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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会等报告

橿原市 "城乡建设分科会"

日里　康夫　橿原市教育委员会生涯学习部	今井街道保存整备事务所	所长

7月28日，以“城乡建设、地区建设”为主题，由后藤健市先生担任讲
演者，在4县8市町村的参与下，于橿原市召开了分科会。首先，汇报了橿
原市致力于今井町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闲置房屋的有效利用的活动
事例并进行了实地视察，然后，分4组举行了意见交流会。

作为闲置房屋的有效利用事例，橿原市介绍了放学后儿童健全培育设
施和医大招待所等的建设、基于MBT（Medicine	Based	Town）构想（以
医学为基础的城乡建设），将闲置房屋用作“城市中的医疗据点”的情况等。

在意见交流会上，根据橿原市介绍的事例等，就城乡建设资金筹备、地方团体与居民间信赖关系的
构建，城乡建设整体性各种问题进行了沟通。

首先是关于筹资问题，参会者介绍了有效利用居民参与型城乡建设基金的事例，有意见提出，全国
首例措施宣传力大，有望得到国家等的支援。对此，讲演者的建议是，全国首例措施因为没有可借鉴的
先例，可制定战略实施。

其次是地方团体与居民间信赖关系的构建问题，参会者介绍了在地区内各地区配置负责与地方政府
沟通的职员等事例。对此，讲演者的建议是，只有在每天的工作中保持恰当的距离，不断对话交流，才
能够顺利推进城乡建设工作。

接下来是城乡建设整体性各种问题，参会者纷纷提出意见，如：除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之外，因各地
区的管制等不同使得闲置房屋对策多样化；游游客停留时间较短导致观光消费金额低迷等等。对此，讲
演者的建议是，闲置房屋问题，并不仅仅是有人入住便可解决的，重要的是对城乡整体的问题与课题进
行整理，谋求与国家级或与县级政府等的合作，而且，思考如何打造各地区的潜在魅力也很重要。

最后，讲演者进行了总结，指出支援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的城乡建设活动，必须先要对居民进行
意识改革，激发居民的挑战意识与创意等，建立使活动持续开展下去的机制。同时，怀着21世纪激发地
区活力之关键词的全球价值链（世界性价值）和全球优势（世界性优势）的意识，推进城乡建设也很重
要。通过措施事例的汇报和意见交流，虽然各地区所面临的课题和所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
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在推进城乡建设中，“人与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分科会报告

○时 间 2016年7月28日（周四）10:00 ～ 16:30

○主 办 橿原市（协办　奈良县）

○地 点 橿原市（今井街道交流中心“华甍”）

○参加地方政府 静冈县、三重县、和歌山县、奈良县、

 奈良市、天理市、橿原市、御所市、斑鸠町、明日香村、广陵町、下市町

实地考察情景 意见交流情景

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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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旅游分科会」

辻本　浩司　奈良县地域振兴部观光局	局长

10月18日到20日，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了以“携手合作，共享东
亚旅游的繁荣”为主题的旅游峰会，由5国14个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团体
等派代表参加。分科会在日本之外的国家举行，此次尚属首次。

在主旨演讲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先生以《东亚旅游共同体的
国家愿景与地方担当》、韩国旅游发展局西安首席代表全镕赞先生以《东亚
旅游的现在与未来》、中国陕西省旅游局局长杨忠武先生以《开创东亚旅游
合作新时代》为题做了讲话。

随后，各地方政府等的代表们围绕“分享东亚旅游繁荣的机遇”、“寻找地方旅游合作的产业支撑”
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会议最后还发布了所形成的“西安共识”——“东亚地方政府旅游合作倡议”，并进行了如下总结：
目前，东亚地方政府各方充分认识到旅游在促进相互合作、地区建设、振兴乡村中的积极作用，为了深
化合作，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日 程 2016年10月18日（周二）～ 20日（周四）

◦主 办 中国 陕西省

◦地 点 温德姆豪享来至尊酒店（陕西省西安市）

◦主 题 携手合作，共享东亚旅游的繁荣

  ①分享东亚旅游繁荣的机遇

  ②寻找地方旅游合作的产业支撑

◦参 会 者 （中　国）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陕西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

山东省、西安市、洛阳市、敦煌市

 （日　本） 香川县、奈良县

 （韩　国） 韩国旅游发展局西安支局

 （马来西亚） 国家观光局

 （泰　国） 泰中旅游同业商会

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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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冈县 "东亚‘食与农’地区论坛"

