贷款，除了之前的运输项目以外，还将北

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城市地区的城市供排水和供气项目、城市间通信项

目、化肥厂、以及青岛、海南岛等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作为对象，

开展对提高中国国民生活水平发挥直接作用的项目，进行经济发展重点地

区、城市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更为广泛且多样。 

 

第4批日元贷款对应第9个5年计划（1996～2000年）分为98年度之前的

3年、98到2000年度的2年商定了总体框架，双方一致同意96～98年度（前3

年）整体上力争提供5,800亿日元，99～2000年度（后2年）力争提供3,900

亿日元。第4批日元贷款在以往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外，还重视环境及粮

食、扶贫领域，同时在地区上将重点放在了内陆地区。当时背景包括，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人口和收入增加导致的对粮食

不足的担忧，以及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问题都

亟待解决。特别是环境问题，不仅对中国还会对日本造成直接影响，属于全

球性问题。基于这一认识，第4批日元贷款向柳州、本溪、兰州、呼和浩

特、包头、沈阳6个城市的大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项目、以及河南省的淮河、

湖南省的湘江、贯穿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松花江等各个流域的水质环境改善

项目提供了日元贷款。以上都符合日本政府“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不

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援”的政府开发援助理念。 
 

 

 

 

第 1 张）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项目(Before)  

第 2 张）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项目(After) 

第 3 张）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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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2000年度在通常年度贷款之外，还对华提供了2个项目（“北京城市铁路

建设项目”以及“西安咸阳机场扩建项目”）合计172亿2百万日元的特别日元贷款。特别

日元贷款是根据为尽早恢复亚洲经济而于98年11月发布的《紧急经济对策》，从99年度起

历时3年，针对“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亚洲各国等”提供总额不超过6，000亿的日元贷

款。之后在99年11月公布的《经济振兴对策》之下，2000年1月决定将贷款对象国扩大到

“直接或间接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亚洲各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成为对象国之一。 

 

在对华日元贷款迎来20周年的2000年，考虑日本国内严峻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以及中

国显著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研究重新思考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式。根据由日本国内各界学

者构成的外务省恳谈会“面向21世纪的对华经济合作方式恳谈会”的建议等，日本政府于

2001年10月公布了“对华经济合作计划”。在该计划中，作为对华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提

出了“应对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促进市场经济、增进相互理解、提高内陆地区的民生和社

会发展水平、促进扩大民营经济的环境建设等”，决定“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

由中国自己实施”。在上述方针下，2001年度以后的对华日元贷款，将贷款对象从沿海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转移到内陆地区等环境和人才培养项目等。 

 

因此，2001年度以后，环境领域被定位成对华日元贷款的重点。具体地，通过供排水

建设改善地方城市的水环境、通过建设集中供暖设施改善大气污染、建设废物处理设施、

旨在控制森林劣化沙化和水土流失的植林植草等项目等属于此类。另外，在2003年度新型

肺炎（SARS）肆虐的背景之下，向10省为提高感染症应对能力而实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提供了日元贷款。人才培养领域的支援方面，针对内陆地区22个省、市和自治区

的200所大学，向校舍和设备建设项目、教职员赴日进修人才培养项目等提供了日元贷

款，另外为了通过广播教育培养人才（提高教育、知识和文化水平）发挥作用，还向地方

6省的广电局的建设提供了日元贷款。 

 

近年，根据中国经济飞跃发展这一状况，2005年4月的中日外相会谈中，双方一致同

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圆满结束新的日元贷款，在此情况下，对华新日元贷款的承诺

在2007年度成为最后一年。如今，将对华日元贷款近38年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应用于中日企

业间的合作。 

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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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是地震高发地区，除了 2008 年 5 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外，2013

年发生的雅安地震（芦山地震）也造成了重大损失。加强学校和地区防灾能

力成为紧要的任务。即四川大地震后开展的 4个技术合作项目之后，从

2015 年开始，JICA 又以四川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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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为对口单位，开展了“四川减灾

