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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纪念

“特别上映”

通过对石原信雄先生（会议成立当初的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实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访谈以及

放映迄今为止会议照片的“特别上映”来回顾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的历程。

专访石原信雄先生（概要）

关于会议成立当初的回忆

对我来说，不是从中央政府而是从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那儿听到了多种声音，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

东亚地方政府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我认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我曾经在原自治
省担任地方行政的工作，体会更深。

参加会议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儿、令人怀念的往事

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直接向中国及韩国的地方政府有关人员询问了对中央政府的看法。
以这个会议组织为契机，访问了几个加盟本会议的成员、考察了相关地域的情况。鼓起勇

气去参观访问了几个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的职场，觉得太好了！

本会议的意义

虽然是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也会对中央政府层面的交流产生良好的影响，我认为这个会议
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这十年非常珍贵。参会地方政府通过讨论得到了不少教训并分别反馈到各项行政
工作中去。

本会议的展望

跟十年前不同，以日本为中心迎来了人口减少社会。为了维持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必要在
很多地方下功夫。

在东亚地区，也有和日本一样逐渐进入人口减少社会的地域。所以，针对如何应对人口减
少社会进行探讨、交换意见是比较有意义的。

庆贺10周年的贺词

十周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十年我们通过召开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得到了很多教训、学
到了很多东西。今后也要继续商讨，努力将之运用到进一步提高地域居民的生活水平上去。

再次祝贺东亚地方政府会议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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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纪念

“图片展”

用图片展示的方式介绍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创设的经过以及回顾自成立以来迄今为止走过的

历程。

图片内容如下所示。

何谓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2010年，作为纪念平城迁都1300周年的主要事业，设立了“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这一组织。

本会议组织致力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代表针对共同的行政课题相互报告各自的政策，

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同时，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们认为，通过持续召开这样的会议，能够在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同时加深相

互间的友好交流，并能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为东亚地区和平稳

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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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地方政府】7国72个地方政府

◇中国(16) 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成都市、西安市、

洛阳市、扬州市、黄山市、宿州市、潍坊市、临沂市、东营市、敦煌市

◇印度尼西亚(2) 西爪哇省、日惹特区

◇马来西亚(1) 马六甲州

◇菲律宾(3) 奥罗拉省、Dinalungan町、巴莱尔市

◇韩国 (8) 京畿道、忠清南道、公州市、瑞山市、扶余郡、全罗南道、庆尚北道、

庆州市

◇越南 (5) 富寿省、承天顺化省、广南省、越池市、顺化市 

◇日本(37) 青森县、山形县、福岛县、新泻县、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山梨县、

长野县、岐阜县、静冈县、三重县、京都府、和歌山县、鸟取县、岛根县、

徳岛县、香川县、高知县、熊本县、奈良县、多贺城市、荒川区、新泻市、

甲府市、高山市、太宰府市、奈良市、天理市、橿原市、御所市、葛城市、

斑鸠町、三宅町、明日香村、广陵町、下市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6)

大韩民国
(8)

日本
(37)

菲律宾
(3)

越南
(5)

马来西亚
(1)

印度尼西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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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县开始举办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的缘由①

在公元7世纪～ 9世纪的东亚，因为中国的隋、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丰富的国际性，

形成了贸易兴盛的全球化社会。

在这个时代，隋、唐成为世界的中心，与周边地域有着广泛的交流。

当时日本的首都在奈良(天皇居住在奈良)，由于有了跟隋、唐、朝鲜半岛的交流日

本才得以引进了欧亚各地多彩的文化、文明。

←通向欧州

隋、唐
新罗

飞鸟百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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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县开始举办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的缘由②

自那时至今，1300年的岁月流过。现在，东亚迎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

为了让东亚成为和平繁荣的地域，不仅要依靠国家间的外交关系，通过地方政府间

的交流达到相互理解、构筑信赖关系、协调和安定各国间的人文交流及开展各项活动也

很有必要。

奈良县为了回报1300年前从东亚的全球化社会获得的高度文明等巨大恩惠、为

了让现在的东亚成为和平繁荣的全球化社会而尽绵薄之力，于是提案设立东亚地方

政府会议这一国际性会议组织。

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交流的平台

加深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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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会议讨论情况① 
～议题和来自参会者的评价评语～

“我坚信,　

我们的行动将为东亚之未来构建发展的平台,　

为今后铺设道路。”

地方自治研究机构会长

石原　信雄 先生

“地方政府聚集一堂，　

在尊重各地区多样性的

同时加深相互理解的这一举措，

意义非常重大。”

大韩民国首任文化部长

李　御宁 先生

“东亚的地方政府可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　

形成紧密的网络， 

以此打造出‘拥有新的力量的强有力的东亚’。”

奈良县知事

荒井　正吾 

倡议者
会议

2009年10月25日(周日) ～ 28日(周三) 3个国家、19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今后如何促进日中韩三国的交流～构建东亚安定与发展的平台～”

第一届
2010年10月6日(周三) ～ 8日(周五) 6个国家、34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文化遗产的保护、振兴旅游业”、“青少年交流”

