桟廠蛍怏基夘

Gregory Chow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劉院士，

這很快。 峇外経済上看來效菓特別明顕， 因為

劉院士剛才弸談到長江三峡的大工程的事情，

它的發電量很大， 大約是 1800 萬千瓦的装機，

廰説対環境的影響是一個 uncertainty 的事情。

發電量很大， 現在的效菓來看大概５年就可以

我想在這里補充幾句， 我対這個問題完全不太

把全部的投資 2000 億差不多都收回來，靠這個

了解， 在美國有很多人批評中國的這個大工程

電就可以收回來了。 但是負效応現在不確定，

対環境是壊的，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請教過工学

不確定是因為研究工作対它做得還不垉深入，

院的有些専家， 尤其是一些中國朋友， 他們也

過去有過争論， 很多環境生態学家反対上這個

研究了這些問題， 我跟他們談過， 后來我在中

工程， 而且従安全上也有人反対， 一直到現在

國、 我算是中國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顧問， 所以

還是有人反対，（尽管） 不是説很多。但是這個

我有時候來中國和圦自然科学的人也談過， 結

是國家决策， 以后反対的人也没有辧法， 但総

菓没有結論， 我在我的書里説我対這個問題不

的看這個工程我們応該対它一分為二。 后面一

敢説話，我有一個 chapter 就是談環境的，但是

項， 就是 uncertain， 我想主要是因為没有研究

這個問題上我不敢説話。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清楚， 因為肯定至少対魚類是有影響。 峇外我

剛才弸説 uncertain 有両部分，一部分就是説現

是９月 20 號剛剛従三峡走船閘下來，世界上最

在在中國現在已経做成了， 是不是， 在没有做

大的船閘， 100 多米， 都是萬噸大船 （隊） 従

成以前在中國 （如何） 討論這個問題， 請廰給

上游到下游， 我坐了一下， ５個小時， ３到５

我們解釈一下。 第二， 到現在已経做成了， 已

個小時， 才下來， 很不方便的， 廰要爬上去，

経發電了， 現在中國還有没有人在做什麼討論

翻過俔， 再従俔上下來， 是很不方便的。 過去

的工作， 我想請廰指教。

我們称為 golden water way， 就是黄金水道， 現

劉昌明

謝謝。関于三峡問題我也簡単説一下。

在圦了個這麼大的水俔， 要耽誤一些時間。 但

這個是孫逸仙、 就是孫中山 20 年代提出的， 后

是怎麼説它還是有好処的， 廰圦了這個俔水深

來58 年毛沢東提出，中國的伝統就是要圦一些

増加了， 萬噸大船 （隊） 可以直達重慶， 甚至

大的事情， 像長城、 大運河， 這一直是一個文

是更大一点噸位的船， 可以運很多的貨， 当然

化伝統， 現在還在圦南水北調， 也批准了， 那

現在公路發達了， 這個意思不大， 有人説。 所

也是世界上的大工程。 這些工程現在來看対自

以這個事情都是有好有弊， 我很難説。 但是很

然環境有很大影響。 但是話又説回來， 我覚得

多推論有多大的影響， 特別是従地質方面的影

像毛沢東的一句話講的，事物総是一分為二的，

響， 因為地質上的調査不可能做得很細， 峇外

有它積極的方面就一定有它消極的方面， 而且

山坡泥石流， 泥沙的淤積問題， 這些問題的話

不可避免地有消極的方面。 但是主要看它積極

現在的模型試験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実， 廰包括

的方面在幤里，是積極方面大還是消極方面大。

它的水位是不是平的， 因為三峡是一個河谷型

従長江工程來看，三峡原來計壤是在 2009 年全

的大水庫， 庫容有 3、 400 億 （立方米）， 很長，

部建成， 現在已経加快了速度， 在2007 年就可

幾百公里長， 這幾百公里的水是不是按照一般

以全部建成， 説明中國人要是圦土木大概没什

的水動方程能算出來一個剖面形状， 好些問題

麼問題， 因為過去修過長城， 修過運河， 所以

我認為還是不確定的， 還在不断的研究中，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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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至于移民問題，現在 100 多萬移民基本上 （我

