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JSPS 北京代表

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共同主办了以“农村

转型发展中的农民合作社－中日比较与借鉴”为主

题的学术研讨会。

为了推动中日两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JSPS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自 2012 年以来

每年举办一届学术研讨会。此次的第六届会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承办，该研究所的曹

斌研究员担任协调人，约 100 位相关人士出席了此

次会议。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闫坤副所长担任司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

作局周云帆副局长、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

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先后致开幕辞。

此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 ：中日农民合作社比

较、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农村产业融合与

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在第一个议题的“中日农民合作社比较”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学部委员、东京农业大学综

合研究所农协研究会白石正彦会长发表了主题演讲。

张晓山学部委员在演讲中列举了中国和丹麦的案例 ,

论述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订过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白石正彦会长则介绍了处在

农村发展转型期的日本综合农协的现状以及综合农

协在搞活农村经济中实施的一些举措，并且展望了

农协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第二个议题的“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

环节，日方 2 位、中方 1 位学者先后发表了演讲。

中国农业大学的任大鹏教授介绍了中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的概要以及该法修订过程中应注意解决的问

题。弘前大学的神田健策名誉教授介绍了日本农村

社会的变化以及综合农协自我改革的现状及未来。

小樽商科大学的多木诚一郎教授介绍了 2015 年修订

的日本农协法的概要以及今后仍需面对的课题。

在第三个议题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合作社

的作用”环节，日方 4 位、中方 2 位学者先后发表

了演讲。中国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

赵铁桥副站长论述了农村产业化发展与农民合作社

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祥智教授就如何实现农

业规模化经营提出了新的建议。日本农林中央金库

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米坂树纪首席代表介绍了日

JSPS-CASS 学术研讨会
“农村转型发展中的农民合作社－中日比较与借鉴”

广田所长致辞

魏后凯所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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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机构·姓名 演讲题目

议题Ⅰ：中日农民合作社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晓山　学部委员

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引发的理论思考

东京农业大学综合研究所农业协同组合研究会
白石正彦　会长

农村转型发展中的日本综合农协现状、课题及基于ICA原则的展望―
基于日本与中国农协的共同课题与相异课题

议题Ⅱ：农民合作社与农村转型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任大鹏　教授

中国合作社立法及完善

弘前大学
神田健策　名誉教授

日本农村社会变化与综合农协的自我改革现状

小樽商科大学商学部
多木诚一郎　教授

基于农村社会变化的农业协同组合制度改革及课题

议题Ⅲ：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中国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赵铁桥　副站长

农村产业化发展与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孔祥智　副院长

统分结合新形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日本农林中央金库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米坂树纪　首席代表

日本六次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新潟大学农学部
伊藤亮司　副教授

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中农协的作用―基于新潟县的案例分析

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
长谷川晃生　主任研究员

农业经营主体的六次产业化与农业金融

北海道大学农学部
清水池义治　副教授

农协对日本奶业发展的贡献

本六次产业化的发展现状。新潟大学农学部的伊藤

亮司副教授以新潟县为例，介绍了农协在日本农业

六次产业化中的作用。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的长谷

川晃生主任研究员论述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六次产业

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金融的特点与面临的课题。

北海道大学的清水池义治副教授介绍了农协对日本

奶业的贡献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中日双方学者的精彩演讲深深地吸引了到场听

众。在各个环节的答疑时间里，与会听众纷纷向演

讲人提问，并且在最后的互动环节里也积极开展讨

论，会议还超出了预定的时间。

JSPS 北京代表处将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

展合作，通过举办中日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为中日

学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演讲人名单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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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由 JSPS 中国同学

会天津分会主办、题为“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及药物研发”

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医科大学学术会议中心成功

举办。此次研讨会由 JSPS 中国同学会会长孔德新教授

企划并主持，广泛召集了会员中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

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与会并进行了特邀演讲。

研讨会上，在孔德新会长介绍了中日双方与会嘉

宾后，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介绍了 JSPS 的

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并重点介绍了外籍特别研究员

等 JSPS 国际交流项目。随后，（日本）癌研究会癌

化学疗法中心分子药理部·副部长旦慎吾博士做了题

为“Identification of a unique anticancer drug lead, 

M-COPA, by using JFCR39 cancer cell line panel: its 

mode of action and antitumor profile” ( 利用 JFCR39

肿瘤细胞系群研究抗肿瘤先导化合物 M-COPA 的作用

机理及抑瘤谱 ) 的演讲。之后，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刘

建文教授围绕着“光动力治疗肿瘤的分子靶向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庞天翔教授围绕着“白

血病细胞多药耐药”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积极互动问答。参会人数远

远超过预计，约有 60 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JSPS 中国同学会及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支持并

大力推进各类分会活动，在增进会员友谊加深交流的

同时，为中日两国学者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提供丰

富的交流信息。

JSPS 中国同学会天津分会活动

活动报告

201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由 JSPS 中国同学

会青海分会主办的“三江源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论坛”在青海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 JSPS 中国同学会

会员、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工作站宋仁德

站长担任企划并主持，包括同学会会员在内的约 60 位

国内外学者出席了此次活动。

学术论坛上，青海大学赵之重副校长致开幕辞，

宋仁德站长介绍了到场的中日嘉宾。日本宫崎大学的

长谷川信美名誉教授发表了题为“牦牛藏羊的放牧行

为对三江源高寒草甸的影响”的演讲。青海大学的柴

沙驼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青海高寒草甸草场生产生态

生活关键技术集成”的演讲，青海省草原总站的严振

英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情况及展

望”的演讲。

演讲环节之后，JSPS 北京代表处广田薰所长向与

会人员介绍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为了增进会员间的友谊并打造中日学者交流的平

台，JSPS 中国同学会今后将继续积极推动研讨会类型

的分会活动的开展。JSPS 北京代表处也将全力协助中

国同学会，为中日学者开展共同研究创造更多的机会。

JSPS 中国同学会青海分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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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说明会（主办 ：日本驻华大使馆）于