细谷　胜彦　静冈县经济产业部农业局农战略课	课长

继承去年在韩国忠清南道举办的“东亚地方政府三农论坛”的宗旨，
10月28日到30日，在静冈县举办了“东亚‘食品与农业’地区论坛”，东亚
地方政府会议的成员大多也出席了本论坛。

自古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就充分利用季风性气候的优势，水稻耕
种十分发达，三国相同之处颇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发生了急
剧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农村人口减少和饮食全球化等共同的课题。因此，
作为食品与农业当前所面临的课题，提出了“食品与农业的合作和健康长

寿”、“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农业的第6产业化”这三大主题。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源寺真一教授
作了主旨演讲，静冈县知事川胜先生、忠清南道知事安先生、浙江省农业厅负责人蔡元杰举行了公开小
组讨论，随后，各国地方政府与农业相关人士汇报了11例事例。

比如，作为农业文化的发祥地，拥有7000年历史、人口700万的大都市——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作了
农业的第六产业化报告，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第六产业化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之一。此外，
还介绍了食品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种植协议等，结为一体进行种植管理并在确保安全、安心上作出努力
的情况。

农民收入翻番、培养旅游农业、打造农业相关产业等，宁波市第六产业化的目标与日本地方政府的
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除此之外，听取了食品与农业合作与健康长寿、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事例的汇报，
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中日韩三国相通点颇多，共享信息对于三国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相关论坛报告

◦日 程 2016年10月28日（周五）～ 30日（周日）

◦地 点 日本静冈县会展艺术中心“GRANSHIP”等

◦主 办 静冈县知事

◦参 会 者 日本 ： 静冈县、奈良县、山梨县、香川县、熊本县、群马县、 

静冈县选出的国会议员、农业团体、农业生产者 等

 韩国 ： 忠清南道、韩国驻日大使馆、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区支援中心、农业团体、

农业生产者 等

 中国 ：浙江省、温州市、杭州市、宁波市

◦对应语言 日语、韩语、中文

◦主 题 ①食品与农业的合作和健康长寿　②城市与农村的交流　③农业的第6产业化

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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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会

下届举办地地方政府演讲

高　建军（GAO,	Jianjun）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能够在美丽的奈良与大家相聚，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谨代表成都市，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成都市自2015年加入东亚地方政府会议以来，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
的交流和理解不断加深，今后，我们将继续在交流与合作上做出努力。
正如刚才荒井议长宣布的，下一届即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将于2017
年5月10日-11日在中国的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下面，为了让大家对成都市有所了解，我来介绍一下成都市的情况。
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会，人口1,600万。这是一座拥有2300年以上的悠
久历史，从未变更过名称的城市。成都市又被称为“天府之国”，是熊

猫的故乡，这里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都江堰。
另外，成都市还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选为旅游胜地、美食之都，是一座开放性的国际城市，在国

际舞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截至2016年7月，双流国际机场业已开通91条国际航线，连接全球76个城市，并实施72小时内免签

政策。现在，新机场也在建设之中，计划于2020年启用。这样一来，成都市就成为继上海和北京之后拥
有2个国际机场的城市。

另外，以韩国和新加坡为首的16个国家在成都市设置了领事馆，与71个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关系。
2000年以后，成都市加入了世界历史城市联盟、科学技术联盟、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等多家国
际机构，500家全球企业中，有278家在成都市设立了基地。

成都市还是一座创新城市，拥有46家国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是汽车、生物、IT、石油化工等的
基地。2015年，成都市的GDP为1万零800亿人民币，实现了7.9%的增长。今年截至9月，显示出了7.0%
以上的增长率。世界银行将成都市列为中国内陆地区最适合投资的城市，福布斯杂志将成都市评为世界
十大发展最快城市，另外，财富杂志也将成都市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

现在，成都市正在亚洲和欧洲范围推进城市全球化，力争成为中国的核心城市和创新城市，今后将
为促进都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给予我这样的机会。衷心期待明年5月的地方政府会议时与大家再次相见。

荒井　正吾　奈良县知事

○关于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的召开

本会议已是第七届，此次除了本大会外，还在奈良县之外的地区举办了以农业

与旅游为主题的分科会等活动。而且，此次会议还要隆重发表一件事情。

我们已作决定，下届即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的总会将于2017年5月10 ～ 11

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希望各位尊敬的领导以及广泛相关人士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踊跃参加。

议 长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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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记者招待会

荒井　正吾　奈良县知事

这次，我们迎来了第七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有来自6国40个地方政
府的代表参加。

