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SPS 北 京 代 表 处 成 立 十 周 年 纪 念 庆 典 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五）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

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横井裕、日本学术振

兴会安西祐一郎理事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

委员会曹卫洲副主任委员、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

司亚非处姜小平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刘丛强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李寅副局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刘影翔处

长等来自中日政府机构、大学、JSPS 中国同学会

的约 200 位嘉宾参加了此次庆典。

庆典活动由 JSPS 北京代表处的藤田明子副

所长担任司仪，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安西祐一郎理

事长回顾了 JSPS 与中国各政府机构、大学之间

的合作交流历程，向各界人士给予的支持与协助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横井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刘丛强副主

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李寅副局长先后发

表了贺辞。

此次庆典邀请了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科维理数物宇宙研究机构副主任、事务部长春山

富义教授发表了关于“世界顶级研究基地项目

（WPI）”的主旨演讲。春山教授介绍了科维理数

物宇宙研究机构成立 10 年来的科研成果，并且阐

述了未来 20 年、100 年的奋斗目标。

庆典晚宴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

的王庆林副部长致祝酒辞。JSPS 北京代表处首任

首席代表、现任 JSPS 人员交流科的山口英幸科

长回顾了北京代表处成立之初的往事，向各界人

士表示了衷心的感谢。JSPS 中国同学会会员、海

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的张玉苍院长代表同学会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纪念庆典

事業報告

横井大使（左）与安西理事长（右）

横井大使致辞

安西理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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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表示同学会今后将继续与北京代表处开展

交流合作。最后，JSPS 北京代表处的广田薰所长

致闭幕辞，对与会的各界嘉宾表示了感谢，并且

表示 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为搭建中日学

术交流的平台而不懈努力。

此次庆典活动获得了日本外务省认定，成为

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40 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春山副主任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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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3 日（五），NSFC-CAS-

JSPS 学 术 研 讨 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ront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NSFC-CAS-JSPS 学

术研讨会由 JSPS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NSFC）、中国科学院（CAS）自 2013 年

以来每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五届。本届研

讨会还与 The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cs（IWACIII 2017）（11 月

2 日（四）～ 5 日（日））共同举办，约 180

位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开幕式上，JSPS 北京代表处所长广田

薰致开幕辞，北京理工大学龙腾校长助理、

NSFC 国际合作局亚非及国际组织处张永涛

处长、CAS 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张世专处长、

JSPS 安西祐一郎理事长、北京自动化学会戴

亚平副理事长先后发表了致辞，广田薰所长

还介绍了 JSPS 实施的各类国际交流项目。

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日方 5 位（后述）、

中 方 6 位 共 11 位 学 者 围 绕 着“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cs”发表了演讲。

在上午的会程中，东京工业大学的长谷

川修副教授介绍了人工智能软件，东京工业

大学的小野功副教授介绍了新干线车体设计

黑箱优化问题。

在下午的会程中，南方科技大学的石渕

久生教授介绍了多目标优化问题中的热点问

题，千叶大学的川本一彦副教授介绍了使用

电脑进行影像分析的最新成果，关西大学的

林勋教授介绍了如何让电脑做出“温和”决

NSFC-CAS-JSPS 学术研讨会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ront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F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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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理事长致辞

广田所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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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机构·姓名 演讲题目

东京工业大学　副教授
长谷川修（HASEGAWA Osamu）

SOYINN-An Artificial Brain for Intelligent Agents

中国地质大学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东京工科大学  教授
佘锦华（SHE Jinhua）

Design of a Bilaterally Asymmetric Pedaling Machine and its Measuring 
System for Medical Rehabilitation

东京工业大学　副教授
小野功（ONO Isao）

Evolution Computation for Large-Scale Black-Box Optimization

大连民族大学　教授
许小可（XU Xiaoke）

Min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Big Data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阿尔伯塔大学　教授
Witold Pedrycz

Linkage Discovery: Bidirectional and Multidirectional Associative 
Memories and Information Granules

清华大学　教授
孙富春（SUN Fuchun）

Sensing and Processing of Spatial-temporal Data for Robot 
Dexterous Operations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石渕久生（ISHIBUCHI Hisao）

Hot Research Topics in Evolutionary Many-Objective Optimization

千叶大学　副教授
川本一彦（KAWAMOTO Kazuhiko）

Vision with Deep Learning for Data Assimilation

关西大学　教授
林勋（HAYASHI Isao）

Data Science of “Shinayakana” Decision o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清华大学　教授
王凌（WANG Ling）

Data-Driven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教授
程代展（CHENG Daizhan）