第二届
2011年10月18日(周二) ～ 26日(周三) 6个国家、45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危机管理”、“地域振兴”

参会者的评价评语出自各届会议的报告书（职务名称是开会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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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会议讨论情况② 
～议题和来自参会者的评价评语～

“这样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推动东亚各国的交

流，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下去。

(中略)深化各国的经验交流，

提振整个东亚地区。”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宫本　太郎 先生（讲演者）

“地方政府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只有从草根阶层开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完

善、学校建设等具体的实质性活动，

才能实现伟大的愿景。”

前东盟秘书长

素林•比素万 先生

第三届

【高级具体负责人员】
・第1次主题分会:2012年8月28日(周二) ～ 29日(周三)
・第2次主题分会:2012年9月10日(周一) ～ 11日(周二)

【代表团团长】
・全体会议:2012年11月5日(周一) ～ 6日(周二)

一共
6个国家、
47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思考少子老龄化时代的社会保障”、“为确保税收而采取的行动”、“地域振兴”、 
“人才培育”

第四届
2014年1月20日(周一) ～ 22日(周三) 6个国家、41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少子老龄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地区经济的振兴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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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会议讨论情况③ 
～议题和来自参会者的评价评语～

“参加本主题讨论的成员都认识到，提高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富裕起来，才是旅

游业的最大振兴，才能帮助振兴整个地区和城乡建设，并且一致表示要朝着这个目标而

努力。

我感到大家同心同德，拧成了一股绳。”

“我感到正是因为(人口以及面积、历史、文

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将共同的方面很好地联

系起来，加强在东亚彼此间的合作，相互学习，

这很重要。”

（株式会社） Prot Asia and Pacific Inc.

董事长

后藤　健市 先生（讲演者）

“一直以来奈良县不屈不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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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式会社） 日本综合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藻谷　浩介 先生（讲演者）

JTIC.SWISS代表

山田　桂一郎 先生（讲演者）

第五届
2014年10月27日(周一) ～ 29日(周三) 7个国家、41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地区经济的振兴”、“城乡建设”、“振兴旅游业”

第六届
2015年10月25日(周日) ～ 27日(周二) 7个国家、43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通过旅游观光振兴地区经济”、“城乡建设、地区建设”、“振兴农业及农村”

第七届
2016年11月6日(周日) ～ 8日(周二) 6个国家、41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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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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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会议讨论情况④ 
～议题和来自参会者的评价评语～

“东亚地方政府会议自2010年发起成立以来，

已成为加强会员地方政府间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平台。”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市长

罗　强 先生

“在这届会议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共享了彼此

别出心裁的举措，加深了对共同课题和对策

的认识，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

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

中国研究交流顾问

田中　修 先生（讲演者）

第八届
2017年5月10日(周三) ～ 11日(周四) 6个国家、31个地方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成都市

“振兴旅游业的政策创新”、“产业与人才的政策创新”、“城乡建设中的政策创新”

第九届
2018年11月1日(周四) ～ 3日(周六) 6个国家、39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农林渔业的振兴”、 “全球化社会的人才培养”

第十届
2019年11月6日(周三) ～ 8日(周五) 5个国家、40个地方政府 日本国奈良县

“振兴旅游业”、“充实由地区支撑的福祉和医疗”

The 10th East Asia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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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展讨论的场所和机会

［中国 陕西省］
  ◆ 旅游分科会 

2016年10月

 [韩国 忠清南道]

◇ 东亚地方政府三农论坛 
2015年9月、2018年9月

［中国 四川省成都市］

◆ 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全体会议) 
2017年5月

［日本 奈良县橿原市］
◆ 城乡建设分科会 

2016年7月

［日本 奈良县天理市］
◆ 育儿分科会 

2017年10月

［日本 奈良县下市町］
◆ 农林渔业分科会 

2018年9月

［日本 奈良县广陵町］
◆ 福祉和医疗分科会 

 2019年8月

［日本 三重县］

  ◆ 旅游分科会 
2015年8月

［日本国 静冈县］

 ◇ 东亚‘食与农’ 
地区论坛 
2016年10月

○“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第一次在奈良县以外的土地―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各会员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活动

◆“分科会”

由会员地方政府主办，以会员地方政府为参会对象而举办的具体负责人员层面的学习会。

◇“相关论坛”

原则上由会员地方政府主办，会员地方政府以外的人员、团体亦可参加的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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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作为相互理解、构筑信赖关系、提高行政能力的平台～

为了与东亚持续开展交流， 
我们将努力使东亚地方政府会议更加充实发展。

①不仅在奈良县举办，争取也能在国外召开。

② 今后也将选定东亚当前面临的共同课题开展讨论、交换信息，为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

能力、东亚和平稳定的发展作出贡献。

旅游分科会
（2015年 日本 三重县）

东亚地方政府三农论坛
（2018年 韩国 忠清南道）

旅游分科会
（ 2016年 中国 陕西省）

福祉和医疗分科会
（2019年 日本 奈良县广陵町）

第八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
（2017年 中国 四川省成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