会议围绕“城乡建设、地区建设”、“农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推进
少子化对策的实施”这三大主题，由后藤健市先生、藻谷浩介先生、松田
茂树先生担任讲演者，对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另外，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先生也做了主旨演讲。

下一届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将于2017年5月10日到11日在中国的
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这是首次决定在奈良以外的城市举办，对此，我感到
十分欣慰。成都市是座历史渊源深厚、充满活力的城市，能够在这样一座
城市举行东亚地方政府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对成都市的相关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会议展开了极具实际意义的讨论，共同的课题得到确认，分享了
寻求解决之道的举措。我们将摸索协作或合作事业，以促进这种会议的进
一步发展。

今年，各位也不远万里来到奈良，积极开展讨论，对此我表示由衷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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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地方政府代表团团长点评

马来西亚・马六甲省 Mohd Nasir Sheikh Salim

我谨代表马六甲省向奈良县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
功。大家相互增长了见识并深化了思维方式，就共同的课题进行思考，为谋求问
题解决做出了充分沟通，受益匪浅。

马六甲省有众多历史遗产，同时还有多样性文化与民族价值。另一方面，我
们也将开发马六甲河等，推进新旅游资源的开发。

预祝下次在成都市举办的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马六甲历史城市委员会自治体主管长官

中国・成都市 高　建军（GAO, Jianjun）　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

能够在奈良参加此次会议，我感到十分荣幸。会上开展积极交流，与各国的
人士充分交换意见，不失为解决课题的务实性讨论。

高速发展的成都市随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课题。先于成都市陷入严重老龄
化问题，却已经克服环境问题的日本和韩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通过这次
会议，我们学到了城乡建设方法、智慧和各种思路。

奈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富有活力。今后，我们将努力加强成都市与
奈良县之间的合作，深化友好关系。

下一届的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将在成都市举办，对此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我们希望和奈良县一样成功举办本会议，将接力棒继续传下去。欢迎大家来成都。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 Ahmad Heryawan　省长

首先衷心感谢给我提供了这次机会。我知道东亚是个十分重要的地区，不仅
是世界经济中心，而且也是人才宝库，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现在，我们西爪哇省正在致力于以地质公园建设为中心的振兴旅游和净化河
流事业，希望大家助一臂之力。

我觉得这种会议的意义在于开展具体的合作，地方政府各方作为地球的一员，
建立合作关系，以创造更加安全、安心并能够和平共处的地区十分重要。



56

The 7th East Asia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Congress

参加地方政府代表团团长点评

韩国・忠清南道 YOON, Jong In　行政副知事

首先对举办了精彩会议的奈良县知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奈良是日本的发祥地，
是古代文明的交流基地和集结地。这种地方政府聚集的会议在奈良县举办是具有
象征性意义的，祈愿如1300年前的古代文明交流一样，取得不断发展。

本会议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取得了实质性效果。在城乡建设、农村、少子老
龄化等各个领域推进合作，弥补国家层面的支援无法覆盖的部分。另外，从可望
超越国家关系，作为世界市民扩大交流这一点来说也具有深远意义。

在城乡建设、地区建设中，重要的是彼此怀着自豪，充分发挥个性，并谋求
与环境的协调。本会议让我们明白，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过凝聚地方政府的智慧来
合作解决的。

日本・新潟市 篠田	昭　市长

奈在奈良县知事的努力下，本会议得以第7次成功举办。对此，我表示衷心的
感谢。

通过讨论，我们感到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相同的课题。日本务农人口老龄化、
农村人口减少问题严重，而中国、韩国、越南也眼看着即将迈入老龄化之路。在
这种背景下，开展了激发农村活力的讨论。

认识到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的优势，需要重点推进在地区消费农产品和食材（地
产地消）、或者地区消费之物在地区种植（地消地产），此外，还需要将优质食材
作为吸引人的魅力品牌，这也会为振兴旅游业和促进交流助一臂之力。无论哪个
地区，都在积极致力于第六产业化，这对于提高农业的附加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本次会议，就与打造优质产品，销往外地和国外（地产外销）相结合，共同思考
如何努力激发农村和农业的活力进行了重要的意见交换。

越南・承天顺化省 阮文高（NGUYEN Van Cao）

我们从2011年开始参加本会议，这次的会议也十分成功。通过这次会议，无
论是在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问题上，还是地区环境和气候变化对策等对生活和农
业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都获得了宝贵的成功范例和建议。现在，我对年轻
人在农村和地方的定居以及防止流失这一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本省因旅游之城而闻名，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着力振兴旅游业。而且，
与以日本为首的多国地方政府签订了合作协定，今后，会不断加强合作。

