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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第三届中国大气污染分析中日联合研讨会”及“中日大气分析新技术交流会”召开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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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开始后评估                           P4 

  

4．老龄化项目相关活动：考察河南省有关学院和医院                      P5   

 

5．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项目成果报告会圆满召开                   P6 

   

6．日本驻华大使官邸举办春季交流会                                    P6 

  

7．做客青海民族大学，成功举办JICA实地讲座                                          P7 

 

8．日本 TASIN 公司在北京大学的协助下启动实证试验！                             P7 

  

9． JICA参加第17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P8 

 

10．日元贷款“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助力大气污染防治                     P9 

 

11．湖南大学与 JICA 联手，打造“未来的国际化人才就是你”主题活动——“JICA Night”       P11 

 

12．中日合作开展“零垃圾”活动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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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第三届中国大气污染分析中日联合研讨会”及 

“中日大气分析新技术交流会”召开 

 

1992年，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和JICA启动技术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实施

第五阶段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2016年—

2021年）。 

本项目是与清华大学共同推进的防治北京市大气污染的合作研究项目，旨

在提高大气污染的监测、分析、评估水平，这也是本项目致力于实现的重要成

果之一。 

2019年4月17日，“第三届中国大

气污染分析中日联合研讨会”在清华

大学召开。与会人员汇报了清华大学

根据MALDI（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实施的、北京大

气样本中PM2.5有机成分的分析方法

和污染特征的研究进展，以及日本亚

洲大气污染研究中心实施的PM2.5离

子成分和碳成分的分析结果。 

4月18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召开了“中日大气分析新技术交

流会”。会上，日本分析产业人网

传授了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监测方法；中方与会人员介绍了中国各项措

施的落实情况，分享了VOC的监测方法等有关信息。 

本项目将通过积极开展上述合作研究或研讨会等活动，为中国推广更高效

的大气环境保护政策做出贡献。 

加治贵 

 

 

老龄化对策项目召开第三届联合协调委员会 

 

2019年6月28日，第三届老龄化对策项目联合协调委员会在民政部召开。中

日双方项目代表一年一度欢聚一堂，共同总结上一财年项目的实施情况、商议

制定新财年的项目计划。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二级巡视员王辉、JICA中国

事务所副所长糟谷良久、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JICA项目管理办公室代表秦洪

明分别致辞，之后，中日双方代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2018年的总结和2019年的

活动计划。 

在总结2018年（2018年5月—2019年5月）的工作内容时，日方长期专家臣

川元宽根据项目框架，汇报了该年度的项目成果，内容包括传统的中国国内培

训、赴日培训，同时还涵盖了日本相关法律法规汇编的出版、日本编制各类手

册的中文翻译和印制、日本福利用品的最新采购、在官网发布中日两国养老信

息等各项举措。关于2019年（2019年6月—2020年5月）的项目计划，原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院长杨根来为大家做了介绍，提到了将举办面向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 7位著名日籍专家参
加“第三届中国大气污染分析中日联合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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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院教师的TOT（Training of Trainers）培训、在项目收官期（2020年4

月—5月）举办大型成果报告会等。 

 

当天还举办了第二届中日养老政策研讨讲座。讲师继续由JICA技术专家

（社会保障领域）中村信太郎担任，讲座主题为“日本护理制度的发展：地区

综合护理与前沿研究”。交流环节中，中方参会人员提出了如“小规模多功能

型居家护理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提供服务？占比多少？”等专业问题，并且在会

上表示非常希望学习日本养老护理人材教育体系方面的方法与经验。 

整个会议时间紧凑，内容丰富而务实。相信总结、讲座以及日本护理用品

（日本护理机构使用的“关爱老人”马克杯、老年人室内用鞋）介绍活动能够

为参会人员开阔视野、提高业务水平提供帮助。 

本项目即将于2020年5月19日结束。最后的一年希望能够继续取得丰硕的成

果，对此中日双方都充满期待。 

臣川元宽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开始后评估 

 

 