4 月 6 日（星期一）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 月

7 日（星期二）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办，多所日

本大学和机构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中国地质大学会场，面向有意赴日留学的约

50 位学生，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横井理夫参赞概要性

的介绍了日本留学的魅力、申请手续、奖学金等信

息，法政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

JSPS 北京代表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的工作人员先后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机构的特色

或项目。

4 月 24 日（星期一）～ 25 日（星期二），所长

广田薰、副所长藤田明子、国际交流项目官员内堀

大地、助理江岸前往四川成都，在电子科技大学和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举办了 JSPS 项目说明会。

24 日，JSPS 北京代表处一行首先拜访了电子

科技大学副校长熊彩东。熊彩东副校长对北京代表

处一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广田所长向电子科技大

学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

说明会上，广田所长向与会的 20 名师生介绍

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赵宝华、电子科技大

学的李发根教授、湖北工业大学的张明武教授介绍

了项目申请经验和赴日体会。

25 日，JSPS 北京代表处一行首先拜访了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何建新，向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说明会上，广田所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会场，约 80 位学生参加了说

明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菊池信太郎一秘概要性的

介绍了日本留学的魅力、申请手续、奖学金等信息，

九州大学、神户大学、一桥大学、金泽大学、早稻

田大学、樱美林大学、同志社大学、JSPS 北京代表

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的工作人员先后

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机构的特色或项目。两所院

校的与会学生们认真聆听了讲解。

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积极参加在中国

各地举办的日本留学说明会，向中国高校师生宣传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介绍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赵宝华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屈玉贵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唐

翔宇研究员介绍了各自的项目体验。约 20 名该校师

生参加了说明会，认真聆听了讲解。

两场说明会上，与会师生详细咨询了申请方法

等具体问题，对 JSPS 项目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日本留学说明会中国地质大学站·北京师范大学站

JSPS 项目说明会电子科技大学站、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站

事業報告

左起 ：藤田副所长、广田所长、熊彩东副校长、胡俊教授、赵宝

华教授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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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6 月 1 日（星期

四），由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日本留学说明会在北京交

通大学举办。

此次说明会是与 2018 年度日本政府（文部科学

省）博士生奖学金项目面试选拔同一日程举办的，前

来参加面试的学生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约 200 名

来到了会场，向各日本大学的工作人员详细咨询了赴

日留学信息。

由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日本留学说明会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在北京工业大学、27 日（星期四）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28 日（星期五）在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先后举办，三所高校各约 140 名、25 名、60

名学生参加了说明会。

在这三场说明会上，日本驻华大使馆职员概要性

介绍了申请手续、奖学金等赴日留学信息，与会的日

本大学及机构先后登台介绍了各自大学的特色学科或

资助项目。与会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对赴日留学表现

出了极大的兴趣。

作为希平会秘书处，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

大力支持日本大学在中国开展校际交流活动。

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积极参加在中国各地

举办的说明会，力争为中国师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

的赴日留学信息。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交通大学站

日本留学说明会北京工业大学站、北京大学医学部站、
中国矿业大学站

北京工业大学会场

【参加大学・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4 月 26 日（星期三）北京工业大学 ：一桥大学、金泽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帝京大学、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

4 月 27 日（星期四）北京大学医学部 ：金泽大学、神户大学、九州大学、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

兴会

4 月 28 日（星期五）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帝京大学、上智大学、九州大学、日本科学

技术振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

【参加大学·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早稻田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法政大学、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丰桥技术科学大学、

熊本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一桥大学、冈山大学、金泽大学、筑波大学、帝京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名古屋大学、

日本学术振兴会（京都大学、广岛大学）、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资料出展 ：庆应义塾大学）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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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16 日（星期

二），“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in CHINA 2017”（主办 ：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国家

外国专家局）在上海市和杭州市举办。

在 13 日（星期六）的活动中，中日两国的大

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汇聚一堂，通过座谈会

和交流会的形式相互交换了意见。

在 14 日（星期日）召开的中日大学论坛的开

幕式上，主办方和与会嘉宾先后致开幕辞，北海

道大学的名和丰春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丁仲

礼校长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下午的分论坛环节，与会人员围绕着“大

学国际化与国际人才培养”、“大学的地区贡献”、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进行了分组讨论。

在论坛之后召开的展会上，45 所大学、团体

设置了展台，介绍了各自的特色学科或实施的项

目，很多有意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参加了此次活

动。JSPS 北京代表处也在会场设置了展台，宣传

了 JSPS 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in CHINA 2017

活动报告

活动预告
（2017 年 10 ～ 12 月）

交流平台

●  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沙龙＠北京代表处会议室

（17 日、北京）

●  第 10 届中日科学校长会议＠东北大学

（19-20 日、沈阳　※ 东北大学主办）

●  NSFC-CAS-JSPS 学术研讨会、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

● JSPS 主办　● 同学会活动　● 其它

周年庆典＠科技会堂（3 日、北京）

●  JSPS 中国同学会河南分会活动（7 日、郑州）

●  JSPS 中国同学会理事会・年会・研讨会＠贵阳大成精

舍酒店（11 日、贵州）

●  Family Meeting/Study Abroad Fair（18-19 日、 南 京　

※ 南京大学主办）

10月

11月

JARC-Net

面向拥有赴日经历的外国学者以及有意开展国

际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的数据库。

相关链接 ：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affiliated/

JSPS-Net

面向所有领域、所有地区的科研人员以及科研

支撑人员的社交网站。

相关链接 ：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plaza/jsps-n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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