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校内儿童、教师、学校管理

者、教育部门的防灾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构建防灾教育持续实施的体制。 

    2017 年 10 月 12 日，结合即将到来的国际防灾日（10 月 13 日），在四

川省成都市召开了由壹基金主办的“第 4 届公众减灾教育论坛”，来自全国

各地的教育部门、媒体报道机构、防灾教育领域的社会组织等约 80 人参加

了本次论坛。大家以“减灾教育的政社协同”为主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JICA 短期专家、兵库县立大学大学院减灾重建政策研究科的青田良介教授

以及神户市消防局预防部的井上贵资科长围绕日本的减灾复兴治理以及社区

防灾进行了演讲，并接受了各家媒体的采访。 

青田专家对官民协同机制、自助共助公助等日本的减灾重建管理理论

进行了说明，还列举了“复兴基金”和“中间支援组织”等实例，对日本官

民合作的推进策略和社会组织在灾害救援、重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介

绍。另外，在记者访谈环节中，青田专家对防灾教育在日本学校教育中的定

位；日本的学校为何能够自主开展防灾教育的背景；日本为提高国民防灾意

识・能力采取的多项独特举措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井上专家对作为神户市消防局的业务之一的自主防灾组织“防灾福祉社

区（BOKOMI）”的成立背景、组建方法、成员构成、政府与学校的联合训

练、与其他团体的合作活动及其效果进行了介绍并列举了事例。 

   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契机总结完成的理论体系和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方法

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继续与日方开展减灾教育领域的技

术合作，并促进中日间的交流。本项目即将于 2018 年 10 月结束，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项目将继续根据中方提出的需求尽力为中国减灾教育事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 

“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项目” 

～参加“第 4 届公众减灾教育论坛”～ 

前岛幸司/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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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作为大连日本人学校初中部 3年级学生学习的一个

环节，召开了以“探讨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从以支

援合作联系的中日关系中，探讨今后中日友好的发展方向～”为主

题的讲座。应大连日本人学校的邀请，JICA 事务所工作人员，作为

讲师于 9月 29 日来到了该校在介绍了日本和 JICA 的海外活动的同

时，还介绍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来自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紧急救援

队）对日本的支援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世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的

关系及其必要性进行了说明。此外，还向学生们讲解国际援助、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GNI 与 GDP 等用语的定义及区

别。同学们也提出了“受援国的人们对日本的印象”等问题。据了

解，同学们将利用 12 月 2 日的综合学习时间，逐一发表在此次讲

座中的学习成果。 

    大家将以“公平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及生活”为题目，在 12 月进行发表。期望通过此次演讲可

以对学生们今后的未来规划有所帮助。 

    JICA 中国事务所在 11 月 10 日面向北京日本人学校小学 4年

级约 46 名学生开展了题为“JICA 为北京和中国的发展做出的贡

献”的讲座。讲座中，JICA 中国事务所让大家通过北京今昔对比的

照片，介绍了日本 ODA 对北京和中国做出贡献的事例。  

    JICA 中国事务所欢迎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及 

中国国内的学校联系我们开展讲座。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敬请联络

JICA 中国事务所（宣传部邮箱：jicacn-pr@jica.go.jp）。期待着

您的联系！ 

 

～在大连日本人学校、北京日本人学校举办讲座～ 
 

冯威

 

 

 

第 1 张）大连日本人学校              

第 2 张）工作人员土岐（讲师）的授课风采（大连） 

第 3 张）中里所长（讲师）的授课风采（北京）    

第 4 张）北京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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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JICA 志愿者黑川樱队员的派驻地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

中学举办了日本文化节活动。黑川队员和她的日语教师同事组织策划

了本次活动，他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们在娱乐的同时有机会接

触日语和日本文化。在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学习日语的约 50 名初

高中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该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众多教师以及 JICA 的

工作人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日本文化节上，从刚开始学习日语的初一学生到高二学生分别按年

级进行了歌唱、短剧、舞蹈、空手道等表演。老师和同学们都精彩地展

现了他们经过数周准备的成果，会场上充满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即将面临升学考试的初三学生以外，其他年级

的学生都进行了各种表演。还不能流利说日语的初一、初二学生表演的

阿波舞、歌唱、空手道都让人深受感动。另外，初三到高二的学生们表

演的短剧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不仅亲手制作了小道具，日语台词也几

乎没有口误。  

 