为对2010年9月25日—2015年9月24日实施的“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

境建设项目”开展后评估，我们走访了陕西省洋县和宁陕县。 

本项目活动共由4部分内容组成，分别

是：（一）完善环境信息（朱鹮等栖息的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二）建立朱鹮回归自

然的体系；（三）确立居民参与型项目的示范

模式；（四）提高民众保护朱鹮等栖息地的自

然环境的意识。 

洋县和宁陕县两地都持续开展了本项目实

施的活动。其中，洋县蔡河村为了促进水稻种

植，修建了灌溉用渠。当我们来到这里时，幸

运地偶遇了4只正在田间觅食的野生朱鹮。 

据村民介绍，现在朱鹮对他们来说已不再

稀奇。外地人因为没见过朱鹮，会目不转睛地

盯着看，把朱鹮吓得飞走。而村里人已经习以

为常，朱鹮也泰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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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一度传说在中国已经灭绝。但从1981年发现尚有7只存活，到今天生活

在朱鹮生态区的居民对朱鹮已经习以为常，这或许可以说明，“人与朱鹮和谐

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的项目目标已经实现。 

细贝瑞季 
 

老龄化项目相关活动：考察河南省有关学院和医院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的带领下，我们访问了位于河南省许昌

市的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和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河南省职工医院。这次访问虽然

和JICA正在实施的中日养老服务政策及产业合作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作

为探索ODA结束后JICA业务方向的一项尝

试。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拥有2.2万

名学生的大型院校，学生们在这里学习

汽车修理、空乘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设有医疗卫生学院，培养护士和康复师

等专业人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

剧，学校还考虑开设护理专业，并希望

参考日本的课程计划等。 

位于郑州的河南省职工医院是一

家三级综合医院，拥有各类先进的医

疗技术设备。目前，该院计划使用相

邻的预留地，建设一家有400张床位

的医疗康复中心，预计于2020年12月

完工。河南省职工医院希望在该中心

的设计、人才培养、设备配置、管理

运营方面获得日本的帮助。我机构今

后将与院方以及日资企业共同商讨，

探索合作方向。 
 当前，中国正在大规模建设养老设

施，并明确了完善社区护理的政策导

向。希望这些设施充分运用日本成功的

经验，从日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无论

规模大小，均能作为社区设施，为当地

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内山智寻 

 
 
 

医院旁边（绿色部分）为机构建设预留地 

医院展示老年人使用的各类福利器具 

参加培训的护理专业学生。设备也很
完善（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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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  项目成果报告会 
 

湖南省洞庭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项目的成果报告会于6月5日召开。 

此次报告会是已执行了三年的日

本滋贺县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最后

一次报告会。会上，中方对口单位与

日本滋贺县实施单位分别介绍了项目

的实施情况。之后，试点地区和学校

等单位从不同的视角对项目活动进行

了回顾。湖南省参会人员表示，虽然

项目已经结束，但希望继续学习日本

滋贺县的先进举措，将其作为今后努

力的方向。 
本项目湖南省方面的实施单位为

水资源中心。该中心表示，中心正在

办理洞庭湖湖面水质监测预算的审批

手续，考虑在GPS中注册洞庭湖地址，

实现固定位置的定点观测。 
围绕湖泊这一共同的生态环境，

日本滋贺县和湖南省长期持续开展交

流，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各

位专家致力于建立地区之间的联系，

构筑面对面的沟通关系。滋贺县和湖

南省将面向未来，继续摸索今后的合作方式。 
细贝瑞季 

 
 

日本驻华大使官邸举办春季交流会 
 

  日本驻华大使馆于5月16日在大使官邸举办了春季交流会。JICA中国事务所

也出展参与了此次交流会。据悉，这场一年一度的交流会今年一如既往盛况空

前，近900人欢聚一堂。 

日本驻华大使和 JICA 事业中方相关人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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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日本大平首相访华之际开启的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今年恰好

迎来40周年。本届交流会上我们也邀请了至今为止参与过对华ODA和JICA项目的

中方相关人士，有很多人员应邀参加。日本驻华大使横井先生与来自中日友好

医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NGO组织等单位的多位来

宾一一进行亲切交谈。来宾们表示，虽然今后不再有新的对华ODA项目，但通过

项目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发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 

 
冯威 

 
 