其実城市化、 経済的發展是一個真正的解决環

這次去看了） 都住在新房子， 形成了很多小的

境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機制。 謝謝。

城市。 剛才談到這個地理亶， 這個城市地理我

劉昌明

看了以后覚得有很大的関係， 過去我們知道美

多個内容， 其実也包括体制之外的政策， 経済

國有一個 central space 的理論， 当然中國研究

的 一 些 框 架， 市 場， 等 等 這 些 問 題 是 属 于

者現在更多的是考慮發展城市化。 所以我們研

institutional framework，在中國這個問題我覚得

究自然科学， 圦環境， 不能完全脱離這個社会

比較落后，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們作水資源工

経済，我們必須和社会経済密切結合思考問題，

作， 我就挙我這個専業的例子， 当然我対其他

這様的話最后才能対國家有貢献。 我就講這一

学科也很感興趣， 我也是在作思考。 我記得我

点， 謝謝。

們在 80 年代和美國國際糧食研究所合作，他們

Lu Ding

我想做一点評論，就是中國的環境問

専門圦水， 我説我也是圦水， 好， 我們就坐在

題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厳重的， 而且中國的

一 起 一 談， 才 發 現 很 不 一 様， 他 們 就 強 調

北京政府、 中央政府非常重視， 但是我現在有

institutional， 就是水費怎麼征收， 農民会議怎

一点擔心， 由于中央决策当局基本上是技術官

麼開， 農民怎麼参加這個水管理， 那麼現在可

僚体制，而且伝統是用中央計壤來解决問題的。

以這麼説亶， 我是挙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説明

昨天 Richard Baum 教授也講到了，這是一個大

我們認識体制問題在過去是很薄弱的， 也許在

拇指和 （峇外） 四個手指的関係， 剛才藤田教

我們國家這個権力比較集中， 可能当時的老百

授已経講了， 可能整個機制中缺乏地方的積極

姓不考慮這些問題。 但是現在随着民主化的過

性， 従下而上的努力， 這個中間其実是需要有

程， 体制上也分不開。 所以昨天的会和今天的

一套機制、 一套 institution 來安排各方面的動

会雖然是談環境的， 環境離不開社会， 社会学

力， incentive， 従経済学的角度講， 剛才定方

的很多問題会跟環境是有関的， 所以廰提的這

教授就講到， 工地的悲劇的問題， 就是整個中

個問題就是関于体制方面的考慮， 甚至包括政

國的環境生態問題就是一個工地的悲劇， 我覚

体的考慮， 這些問題中國是在変化之中， 而且

得剛才大家有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討論， 但是

現在人們的意識在増加， 現在的話包括我們在

廰們都没有談到現在中國的水資源利用到底是

很多項目里頭考慮婦女、考慮政策、考慮経済、

怎様一個価格機制， 汚染的排放是有一個怎様

不是純粹地像過去以事論事， 圦科研就是圦科

的体制上的安排， 有没有一種汚染権的市場，

研， 現在很注意各個方面的 institutions， 我覚

很多、通常人們認為市場化是造成汚染的問題，

得是在一個過程中，但是応該説現在還不完善，

其実很多問題是可以通過市場化來解决的， 工

特別是群衆参與方面的話， 現在國内很強調群

地的悲劇的最終解决其実要靠一個所有権的更

衆参與， 但是作的如何我認為還有待提高。

好的明晰化才能垉解决的問題。 所以我想象中

張琢

國的環境生態的問題過多地用這種技術官僚的

請問劉院士， 廰剛才講到南水北調的中綫将要

中央計壤的角度、 根据千百年來的伝統就是説

従三峡調水， 以前好像是丹江口， 原來已経預

亜細亜的方式來解决問題， 没有従市場化的角

留了調水的基礎， 后來延伸到山峡， 等長江三

度來解决問題， 那麼我覚得這需要有一種体制

峡完成以后， 利用三峡水庫将來可以提供更多

上的創新， 才能垉解决這個問題， 剛才吉野教

的供水量。 原來好像有一個方案是説従湖北的

授也講了， 沙漠化主要的根源是來自這種農牧

梍河水庫進入漢江， 這様上去， 今年夏天我們

業的過度發展而不是工業化的發展， 所以我想

去訪問了長江三峡建設委員会郭樹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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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三峡、武漢的環境問題提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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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講到将來也可能、在三峡水庫完成以后，

