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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迎來転機的中日環境合作

２．関于中國的循環型経済的実現政策

３．東北亜的循環資源跨國移動的現状

４．如何看待今后中日環境合作的方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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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今后中日環境合作方向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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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現在，中國政府正在制定以2006年至2010年

為目標期間的第11次５年計壤，其中，“循環型経

済” 的構築在其中将梺有重要的位置。1）

　　“循環型経済” 政策，可以説是一下子将一直

以來先進國家走過的一条 “面対環境問題──通過

采用一根管子型技術推進環境政策──経済社会的

緑化” 的階段性道路縮短的一種経済政策。擁有世

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正斗志昂揚地進行経済騰

飛，将作為發展中國家 “可持続發展戦略的新典範”
受到全世界的歓迎，而與此同時，也面臨着是否可

以解决日趨厳重的公害、自然環境悪化等等一係列

環境問題，以及為解决這類環境問題如何進行與隣

近國家在政策方面的相互調整、協調統一等許多有

待今后解决的課題。
　　中國在経済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環境問

題以及環境政策都正在發生着質的改変，中日環境

方面的合作也将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本文緊緊

囲繞 “循環型経済” 政策的出臺，展望進入新的階

段的今后之中日環境合作方向。

１．迎來転機的中日環境合作

　　中日環境合作是在90年代取得突破性進展。
転折点是1988年為紀念中日友好条約締結10周年，
設立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2） 的構想。特別是

90年代后期政府開發援助（即 ODA）的顕著發展。
対中貸款也従1995年的1414.3億日元増加到99年

度的1926.4億日元，約増長了1.4倍。而其中，環

境部門由原來的25.5億日元増加到1249.0億日元 ,

約増長了50倍。在1999年度的対中貸款総額中，
環境部門約梺65％。通過首脳外交分別実現了以

下幾項大規模援助工程：

　　①1997年橋本首相提案 initiative，《面向21世

紀中日環境協作》：中日環境開發模型都市

構想以及環境情報網絡配置計壤。
　　②1999年小瀏首相提案 initiative《中日緑化交

流基金会》的創建。
　　然而，中國飛速發展的経済及其所需要的援助

需求不断發生変化，而與些同時，日本的経済低迷，
財政状况，以及政治環境的変化等，使得 ODA 対

中方針發生了重大的変化。2001年10月的《対中

経済援助計壤書》中提出，今后的対中 ODA 将縮

小且有重点的選択援助対象。在這里，特別値得注

意的是，将環境保護及人材培養等作為重点援助領

域。3） 峇外，在参議院 ODA 調査団（2004. 8）提交

的報告中写道，今后応考慮是否停止対中貸款等等

対中 ODA 相関事項作了重要的評価。但是，当評

估環境 ODA 相関業績時，得出了這様的結論：即

対関係到整個地球的環境問題的対策是國際義務，
主要采取将我國的経験，知識及技術等有效利用等

技術援助的方式積極與中國合作，這是能垉得到國

民的理解及支持的。4）

　　在這種緊急的形勢下，対中環境協助急待發生

質的変化，反省其真正的存在価値。首先，中國所

面臨的環境問題渉及到很多方面，與其提高中國対

環境問題的処理能力，還不如正視那些日趨厳重的

環境問題。早就存在的公害問題暫且不説，車輛交

通政策，二枩笂，POPs 等化学物問題，沙塵暴問題，
黄河断流引起的水問題，酸性雨問題等，必須同時

采取相関応対策略。與其説是以日本現有的経済為

基礎的援助，倒不如将中日間必要的政策性調整作

為課題，共同探討解决方案。而這里就存在着循環

型経済構築等日本的対中援助等問題。

２．関于中國的循環型経済的実現政策

　　“循環型経済的構築” 是以2002年10月江沢民

主席（当時）的演講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國家政策

的重点。其后，在党的領導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

会，環境保護総局等政府機構，大学，研究機構等

都紛紛朝着循環型経済的確立高速邁進。在2004

年３月壘錦涛國家主席的演講中5） 提到，國家發展

的基本原理就是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実“以人為本，
全面，協調，可持続的發展観”。進一歩來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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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続的發展 “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実現経