这次是一个与各地方政府代表相聚的宝贵机会。期待本会议能够为不久的将
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对奈良县对我们的热情迎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会将奈良的魅力
传达给本省的人民。

省人民委员会　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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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　健市　（株）ProtAsia	and	Pacific	Inc.总经理

此次聚集的地方政府，既有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又有诞生三十
几年的街镇，既有人口仅为7000多的城市，也有人口多达7000万的城市，
可谓是背景多样，范围广阔，类型丰富。但大家都跨越了各不相同的条件，
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审视共同的课题，并对如何解决的方案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

其中环境问题，各地区作为中心课题持续推进工作，多数地方政府都
提到水、河流等词语。自然环境不仅与居民的生活改善息息相关，还可以
形成观光资源。讨论中也涉及到了这种观光事业的推进作为共通的课题。

另外，还指出了一个共通的课题，即在城乡建设过程中如何改变居民
意识。不仅由政府主导推进，还要促进以居民为主体的活动，这一点也是
至关重要的。

通过跨越各种课题，相互结为伙伴，东亚地区将能够展现出全新的姿
态。通过将地区的成长力量与日本的经验相结合，使东亚各地能够创造出
真正理想的地区，这样能使东亚地方政府会议收获更大的成果。其中也有
对日本各地区来说值得借鉴的地方，我衷心期待本会议将产生巨大的加乘
效果。

藻谷　浩介　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我此前也参加过总会，本次会议中我感受到局势有很大的发展。明年
的总会将首次离开奈良，改为中国成都市召开。奈良县长期期盼之事也终
于将要实现。一直以来奈良县不屈不挠地、风雨无阻地承担着主办单位之
重任，这可谓是日本人民的骄傲。

主旨演讲中北冈教授也提到过，在东亚，各国间可能有各自的立场，
但从通过各地区携手合作而多样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利害关系是一致的。
相信参加讨论的地方政府的各位领导也有同感。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面
临的大多问题都是相同的，因此讨论非常活跃，气氛轻松愉快。

今天有来自大农业地区的朋友，也有来自条件不同的朋友，虽然背景
迥异，但讨论进展却很顺利。振兴农业并非单纯思考如何盘活农业，而是
思考为盘活地区经济，农业该如何运用。也就是说，农业是可用于促进地
区繁荣的非常宝贵的手段，这是日本在战后花了70年才明白的道理。此次
会议中我发现中国、韩国和越南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感触，真是长了不少见
识。期待下届及之后的会议会有更大的发展。

松田　茂树　中京大学现代社会学部教授

与会者达成了以下共识：少子化是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象，亚洲
随着其不断发展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可以看出，各个地方政府已
经认识到少子化是关系到其生存的基础问题，并且其背景错综复杂，涉及
到婚姻、保育、工作方式等问题。

少子化对策是考验地方政府综合能力的综合性战略，需要长期采取各
项举措。此外，发挥地区个性对实施少子化对策也非常重要。为了让生长
在地区的人们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地区，甚至吸引其他地区的人们，地区
个性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竞争育儿支援政策以及
地区个性的时代了。

作为各地方政府共同的问题，有两个关键词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是错
过了结婚的时机，或是即使有结婚意愿但无法结婚的人不断增加，这些就
使少子化问题雪上加霜。

此外，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如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各位所说，亚洲
文化重视家庭和婚姻生活的价值，那么是否也可以考虑运用这种亚洲式的
力量来摆脱少子化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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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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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县产富有柿的宣传活动

参观访问

海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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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Media Coverage

2016年11月8日（火）　奈良新聞（朝刊1面）
Nov. 8, 2016 (Tue.) Nara Newspaper (Morning paper P.1)

2016年11月8日（火）毎日新聞 奈良版（朝刊 24面）
Nov. 8, 2016 (Tue.) Mainichi Newspapers (Morining paper P.24)



63

The 7th East Asia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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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8日（火）　朝日新聞 奈良版（朝刊29面）
Nov. 8, 2016 (Tue.) The Asahi Shimbun (Morining paper P.29)

2016年11月10日（木）読売新聞 奈良版（朝刊 29面）
Nov. 10, 2016 (Thu.) Yomiuri Shimbun (Morining paper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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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1, 2016 (Mon.) The Asahi Shimbun (Morning paper P.27)

媒体报道/Media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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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1, 2016 (Mon.) The Asahi Shimbun (Morning paper P.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