的汚染控制区， 一個是酸雨控制区， 因為我当

水面提高了，従重慶方面 （原來的四川省），従

時参加了武漢市的這様一個規壤， 控制区有很

開県穿過秦嶺， 這様進入渭河， 解决関中地区

厳格的標准， 到了某個噸位廰的鍋炉就不能生

的用水， 好像陜西積極性非常高。 這様的問題

産了， 因為它分配到毎一個省市的量是有一定

已経進入到実施的過程中了， 峇外剛才関于三

的。 所以据我了解的情况這個執行得還是比較

峡的環境問題， 我当時也提到這些問題， 据説

厳格的。 所以我的報告里也提到的， 作為武漢

一個問題就是它首先是防洪， 防洪就是解决了

市酸雨的出現頻率逐漸在減少，這是結菓之一。

一個大的環境問題。 像 98 年那様的大洪水， 如

定方

菓在三峡工程完工以后， 它可以解决百年一遇

准， 有着很厳格的標准。 但問題是没有怎麼得

的大洪水的問題。 這当然就是一個巨大的環境

到厳格遵守。 因此中國政府也采取， 所謂的罰

效益。 峇外長江中上游的防護林， 対減少長江

款亶， 排出費。 比如采取排出１公斤 SO2 時，

的泥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説我看的報紙上

征收罰款的辧法。 能感覚到那在一定程度上開

的報道， 這次三峡蓄水以后， 跟三峡建成以前

始有效地産生作用。 也就是説， 到現在為止，

的水質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三級水， 廰剛才講

所謂的排出費罰款是１公斤 SO2 要0.2 元，換算

到的五級水里面的三級， 這個情况看來環境総

成日元是３日元， 相対采用脱硫装置， 脱離１

的講正朝有利的方面、 優化方面的影響， 主要

公斤的 SO2 要化費 40 日元。因為要花費10 倍以

還不是負面的影響。 峇外対湖北的問題……。

上的資金， 所以以前誰都不采用脱硫装置。 最

劉昌明

主席，我想簡単回答一下剛才的問題，

近在大城市罰款変得非常貴， 聴説在北京已変

就是現在調水的方案 （討論） 非常活躍， 不是

成５倍左右。 但峇一方面， 脱硫装置的価格変

現在， 50 年曽経説調水 5000 億， 開河１萬里，

得非常的便宜。 比如説日本的脱硫装置在世界

這個就是中科院圦了西綫南水北調隊，有50 個

上是最貴的， 但只要花費它的三分之一就可以

路綫選択， 最后確定下來現在這個様子。 然后

制作脱硫装置，因為這様還不如装配脱硫装置，

廰現在説的三峡， 有小江方案， 大寧河方案，

結菓最近在中國的發電廠， 出現脱硫装置開始

方案很多， 都是在研究之中。 但是都是為了把

得到普及的状况。

南水北調這個工程做得更好一些， 提了一些好

時殷弘

的主意， 現在都没有完全定， 但是國家対南水

礎可以説是科学家，特別是環境科学家的調査、

北調是已経批准了的。

研究、 建議設計， 解决本身取决于公共政策，

Maclean

Thank you very much. I noticed in one

也可以説環境問題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一個政治

of the presentation that worsening acid rain was

决定。 我想請教在座的中國的科学家， 能不能

mentioned. And I wondered if the rules on carbon

（対） 像我在中國圦國際政治的 （這様的人士），

dioxide emissions and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非常篭統地根据廰們的感覚経験，（認為） 一般

from power stations are strict enough, whether the

來説在中國在生態環境解决的最篭統的政策决

old polluting power stations are being fazed out

策層是怎様的， 就是説従科学家的建議到政策

quickly enough, and whether, if the rules are

决定， 特別是在這個背景中， 科学家有時候会

correct, at the national level, are they being

有所分愡， 同時従社会環境考慮的問題有的時

enforced toughly enough at local level?