済發展和人口，資源，経済相協調，堅持走生産發

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

代接一代地永続發展。” 更進一歩來説，温家宝総

理指出，“必須貫徹落実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

發展”，具体來説，包括 “有效推進資源的節約利用，
将重点放在循環型経済的建設上來。将資源的節約

利用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促進資源節約型社会的

建立。当前応積極推進煤，電力，石油，水資源的

節約利用，減少以及重要原材料消耗等。開展環保

型生産。分別在城市和農村建立廃棄物及可再生資

源的回收利用体係，提高資源的循環利用率以及無

公害処理率” 等重点問題。
　　2004年11月，中國産業協会代表雲集上海，
挙辧了中國循環型経済發展論壇，共同發表上海宣

言，6） 呼吁全中國推進循環型経済政策。並且，
2005年７月國務院發表了題為《関于加快循環型

経済發展的若幹意見》，7） 対政府機構相関工作提出

意見，明確提出循環型経済構築的相関政策框架，
在此基礎上，明確國家及地方政府機構的作用及政

策課題的当務之急，並提出要対全國各行各業進行

徹底地宣伝報道，啓發及培訓等方針。
　　由上述國務院文件我們可以明確的了解到循環

型経済政策的基本框架，而2005年10月中國共産

党第十六次中央委員会第五次会議的討論結菓則将

循環型経済政策所処的地位進一歩明確化，将循環

型経済政策提昇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本次会議還

将構築循環型経済作為建設小康社会的基本國策，
明確提出了以下幾項方針。開發與節約並重。節約

優先，資源消耗的降低及再利用，以及資源化等原

則。在此基礎上，使2010年人均 GDP 達到2000年

的２倍。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率，相対平均 GDP

将能源的消費総額減少到目前的20％左右。抑制

生態環境的継続悪化，有效改善目前耕地厳重減少

的現象。
　　日本的循環型社会政策的引進，與其説是為了

擺脱大量生産，消費，廃棄型社会，実現可持続發

展型社会的構想的必由之路，還不如説是因為廃棄

物品的最終処理場所的逼迫，非法哘棄等現象日趨

厳重，而廃品再利用等相対応的措施又遅遅不到位

等等一係列與現実迫切相関的環境問題，社会問題

等的存在，才出現了循環型社会政策。也就是説，
與中國 “循環型経済” 出現的社会背景有着明顕的

不同。在此特別値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循環型経済

政策，是旨在将経済政策，資源政策，環境政策結

合為一体的國家建設的基本政策。
　　國際社会歓迎形成這種循環型経済・社会的潮

流的産生，並此表示将在國際協調中推進這一政策

的実施。8） 2004年12月第７次日中韓三國環境大臣

会議公開声明，将共同推進3R的実施，2005年４月，
八國首脳会議中根据小泉首相的提議3 Rinitiative

在東京挙行，並達成了以世界範囲内的循環型社会

的形成及対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計壤等為主要内容的

《3 Rinitiative 内閣議長級会議匯総》。9） 而作為領先

國際潮流中國的循環型経済政策雖然基本上応受到

歓迎，然而，最近在東南亜地区，循環資源的國際

流通的現象急劇増加。我們応立足于環境保護的立

場対該現象提出厳峻的思考。上述内閣議長級会議

白皮書中除14～20条外，還指出対于那些対廃棄

物品管理能力低下的國家來説，循環資源的流動可

能会対其環境造成不利的影響。

３．東北亜的循環資源跨國移動的現状

　　地球資源的枯竭及制約，不能満足亜洲近年來

不断増長的資源需求，因此近年來，亜洲各國循環

型資源的進口総量急劇増加。図１和図２是我國塑

料和廃紙進出口動向示意図，塑料及廃紙是循環資

源的典型代表。
　　従図１我們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國対

東北亜的塑料出口量急劇増長。直到2004年中國