   各年级的表演节目如下： 
 初中 1年级 ：阿波舞、 歌曲《语言的魔法》、空手道表演 

 初中 2年级 ：歌曲《勇气 100％》、空手道表演 

 初中 3年级 ：短剧《机器人》（改编自日语教材中的故事） 

 高中 1年级 ：短剧《要求太多的餐馆》（原作：宫泽贤治） 

          歌曲《信～写给 15 岁的你～》 

 高中 2年级 ：短剧《We are！》（以动画片《海贼王》为蓝本的剧目）   

          歌曲《Have a nice day》 

   文化节结束后，同学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情，大家纷纷表示

“虽然很紧张，但是很开心”、“还想再举办一次！”。据说哈尔滨市

朝鲜族第一中学今后还将举办校内作文大赛和花牌大会，并参加外部团

体举办的合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期待日语教育的方式也因此变得

更加灵活多样。 

 

第 1 张）初中 1、2 年级 空手道表演 

第 2 张）初中 1 年级 阿波舞 

第 3 张）初中 3 年级 短剧《机器

人》              

第 4 张）高中 1 年级 歌曲 

     《信～写给 15 岁的你～》 

第 5 张）高中 1 年级 短剧 

     《要求太多的餐馆》   

第 6 张）高中 2 年级 短剧 

     《We are！》  

第 7 张）黑川队员 

   （前排右起第 4 名）和学生们 

第 8 张）集体合影 

 

“日本文化节”在哈尔滨朝鲜族第一中学举办 

池田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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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节是日本夏天的象征。大家听说过每年在新泻举办的 FUJI 

ROCK FESTIVAL（以下简称 FRF）吗？FRF 被称为亚洲规模最大且最环

保的音乐节。7月，我和自然之友的小伙伴受邀去到日本，与常年致

力于环境保护的日本 NPO 一道，参加了 7月 27 日至 31 日举办的

FRF。我们与日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们一起参与了音乐节中的

环保志愿活动，共同探究 FRF 为何被称为环保音乐节。 

   为期 3天的活动期间和活动前后，我们向到场的来宾发放垃圾

袋，介绍垃圾站点分类，还进行了参与型环境教育活动和会场清扫。

各个活动中，为了让大家可以自主、轻松地意识到环境问题，到场者

和志愿者都做出了努力。比如，发放的垃圾袋是由去年 FRF 中回收的

塑料瓶制成的，是每年独有的设计，同时垃圾袋上还注明了此袋经回

收再利用，可以得知不同类别的垃圾是如何被重新利用的。在环境教

育活动中，不仅是参加者，作为宣传方的志愿者们也可以获得有关环

境问题的知识。此外，还会向参加者们发放原创毛巾。参加者们在舞

台音乐的陪伴下，进行有关环境问题的猜谜活动，并将垃圾站的分类

资源进行进一步更细致的分类。参加者们虽然在处理垃圾，但是脸上

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因为可以免费参加音乐节所以加入志愿者，因为可以获得礼物所

以参加环境教育活动，即便大家并不是主要考虑到环境问题才来参加

志愿活动的，我觉得这也无妨。很多人认为环境问题很复杂，对环境

问题的概念很模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快乐地面对环境问

题。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让大家在快乐中意识到环境问

题。  

此外，除了环境保护举措之外，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知识。比如，工作人员很关心志愿者的身体状况，并为大家加油打

气，还在总部帐篷里准备了齐全的物品，集合时间也总是提前五分

钟。不仅对于中国的同事，对于身为日本人的我来说也是受益匪浅。 

   中国也在举办各种音乐节，但是通过 SNS 可以看到会场上总是充

满了垃圾。在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就是环境问题。因此，

我将和中国伙伴们一起努力，积极开展筹备工作，争取举办让更多的

年轻人快乐地开展环保活动的音乐节。 

 

第 1 张）垃圾分类站的分类说明 

第 2 张）将分发垃圾袋时的倡议书翻译成中文 

第 3 张）分发给环境教育活动参加者的礼物 

第 4 张）（左起）派驻地同事小龚、小吴和秋吉队员 

努力在中国举办环保音乐节 

～参加日本 FUJI ROCK FESTIVAL～ 

 

                       

 

秋吉 枫 

（青年海外协力队员、界别：（环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