候跟這個國家的経済發展的需要、 人們経済發

卍南聖

這個方面我有一些了解。 因為我們國

展的需要会有緊張， 会有衝突， 在這様的一種

家正在執行両個区域的控制， 一個是二枩化硫

復雑的環境当中， 一般的决策過程是怎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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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改善或者解决生態環境問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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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就是廰們認為目前的决策過程当中還有什

済増長， GDP 雖然可能， 但與到現在為止和日

麼主要的弊端， 是不是還有這様的情况， 一方

本、 美國同様的経済成長方法， 已経絶対不可

面有的時候政治决策者在廰們的観点看來他們

能。 這是因為如前所述的資源的枯渇， 地球規

過多地考慮了経済發展的問題， 國家安定的問

模的環境破壊的原因。 這不但指中國， 而是全

題， 或者同時也有一種情况， 就是在科学家里

世界不能進行發展。

面有的時候会産生一種， 我本行的事情我看得

周星

最重要， 然后其他的因素就像劉院士講的， 一

提到了体制的問題， 我自己在甘粛省定西地区

分為二看得不垉。 謝謝。

做過調査， 那個地方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区， 也

高玉葆

我就談一両句。 我感覚到現在這個渠

是最幹旱的地区。 那個地方有聯合國和当地政

道還是比較暢通的， 我本人也是一名全國政協

府的合作項目叫 “小流域治理”。還有当地政府

委員。 所以毎年全國政協開会我們有科技組，

想出來的一個辧法叫 “一二一集水工程”，就是

有経済組， 教育組， 這幾個組都是科学家集中

把雨水尽可能地節省使用， 旡水窖， 不譲水滲

的地方， 我們可以通過政協的這個渠道向上反

下去或者跟着洪水流走， 把水泥舗成很薄的地

映問題， 影響当局的决策。 已経感覚到這個决

面硬化， 幤怕一滴一点的水都把它收集起來蔵

策是在受科学家的影響。 峇一種渠道就是我們

在地窖里面， 然后以這個水為基礎發展庭院経

的課題的研究成菓可以通過科技部、 國家計経

済。据説在解决当地的貧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委、 教育部來形成一個决策， 所以現在我感覚

我提這個問題是想説， 確実國家有很多大的項

到這両個方面都在起作用。

目， 但是没有基層， 來自草根的來自民間的，

一般発言者

我想這大概会成為下午的会議的

來自従下往上的這様一種配合的話， 我想那些

問題。 雖然有假如中國経済毎年増長７％， 終

很大的項目会譲人擔心， 覚得会不会落空。 所

有一天会超過美國経済的説法。 但従環境問題

以我想請教宋先生， 弸対這個小流域治理的地

來看，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雖然在環境問題上

方上産生的這些很土的辧法是怎麼看的， 在廰

進行着各種各様的努力， 但究竟有多大的制約

們的很大的國家項目里面対基層的這些末梢的

作用。 我想向各位専家請教成長是否会継続下

在厳峻生態環境下能垉做一些改善或者是一些

去 ？ 比如電力消費量， 和日本的個人平均電力

努力是怎麼評価的， 和廰們的項目有没有接軌

消費相比， 中國的消費量是 17 ％， １成， 数個

的地方， 這是第一点。 第二個剛才吉野教授講

百分点， 與日本人的比較中國的電力需求増長

到了在西北地区有少数民族的問題， 我有限的

的話， 需要相当于全日本的發電量。 雖然説三

知識知道像在西北的絲綢之路的緑洲上， 那些

峡水庫是個大問題。 1880 萬千瓦比九州電力還

少数民族関于水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上的很多理

小。 因此假如需要増長１成的話， 不建造10 幾

念， 那麼這些理念， 把它拡大一点， 像回族、

個水庫就不行。１年中。這種事情菓真可能嵎？

很多穆斯林在西部地区， 包括当地的漢人他們

我認為有很大的問題。 環境問題的専家是需要

利用水的這些伝統的技術， 在民間智慧的這個

向経済専家施加制約。 現在的経済不断増長的

層面是非常節約的， 非常合理的， 這個部分不

話， 環境問題成為其他的争論， 是否有点不合

暁得廰們科学家 （是如何） 重視、如何看待的，

適， 怎麼様 ？

謝謝。

定方

我的専業雖然不是経済， 但認為７％是

劉昌明 我看這個問題宋献方先生回答不合適，

可能的。但就如前面我所述説的，有一個条件，

因為我是一二一工程的科学家， 我是参與這個

隧道路径。 如企図在不普破壊経済的状况下経

事的。 甘粛定西 （的 “一二一” 工程指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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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愛知大学的周星。剛才幾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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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平方米的集水面積、両個水窖、一畝庭院。