政府發現了対中國的不法出口而采取的禁止進口的

措施，対中國的出口量才減少。而峇一方面，経由

香港的出口量却劇増。
　　従図２我們可以看出，2001年起，対中國的

廃紙出口量急劇増長。同様，従鉄屑及銅屑的進出



【図１】循環資源跨國（地区）移動現状（塑料）
出自経済産業省回收再利用推進課資料（2005.6）

出処： 進口総量由財務省貿易統計，國内生産量由（社）塑料処理促進協会調査結菓
得出，有效利用貿易統計中塑料廃料（HS 碼3915）数値。

【図２】循環資源的跨國（地区）移動現状（廃紙）
出自経済産業省回收再利用推進課資料（2005.6）

出処： 出口総量由財務省貿易統計，國内生産量由（財）廃紙処理促進協会調査結菓
得出，有效利用貿易統計中廃紙（HS 碼4707）数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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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動向我們可以看出，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対中國

的出口量急増。
　　中國循環資源進出口量劇増的原因，可以帰結

于中國飛速發展的経済及由此産生対資源需求規模

的拡大。2003年中國 GDP 達到１億4170億美元，

居世界第６位。人均 GDP 是1100美元。随着中國

加入 WTO，中國的市場経済得到飛速的發展，現

在的中國不僅是 “世界工場”，更是 “世界市場”。
中國梺世界生鉄生産総量的30.8％（2003年），世

界粗鋼消費総量的26.6％（2003年），世界水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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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総量的39.9％（2002年），世界煤生産総量的

31.2％（2001年）。10）

　　在経済全球化的今天，日本作為資源回收的廃

家電制品，廃塑料類，廃紙類等作為中國的資源不

断出口，這種物資流通対國内循環資源的物質流通

量，甚至可以説是対國内建設循環型社会的各種政

策不容忽視的問題。11） 対于這種現実的問題，有人

説難道這不是公害出口嵎？也有人説将会減弱我國
4 4 4 4 4 4 4 4 4 4

為抑制廃棄物的産生強度
4 4 4 4 4 4 4 4 4 4 4

。而與此相反，還有一部

分人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在日本流通，消費的

像彩電之類的一部分家電産品，絶大多数早已経在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里設立工廠，在那里進行生産。
此時，如菓運用 EPR 原則的話，構築資源循環再

生係統不正応該完全置身于自由的國際市場嵎？

　　在当今國際間循環資源流通激増的潮流中，日

本的循環型社会形成政策與中國循環型経済政策相

互依存，抑制地球枯竭性資源的利用，有效削減環

境的重負，応朝着這一目標而共同努力。而問題是，
不可能一時之間看到事物發展的全過程。要保證中

國快速發展的近代化，工業化等所必需的資源，要

降低日本廃棄物的処理費用，追求這両者帯來的短

期利益而造成了現在國際循環資源流通等問題，就

很難実現可持続發展的地球社会的夢想。

４．如何看待今后中日環境合作的方式問

題

　　與経済実力日益増強的中國進行環境合作時，
必須将民間合作與経済交流相結合，同時發展両者

的平等合作。不僅僅依靠 ODA 組織的形式，還可

以通過除 ODA 機構外的其他政府間合作，包括有

效活化市場機制在内的民間交流，大学等研究機構

的共同研究，NGO 交流等各種渠道相互補充，共

同構成一個統一整体。這是極其重要的，特別是非

政府組織，包括促使貿易的發展等対循環型経済的

構築会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峇外，日本與中國共同処于同一環境共同体，
且経済社会相互依存。中國能垉解决日益厳重的環