On Game Theoretic Control

☆演讲人名单

定的方法。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参加了 JSPS

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纪念庆典活动，增进

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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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1 日（六），JSPS 中国同学会 2017

年理事会・年会・研讨会在贵阳大成精舍酒店举办。

由于 JSPS 中国同学会会长孔德新教授因病缺席会

议，当天上午召开的理事会由 JSPS 中国同学会副会长、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范作冰教授主持，与会的 3 位副

会长、分会会长共同总结了 2017 年度的活动报告并且

探讨了 2018 年度的活动计划。

在理事会之后召开的年会上，范作冰副会长和

JSPS 北京代表处的广田所长先后致辞，JSPS“桥”项

目研究员、JSPS 中国同学会上海分会会长、华东师范

大学的杨彪教授发表了演讲，介绍了参加“桥”项目的

心得体会以及由此开展的中日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获得的

研究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 13 位会员出席了年会，就

同学会今后的活动方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下午的研讨会由 JSPS 中国同学会副会长、贵州大

学的文晓鹏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中日各 1 位学者发

表了演讲。东京工业大学地球生命研究所事务部主任

樱井隆教授发表了题为“太阳的变化与地球环境”的

演讲，介绍了太阳的变化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影响。浙

江大学副书记郑强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

现状与未来”的演讲，概要性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

现状以及自身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努力。

两位教授的演讲精彩绝伦，到场的约 200 位贵州大学

师生不断地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同学会的年会和研讨会为不同领域并且分处各地

的同学会会员提供了交流了平台，会员们藉此机会可

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友谊。

JSPS 中国同学会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拥

有会员约 1,300 名，是各国 JSPS 同学会中规模庞大

的分支机构。JSPS 北京代表处今后将继续积极支持同

学会开展各项工作，协助同学会搭建会员交流的平台，

欢迎各位会员踊跃参加同学会的各项活动。

JSPS 中国同学会 2017 年理事会・年会・研讨会

事業報告

理事会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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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7 日（ 二 ）， 由 在 华 日 本 学

者组成的“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主办的沙龙在

由 JSPS 中国同学会会员河南农业大学杨喜

田教授发起、河南省生态学会及河南农业大学承

办的“退化生态系统生态恢复理论与实践”学术

研讨会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二）在河南中州国

际饭店成功举办。

会议得到了河南省生态学会以及河南农业大

学的大力支持，会议由河南省生态学会秘书长、

河南农业大学赵勇教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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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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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日本信州大学的山寺喜成教授数十年致力

于中日共同研究特别是对中国青年研究人员的培

养与提携。会上山寺喜成教授作了题为“日本的

山地防灾新举措”的演讲，并表示对羽翼丰满展

翅翱翔的中国科研人员的成长感到非常欣慰，同

时也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给与了中肯的建议和

热情的期待。

专程前来参会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徐礼根

JSPS 北京代表处召开，约 15 位日本学者出席了

活动。

此次沙龙邀请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秘上田智

一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法政大学教授

田嶋淳子女士发表了演讲。上田先生介绍了目前

中日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现状以及最近的主要话题，

田嶋教授介绍了通过在中国的研究生活感受到的

中国社会的变化与收获的经验。

演讲结束后，与会的学者们围绕着演讲内容

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副教授作了题为“大型高陡山体水泥锚喷边坡植

被重建”的演讲，介绍了自己在借鉴日本成功经

验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十几年的

开拓创新使道路工程荒坡成功复绿的经典实例。

同时也对以山寺喜成教授为代表的日本荒坡治理

专家对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与提携、对中日交流

发展的莫大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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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沙龙

JSPS 中国同学会河南分会活动

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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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報告

2017 年 10 月 20 日（五），日中韩前瞻

项目启动会议在杭州召开，JSPS 北京代表

处的国际交流项目官员内堀大地出席了此次

会议。

会议上，浙江大学的田梅教授介绍了该

项目的实施宗旨与概要。共同运营该项目的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柴

之芳院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国际

交流项目官员内堀大地、韩国研究财团（NRF）

北京代表处的李庆雨分别代表各自的机构发

表了致辞。

与会的各国学者围绕着目前的科研体制

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约 2 个小时的交流，在接

下来的约 1 个小时的小组讨论中还共同商讨

了今后一年的活动计划。

2017 年 10 月 19 日（四）～ 21 日（六），

JSPS 北京代表处所长广田薰出席了在东北大

学举办的第 10 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机遇、挑战与未来

进行探讨，展望中日大学发展前景”，会议期

间还相应举办了学生论坛。

第 11 届论坛计划于两年后的 2019 年在

早稻田大学举办。

第 10 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

日中韩前瞻项目启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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