的利益， 因為 （上遊） 山区有水就有経済， 有

這是一個為 125 萬人、 25 萬戸解决了飲用水困

経済就能發展，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難的工程。 這個 （工程） 是由政府、 省長公款

也就是説原來 Kayane 先生在京都会議上提出

（興辧的）， 就是公家撥款， 同時還有捐助 （省

來了一個、 以前三月嚴跟我談過， 我們環境問

長 1000 元、 庁長 500 元， 処長 200 元） 這様圦

題応該是日語講的話叫 “住民型参加”，就是説

起來的群衆工程。 実際上解决了 100 多萬人畜

環境問題最終落侫点， 如菓大衆不参加的話，

的用水問題。 這個成績很大， 我覚得在我們國

就很難解决問題。

家三峡花那麼多銭， 就是没有銭圦這個， 但是

一般 我是金沢大学 21 世紀工程的据点負責人

就要靠群衆。 這是一個経済体制的問題， 是一

早川。 我們的題目是環日本海的環境計測與其

個社会学的問題， 我認為応該和経済学問題結

的長期短期変動預測。 也就是説， 是自然科学

合起來討論， 当然我們不能説這個是 （単靠）

人員的匯合。 今天的話題在此意義上包含着政

我們科学家能解决的， 因為這是和領導行為有

治経済， 能垉譲我們領教活躍的話題， 非常感

関， 跟省長、 它的地委書記很有関係， 他們在

謝。 在此， 今天的話題我認為是以中國内的水

幇助群衆發動這個事情。 我認為我解釈比較合

環境為中心的環境問題。譲我従我的角度來説，

適一些， 因為我対這個問題比較了解， 也写過

稍微全球化地思考一下， 這個地区当然也包括

文章。中國把水利工程局限在修水庫、開運河、

俄羅斯、 韓國， 人口在世界上最多， 然后経済

水力發電這様一些事情上， 但像這個工程算什

産業爆發性地發展着。 同時也排放出多種化学

麼廢？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微型水利，就是 micro

物質。 它們進行混合， 対環境変動、 気象変動

hydro project， 這個是靠群衆來籌辧的，有政府

及生態係統等可能已経産生影響。 従此意思來

支持的， 基本上是集資形式。 宋先生還可以補

説， 也許這種問題雖然具備所有係数的地区，

充， 我就把這件事説清楚。

地球廣大， 但也只有此地区。 因此対環境科学

宋献方

我簡単説両句， 因為我也不太清楚，

人員來説， 正式成為最受人注意的地区。 今天

剛才劉院士説的有些情况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

聴了各位的演講， 我認為可以説在自然科学的

我感覚， 我剛才没有強調這個問題， 実際上環

方面， 在没有基礎性分析数据的形式下進行的

境保護対中國來説最難的是大衆意識， 也就是

討論較多。 我希望一定要在掌握此方面的基礎

説対中國來説， 科学家有很好的建議， 政府有

上， 與包括政治経済的社会科学性的方面相結

很好的政策，但是往往到了下面就執行不起來。

合， 而実現發展。 在此意思上雖然我們也会進

假如説剛才提到的這個環境汚染、排汚的問題，

行努力， 但也敬請愛知大学努力。

実際上従法律上講都很健全的， 但是実際上在

一般

執行過程中往往由于監督体制的不太健全， 没

境問題很関心， 所以尽可能地進行報道。 即使

有完全按照法令規定來做， 包括這個水的問題

従日中関係的視角來看， 環境方面的協力也是

也是這様的，我們現在在作北京附近的（研究），

非常成功的。 定方先生與清華大学的工程等也

対北京來説密雲水庫是北京的命根子， 那麼上

曽経報道過。 但是劉先生先前在中國的環境政

游修了好多小的水庫， 這是什麼問題廢 ？ 実際

策中叙述的数据的公開度， 情報公開。 然后是

上従大的國家政策上來説是要重点保護密雲水

政策的徹底。 在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対策的状况

庫的， 可現在密雲水庫的水毎年都在減， 就是

下， 我想很難較好地得到執行。 在此之中， 火

説入水庫的量很少， 為什麼廢 ？ 因為上游修了

箭、 載人飛船得到了成功。 然后在一部分人中

好多小水庫， 修這些小水庫就是為了自己地方

出現了， 如菓這様幹， 是不是減少 ODA 這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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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共同通信社外信部的森。 因為対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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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 各位與環境相関的専家坦率地説是一