境問題，実現可持続發展，這対于日本來説有着極

其重大的意義。不僅如此，這也是両國的共同利益，
甚至可以説是整個東北亜地区的共同利益。因此，
必須通過包括日本在内的整個東北亜地区的循環資

源，廃棄物品管理的共同構想以及各國相関目標方

案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來強化循環型経済政策中対

中合作的行動方針。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决

不是眼前短期利益的相互結合，而是着眼于長期共

同利益的。
　　峇一方面，従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我們応注意

的是，対于不断發展的東北亜地区的可持続發展的

成敗，國際社会給予了相当高的重視。因而 , 中日

韓三國在相関國家或國際組織等的協調下，采取共

通的政策或戦略以及走地区合作的道路的方式，実

現可持続發展，這也是対偉大的國際社会的一大貢

献。因此，中日環境合作，不僅僅是要充実両國間

的合作，更応朝着構築東北亜地区環境政策框架這

一方向共同努力，而循環型経済政策正是値得挑戦

的課題之一。

５．展望東北亜地区・地域環境政策框架

的構築

　　東北亜地区在暦史上有過各種各様的摩擦及対

立等等，但是，東北亜地区原本就是

　　自然条件，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千絲萬縷

的聯係，不僅如此，現在在経済上更是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因此，本着友好協商的原則，積極剋服

在環境，資源，能源，糧食等方面的制約，相互協

助，才能為実現東北亜地区的可持続發展而共同努

力，否則，将很難実現本地区的安定及發展。
　　東北亜地区由作為 OECD 成員國的日本，發

展中國家（G77＋中國）領頭羊的中國，以及従發

展中國家向 OECD 邁進的韓國組成，就像是一幅

世界縮略図。在認識到同属一個環境命運共同体12）

的基礎上，為解决内在的跨國界汚染問題及循環型

経済政策的課題而協調推進地球環境政策的実施的

話，則是在継地球首脳会議后囲繞可持続發展所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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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利害的多極化及其錯綜復雑的構造的討論中対

地球社会最有利的回答，或許還将成為典型的楷模。
　　然而，到底応如何構築東北亜地区環境政策的

基本框架廢？放眼整個國際社会，我們可以参照波

羅的海沿岸的地区環境政策。之所以可以以該地区

作為東北亜地区的模型，是因為両地区有以下２個

共同点：13）

　　①都面臨着酸性雨，海洋環境問題等跨國界汚

染問題。
　　②都是由経済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共同組成。

特別是冷戦時代中分属東西陣営的國家構成。
　　但是，我們在学習波羅的海沿岸地区的経験的

同時，也応看到両地区的不同特点。最突出的就是，
両地区現有的政治状况不同。波羅的海地区以欧盟

的統一為目標，共同朝着政治経済一体化飛速發展。
而東北亜地区一直存在着安全保障上的問題，領土

問題以及暦史認識問題等等政治上的障碍。要剋服

這種分愡，可以借簽波羅的海沿岸地区在七八十年

代采取的措施，這里就不作具体説明了。
　　這里特別値得我們学習的是，波羅的海沿岸地

区的海洋環境問題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経済対决処

于頂峰的1970～1980年代，首先，各國就波羅的

海環境問題為達成一致共識而建立共同的検索係

統，積極促進統計数据及信息資源的共享，以此強

化科学研究的基礎。同時，預先制定了以綜合性政

策框架為内容的《赫尓辛基条約》，形成了地区一

体化這一解决的基礎。在鞏固這一基礎的基礎之上，
由各國自行采取各種具体的政策及実施辧法，波羅

的海地区委員会領導制定各國間波羅的海環境改善

的共同政策目標，籌壤地区環境戦略，積極開展行

動方案的制定，共同推進國際政策的前進及管理。
並且積極引進政策框架及其相関的資金機制，形成

國家，自治体，民間，NGO 間多種形式的國際網

絡等等，重点推進地区環境政策体係的形成。
　　現在，対于中國循環型経済政策的実施，我國

応采取積極的対策。向中國伝授相関法律法規，資

源回收技術，分類回收法，人材培養等経験早已在

進行中。但同時，当務之急是緊緊囲繞包括其他隣

近國家在内的長期資源物質循環問題，抑制東北亜

整体対天然資源的依頼程度，降低環境重負等，為

実現可持続發展而采取相関的地区戦略及地区環境

政策並付諸実践。

 （蘭亭　訳，櫻井美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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