做客青海民族大学，成功举办 JICA 实地讲座 
 

JICA曾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海民族大学派遣了四任有关日语教育的青

年海外协力队员。虽然JICA已经不在向青海民族大学派遣海外协力队员，但

JICA仍然与校方保持着联系。本次，受校方邀请，JICA面向学校的约60名日语

专业学生举办了讲座。 

  
踊跃参与猜谜活动的同学们 糟谷副所长介绍JICA的工作 

本次实地讲座利用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为学生们介绍了世界上有关贫困

领域的开发性问题、世界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通过日本ODA开展合作从而解决

问题的必要性，同时还以对华ODA的项目为例进行说明，介绍。 

此次讲座还组织学生进行了小组讨论，从身边切实存在的问题出发，引导

大家思考并讨论解决方案。各小组分别提出了非法捕杀犀牛等野生动物、人口

老龄化、保护森林等课题，并选出代表用日语进行了分享。这既给学生创造了

思考发展问题的机会，又增加了他们使用日语演讲的机会。 

我们大多面向日本人学校介绍JICA项目，开展围绕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教

育。我们也欢迎中国的学校等联系我们开展相关讲座。 

冯威 
 

日本 TASIN 公司在北京大学的协助下启动实证试验！ 
 

  截至2018年6月，日本TASIN公司（以下简称“TASIN”）实施了“中国北京

降低机动车大气污染和改善油耗的案例调查”，该调查被纳为JICA企业建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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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作为本项调查的成果之一，执行过程中给予配合的北京大学表示，本案

例调查结束后，将继续协助TASIN在中国国内开展活动。 
TASIN和北京大学在本案例调查结束后，自

2019年6月开始使用科技部补贴实施实证试验。该

试验申请被采纳

（另有四家日企被

采纳，共5项案例

实施中）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以下简称“科

技部”）的中日合

作业务。 

   在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的全面

协助下，本次首次

在公路上进行了实

证试验。TASIN向

学生们（硕士及

博士）详细介绍

了测量工具的使

用方法以及TASIN产品降低尾气排放和提高燃油效

率的机理，增进了双方人员的关系。 

实证试验结果显示，汽油车和柴油车都明显

降低了尾气排放，提高了燃油效率。看到这样的

成果，参与本次试验的北京大学学生发出了热烈

的欢呼。 

今后还将在公路和实验室反复进行实证试

验，并汇总结果，与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内企业合

作，在中国国内实现成果的转化。 

土岐典广 
 

 

～JICA 参加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在中国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4月14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

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是一个拥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政

府、国内外企业、教育机构等4千多家单位、包括国内外政府代表和专家等在内

的4万人次参加的巨大人才交流平台。 

正在柴油车上安装 TASIN 的

产品 

用于实证试验的柴油车 

正在汽油车上安装 TASIN 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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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中国事务所，在中国科技部科技交流中心的邀请下，今年首次在该大

会设立展位，事务所的糟谷副所长、冯威与科技交流中心柏燕秋处长共同参

会。 

JICA的展位在介绍ODA业务的同时，还介绍了中国事务所推进的企业合作的

概况及其具体实例。大会期间，我们与科技部的王志刚部长进行了短暂的交

流，并向前来视察JICA展位的科技部张建国副部长介绍了此前JICA与科技部合

作开展的业务成果，以及今后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来自全国各地的JICA项目对口单位的朋友们纷纷莅临JICA展位，就今后展

开新合作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借本届大会，我们有幸与首次了解JICA的众多

人士进行了交流。由此，我们由衷感到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对后ODA时

代与JICA展开新的合作的心情。 

冯威 
 

 

日元贷款“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                           

助力大气污染防治 
 

甘肃省兰州位于“两山夹一川”的狭长地带，冬天无风，烟尘无法向城市

上空扩散，由此曾被当地市民形象地称为“锅盖下的城市”。 

向科技部副部长介绍JICA的事业 JICA展位 

和老朋友们的合影 对JICA的新事业兴致盎然的参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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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单一的能源结构、粉尘污染、汽车尾气

污染及其他因素影响，兰州市长期深受大气污染困扰，曾是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城市之一。 
2009年，“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日元贷款额：74亿日元）