渉性的話題。 従此観点來説， 此外再加一点，

種怎様的認識 ？ 我以為認為必須向環境投入更

也正是那個綜合性観点。 但是， 説在環境的研

多資金的人較多。 因為我不会写在報紙上， 所

究或者環境的政策中重要， 正是従此綜合性的

以請告訴我。

観点來説的。 這次的火箭發射花費了巨額的資

劉昌明

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 因為渉及到日

金。 如菓将那資金用于夲性土壌的改良或防止

本対中國的一些関係和看法， 中國是一個發展

酸性雨的脱硫装置的設置等， 恐怕可以大致解

中國家， 現在並没有変， 当然很多在座的日本

决夲性土壌的問題。 此外， 粗略計算一下， 酸

朋友到中國去了很多地方， 看的確実是毎一個

性雨也可以減少到現在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説，

城鎮修了很多房子， 但是我認為這些東西会有

我認為従幤個重要的観点來説， 那麼多的銭如

泡沫的可能。 這是我擔心的， 並不是説已経發

菓用于火箭的發射， 還不如用于環境， 応該用

生。 最大的問題是三農問題， 中國的三農問題

于中國現在最緊急的環境問題的解决。

没有很好的解决， 所謂的三農， 指的是農民、

周立群

農村、 農業， 這是非常大的差距， 当然中國有

一個擔心， 擔心中國的環境生態今后若幹年里

30 多個100 萬以上的城市， 郷鎮有18000 多個，

的厳峻性，我作為一個経済学者 （認為），今后

但是廰要離開郷鎮到農村去看的話， 還是非常

十年中國可能依然還是処于一個高速發展的時

貧苦的。 我們還有6000 萬人没有脱貧， 没有完

期， 其中至少有三個因素対環境和生態的治理

全解决温飽問題， 所以這個差距很大很大， 城

実際上是存在矛盾的。 第一個是它要保持持続

郷的差距不像日本基本上没有， 農民和工人的

的較高的増長速度和増長率， 第二個中國有大

差距在日本没有， 在中國還存在。 城市人口和

批的人口要解决他們的就業問題，第三個問題，

農村人口的差距還存在， 所以説中國還不能説

由于大批的人口要従農村游離出來， 集中到小

是一個先進的國家， 還在發展之中， 当然這個

的城鎮， 因此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與生態環境的

發展的速度很快， 也可能改変会很快。 但是我

保護実際上是存在矛盾的。 而這個巨大的人口

們載人航天飛船上天， 這是科学技術的一個發

圧力和増長圧力実際上対環境問題的解决帯來

展， 我認為中國人、 昨天我們説過中國的儒家

很大的衝撃，因此我対整体前景並不是很楽観，

思想， 中國人是不会拿這個作武器， 發展什麼

恐怕将來在這方面， 無論在政策上、 在制度的

軍事去侵略別的國家，而確実是希望在科学上，

設計上， 中國還需要有比較大的力度， 我不期

就像修長城、 修運河、 修三峡， 一様的想法，

待着十年以后中國在経済上高速地増長了， 這

想做一点大的事情而已， 這様不応該引起日本

個國家也富強了， 可同時這個國家在生態和環

対中國的援助 （問題），我認為過去日本対中國

境上已経変成了一個專夐箱， 我想在座的日本

的援助很多研究、 共同研究対中國的幇助是很

朋友也不想它的隣國在今后若幹年里経済快速

大的， 這里也要感謝日本的友好人士対中國的

發展了， 同時環境也厳重汚染了， 是一個很臓

支持。

的國家， 我想也不会希望是這様的。 我想関于

聴了幾位専家上午的演講， 我也是有

剛才我曽経説在中國的問題中最重要的

環境的処理将來我們 （要進行） 進一歩的学術

問題是環境問題， 所謂的國威發揚我認為並不

交流，包括法学界、経済学界、環境科学界的，

一定是重要問題， 我想可能是多少有点内政幹

恐怕要共同探索這些問題。 謝謝大家。

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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