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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第七届东亚民间社会论坛在
日本东京召开。 该论坛以“民间
社会与社会创新”为主题，共有
来自中国、 日本和韩国 84 名社
会创新、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民间组织代
表到会并介绍经验、 分享成果、
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理
事长黄浩明研究员作为论坛发
起人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发表“民
间组织的多边倡导与社会创新”
的主旨演讲，并引起中日韩与会
者的共鸣。 他指出，中日韩三国
国情不同，社会创新事业的发展
阶段不同，但是社会创新是一个
全球性的主题潮流，社会组织在
社会创新外部环境的建设，与利
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协同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中日韩三国的有识
之士都致力社会进步，社会创新
和维护共同的公共利益，民间社
会在促进本地区的和平、 稳定、
发展、繁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日本公
益财团法人协会理事长太田达
男在致辞中说， 希望通过该论
坛，分享三国社会创新的理论研
究、政策措施与实践经验，提供
互相学习的机会。 韩国志愿论坛

首席副会长安良镐赞对黄理事
长表示感谢和赞同，祝愿论坛继
2015 年中国无锡后再次圆满举
办，认为论坛主题比任何时候都
重要和及时，希望中日韩三国民
间社会携手共进， 互通有无，为
东亚地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东·中央
亚洲部东亚课课长糟谷良久先
生最后代表论坛赞助方致辞，他
简单介绍了日本 JICA 的基本情
况，提出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邻
居，中日韩民间社会的互动有利
于本地区的和平和发展，本次论
坛将从民间社会层面巩固三国
的关系，期待三国民间组织之间
分享社会创新的宝贵的经验。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
广东东莞市凤岗镇镇长林岚就

“凤岗家长义工创建及发展探
究”发表主题演讲，来自草根组
织的创新者代表、浙江杭州益嘉
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赵
田松从社会创新取得成果的角
度发表题为“构筑服务之魂、探
索发展之路”的演讲，中方的发
言得到了中日韩与会者的赞许
和呼应。

韩国协同组合研究所附属
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所长李仁雨、
韩国希望制作所担任研究委员
李恩京、 韩国非营利团体 jump

创建者和理事长李义宪分别就
“社会革新的潮流和志愿服务的
启示”、“韩国社会革新的现状与
困境”和“为基础解决方案添加
新的价值”发表主题演讲。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中村阳
一、日本非营利组织(NPO)法人
ETIC 总负责人宫城治男、 社会
金融研究会负责人小林立明也
分别就“从社会设计看—民间社
会与社会变革”、“地方建设与社
会商业性的可能”和“从社会融
资的角度来看—民间社会与社
会创新”主题发表了演讲。

本次论坛组织架构上更加
完善，辐射面更宽泛，国际协力
机构担任联合主办方，中国民促
会、 韩国志愿论坛为论坛合办
方，日本丰田财团、日本庭野和
平财团、日本笹川平和财团提供
经费支持，与会者均表示，东北
亚地区民间交往更是有利于巩
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关系长远
发展，一致希望论坛能够不断充
实、持续、永久发展下去，希望通
过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的努力，推
动中日韩民间社会在社会创新
和社会变革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繁荣方面发挥民间社会的积极
而独特的作用。

八年来，中国民促会与日本

国际志愿者研究会、韩国志愿论
坛携手先后在日本、韩国、中国
成功举办过 6 届，已成为中日韩
民间外交的对话平台，在东亚民
间对话方面愈加发挥不可或缺
的作用。

11 月 16 日， 中国民促会理
事长黄浩明等 12 位代表聆听了
日本公益法人联合会理事长太
田达男先生就日本公益法人（中
国的慈善组织） 组织的法律体
系，认定程序、认定标准和发展
趋势等内容的专题讲座，得到了
中国民间组织代表的好评。

11 日 18 日，中国民促会、江

南大学新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浙
江杭州益嘉仁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广东东莞凤岗镇关工委以及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代表黄浩明、
章兴鸣、赵田松、毛秀蓉和俞祖
成等与日本埼玉县所泽市文化
基金会、所泽市龙猫故乡基金会
和日本公益法人联合会的代表
就日本基金会运作、基金会的治
理、基金会的透明管理以及基金
会的环境保护和筹资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也在推
动中日民间社会的发展与合作
方面进行了交流。