启动，旨在通过将现有小型燃煤炉和小锅炉取暖改为集中供暖，控制小型燃煤

锅炉等污染源的排放，减轻大气污染，为改善兰州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出贡

献。 

兰州市热力总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实施。该公司相关人员分别于2010年和

2016年组织两次赴日培训，在日本环境省参加了“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概

论”课程，并观摩了品川环卫工厂的垃圾处理设施热利用和尾气治理的最尖端

技术。此外，还在日本北海道环境局、札幌市环境局听取了大气污染相关讲

座，考察了北海道供热公社与北海道地区暖气株式会社的供热系统等，收获良

多。 

兰州市的空气质量连续六年得到大幅改善，主要空气环境污染物浓度和综

合指标均创历史新低，如今，“兰州蓝”已成为市民的骄傲。 
目前，日元贷款项目“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正在开展后评估

工作，预计2019年年内将在JICA官网发布实施效果和评估内容。 

张阳 
 
 
 
 

  
与20年前的照片重合比较（实施单位供图） 与受益者召开访谈会（后评估专家供图） 

  
检查供热管道（实施单位供图） 热交换设备（后评估专家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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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与 JICA 联手举办 

“JICA Night-献给正在努力成为国际化人才的你”主题活动 

 

 

5月30日至31日，被派往湖南大学从事日语教育志愿活动的青年海外协力队员竹

泽真利筹办了“JICA Night（JICA之夜）”活动。本次活动面向毕业后将发挥

搭建中日交流桥梁作用的正在该校外语学院学习日语的学生，旨在让学生们体

验、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人才。正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志愿活动的3名协力

队员也赶到现场协助。该活动持续了两天，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体验、思考世

界贫富差距的“贸易游戏”、由身为国际化人才在JICA中国事务所工作超过20

年的职员周妍现身说法的国际化人才讲座、正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武

汉事务所开展工作的片小田先生分享的一线工作体验，以及日语角、民族舞等

等。 

自2000年开始至今的19年中，JICA共向湖南大学派遣了5名青年海外协力队

员，为该校日语专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7月，随着竹泽队员任期结束返回日

本，JICA向湖南大学派遣队员的工作也全部结束。 

从1990年开始至今已经29年了，JICA共向湖南省派遣了72名队员，该项工

作也将随着竹泽队员的离任而圆满结束。 

我们衷心希望，一路走来所取得的合作成果在今后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企划调查员（志愿者事业负责人） 中坊容子 

 
 

  
全体参与人员合影留念 职员周妍在“国际化人才讲座”上 

  
热情参与的学生和竹泽队员 使用日语开动脑筋做游戏—人类智慧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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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开展“零废弃”活动 
 

在位于北京以北90公里的河北省怀来县天漠风景区举办的“2019MTA天漠音

乐节”上，来自中日两国环境NGO的年轻人携手开展了一场“零废弃”活动，打

造了一场“中国最干净的户外音乐节”。本次

活动由被派往中国著名环保NGO“自然之友”

的JICA青年海外协力队员秋吉枫牵线搭桥促

成，今年已是第二次举办。 

  从去年开始，在秋吉队员的介绍和协调

下，中国历史悠久的环保NGO“自然之友”，

与打造了全球最环保音乐节“富士音乐节

（FUJI ROCK FESTIVAL）”的日本NPO “i 

Pledge”进行了多次交流，将日本的“零废

弃”活动的经

验和方法引进

了中国的相关活动。 

该项交流合作在中国引起了两个重大变

化。一是志愿者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捡垃

圾的志愿者”转换为“引导观众自觉进行垃圾

分类投放的志愿者”；二是导入核心志愿者

（志愿者活动的核心成员）制度后，很少的人

员即可协调安排多名志愿者开展活动。 

在6月29日和30日两天的音乐节期间，观众

人数超过4

万人次，

大约60名

志愿者负责引导观众，成功分类回收垃圾

1.37吨，其中65%是可再生利用的资源。 

今年前来支援的日方工作人员从去年的

8名减少到5名，通过去年的活动获得自信的

中方志愿者们朝气蓬勃积极主动的身姿，成

为了音乐节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2019年起，“自然之友”充分利用该

音乐节积累的经验，在中国各地的马拉松赛

事上也开始开展“零废弃”活动，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企划调查员 中坊容子） 

                                

目送志愿者出发的秋吉队员（右前方） 

每天的观众超过 2 万人 

用中日两国文字书写的白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