（中国民促会研究部供稿）

分享中日韩社会创新成果

第七届东亚民间社会论坛在东京举办

近日，我国目前环境保护领
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奖项，第
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在京揭晓，
24 个在环境保护、 政府履职、企
业尽责、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获得奖项。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跃跃、全国
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并为获
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本届中华宝钢环境奖以“推
进生态文明， 引领绿色发展”为
主题，围绕城镇环境、环境管理、
企业环保、生态保护、环保宣教
等方面设立五个奖项。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表
示，这个奖旨在表彰在推进生态
文明、引领绿色发展中涌现出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优秀
典型的示范作用，广泛凝聚全社
会力量，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加
强环境保护。

据了解， 这 24 个获奖单位
与个人中，既有积极探索生态与
经济共赢的典范城镇，也有坚守
环保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决策者
与执行者们。 既有依靠产业转
型、 技术升级实现节能减排、清
洁生产的绿色企业，也有执着于
植树造林、荒漠治理、地质灾害
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家园生
态卫士， 还有传播环保知识、提
高公众环境意识的环境宣教工
作者们。 他们在引领环保理念、

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做出了积极
贡献，对促进环境保护的公众参
与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中，山东省威海市获得城
镇环境类大奖，兰州市环境保护
局获得环境管理类大奖，卡特彼
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获得企业环保类大奖，云南省森
林公安局获得生态保护类大奖，
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获得环保
宣教类大奖，江苏省昆山市锦溪
镇、天门市岳口镇健康村民委员
会、吉林省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
会秘书长万晓白等 19 个单位和
个人获得优秀奖。

据悉，中华环境奖是我国目
前环境保护领域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奖项，2000 年， 在曲格平
的倡议下，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教育部、环境保
护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等单位共同设立，由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具体承办。 该奖项
旨在表彰和奖励为我国环境保
护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以鼓舞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改善环境
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的行动中
来。

自 2000 年设立以来， 已有
190 多个为我国环保事业做出突
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

（徐辉）

2016 年 11 月 19 日，2016
Hello Recycle（你好，回收）索尼
全国大学生资源回收再利用宣
传活动来到浙江工业大学。 环
境保护部宣教中心、 索尼（中
国） 有限公司联袂在该校举办

“绿色生产助力环境零负荷”主
题环保论坛，同时，2016 年索尼
全国大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摄
影大赛也在现场举办颁奖仪
式， 表彰优秀的大学生摄影作
品。

自 2011 年起，Hello Recy－
cle 索尼全国大学生资源回收再
利用宣传活动已在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深圳大学、哈尔滨师
范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
举办。

索尼中国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三好林太郎表示：“Hello Re－
cycle 活动旨在通过加强索尼与
政府、企业、学校及研究机构的
对话和沟通， 积极探索长期的
合作方式， 以各尽其责的跨界
合作方式推动环境可持续发
展。 Hello Recycle 活动也希望
通过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来倡
导全社会共同爱护环境， 增强
环保意识，共建美好蓝天。 ”

在“绿色生产助力环境零
负荷”的环保主题宣讲中，索尼
公司还与大学生们一同分享了
各类绿色产品设计及应用案
例。 论坛发表了“绿色生产助力
环境零负荷”宣言，千名青年环

境友好使者集体宣誓。 出席领
导还向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
代表授旗， 鼓励他们践行环保
宣言， 为中国环保事业做出切
实贡献。

由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与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
主办的首届“保护生命之源走
进自然”2016 年全国大学生生
物多样性保护摄影大赛颁奖仪
式同时进行。 经过专家评选，近
60 幅优秀的大学生摄影作品从
1200 余幅作品中脱颖而出，分
别获得各类奖项。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作品
《家》和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生
作品《延续》 荣获相机组一等
奖。 在手机组一等奖的角逐中，

南京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和湖
州师范学院学生提交的三幅作
品《金蝉脱壳》、《留鸟》和《绿归
处》脱颖而出。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代表出席活动并谈道：“我们希
望通过 Hello Recycle 活动的举
办，携手家电制造企业，向全社
会共同倡导生产和生活方式绿
色化。 ”

在活动中， 索尼公司特别
准备了种类丰富的电子产品，
以供学生们进行现场兑换体
验。 索尼还向浙江工业大学赠
送了电子废弃物回收箱， 期待
以该校为试点， 将回收活动常
态化。

（王勇）

鼓励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绿色发展
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在京举办

2016 Hello Recycle环保活动在浙江高校举办

大学生们正在进行废旧电子产品兑换

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