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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主任 

有马 朗人

对于解决亚洲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各国携手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不可或缺，同时共同推进各种科研成果的应

用转化和培养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尤为重要。因此日本亦将携手

亚洲各国构建开放型国际化科研环境，强化人才交流视为己任。

而通过邀请亚洲青少年短期访日使其亲身感触日本前沿动向的

“樱花科技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培养包括日本在内的肩

负科技创新使命的亚洲各国青年才俊。

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的使命是通过促进中日两国科技领

域的交流合作和双向信息传递从而构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国

际化平台，为解决“环境”“能源”“少子老龄化”“防灾”“食

品安全” 等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做出贡献。同时中

心致力于调研深受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国科技教育发展最新动

向，通过传递相关信息，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的工作能够切实推动

中日两国和亚洲地区的共同发展，增进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和

沟通与理解。

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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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中心成立

召开第1届国际研讨会“以实现中日科学技术领域的互相理解为目标”

召开第1届CRC中国研究会

《中国科学技术月报》创刊

中国文献数据库公开

改组为“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

召开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2013 in CHINA

中文门户网站“客观日本”上线

启动“樱花科技计划”

召开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 in Innovation Japan 2014

“中国相关团体数据库”上线

中国·亚洲研究论文数据库公开

启动“中国政府主办日本青年科技工作者访中项目”

改组为“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

召开第1届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

日语门户网站“Science Portal China”上线

《客观日本》微信公众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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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革

▲

日本委员

朝香 圣一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名誉顾问

清川 佑二 元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

佐藤 祯一 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部特命全权大使

田中 修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
 新领域研究中心上席主任调查研究员

谷野 作太郎 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顾问

名和 丰春 北海道大学综长

西原 春夫 一般财团法人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

三浦 宏一 一般社团法人WICC理事长

室伏 きみ子 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

毛里 和子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五十音／按子母顺序，敬语称呼从略）顾问委员会
▲

委员长

藤岛 昭 东京理科大学综合研究机构光触媒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

中国委员

高 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 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刘 忠范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穆 荣平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阮 湘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

姚 建年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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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日中双方的信息传播

▲

通过日文网站“Science Portal China”，
　全面介绍中国的科技、教育政策和最新的研究动向等▲

通过中文网站“客观日本”，全面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通过电子杂志传递各种关于中国的活动信息

加强合作

▲

强化与中日相关单位紧密合作的同时，
　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成为人员和信息的核心机构

交流促进

▲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樱花科技计划

调查研究

▲

全面开展包括中国科技、
　教育制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调查研究▲

适时召开各种主题的研究会和沙龙▲

举办中日国际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会

构建数据库

▲

把重要中文科技文献的数据库摘要翻译成日语并免费公开，
　每年新增10万件▲

将日本的中国相关研究机关数据库化，
　作成“中国相关团体数据库”上线▲

将日本的中国研究文献和学会期刊电子化，
　作成“中国·亚洲研究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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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所运营的网站“Science Portal China”是日本最大的关于中国科技的日

语门户网站。2008年11月正式启动上线以来，该网站提供了中国科技、教育的各种最新信息，每月的

点击量均在200万件前后。本网站所开设的栏目包括：中国科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每日更新的“中

国科技新闻”、中国的“科技”、教育和政策”、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的“调研报告”等。

此外，本网站还开设有“产学研合作”、“经济产业”和“环境能源”等中日两国所共同关心的栏目内容。

在最新专栏中则邀请中日的一流专家学者就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内容发表

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本网站已成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之一。

“Science Portal China”是面向日本读者全方位传递中国的
科技政策、研究动向等最新信息的综合科技网站

日中双方的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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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日本”是用中文传递有关日本科技、经济、
社会等信息的综合网站

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运营的中文门户网站“客观日本”于2011年３月正式上线。为了增进中国

国民对日本的进一步了解，我们不断致力于信息的传递。本网站通过开设“科学研究”“教育留学”“经

济产业”“日本社会”“中日交流”“技术转让”等专栏，将日本的各种信息客观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

能以此加深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目前，“客观日本”每月的点击量超过500万件，不仅中国，

来自世界的用户正在不断增加。同时在2016年９月，我们开通了“客观日本”的微信公众号，大力推

广订阅量。

客观日本
http://www.keguanjp.com/

客观日本微信公众号
ID:kegua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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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以促进中日科技合作为目的，广泛收集关于中国的科技政策、研发动向及与此

相关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数据，开展具备针对性的调查与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印刷出版、免费分发，同时也

在Science Portal China网站上公开发表。迄今为止发行的主要出版物如下：

调查研究

开展调查研究与提供信息

『关于日本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其对日本经济，
　日本企业所做贡献的调研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现状和展望』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调研报告』

『CRCC研究会讲演纪要（2016年）』

『科教融合、协同发展，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动向（2016年）』

『中国科学技术概况2016』

『中国环境产业技术的发展状况』

『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及交通基础设施计划』

『CRCC研究会讲演纪要（2015年）』

『中国在原子核方面研究开发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 IoT 研发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人工智能的研发现状和动向』
『中日中高等职业教育制度』
『中国 10大重点制造业和龙头企业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科学技术概况 2017』
『中国机器人领域的研发的现状和动向』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in China 2017 讲演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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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产学合作的现状与展望-着眼于以亚洲新时代的创新-』

『凝聚中日智慧 共创辉煌未来』

『中国科学最前线-从研究先转开始（2015年）』

『中国医药品产品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革命』

『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动向（2015年）』

『关于产学研合作的中日比较』

『日本政府对中国环境协作的现状及今后的展望』

『中国科学技术概况2015』

『中国创新型产业群的现状和动向（2015年）』

『CRCC研究会讲演纪要（2014年）』

『大学和企业所肩负的创新使命』

『中国的大学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和变革』

『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国际创新』

『中日科技交流40年』

『中国科学技术概况2014』

『中国的科技现状和动向（2014年）』

『中国技术转移制度的现状（2014年）』

『CRCC研究会讲演纪要（2013年）』

『中国的初中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

『中国主要四大学-依靠绝对人才优势迈入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和动向调查』

『日本的中国研究调查』

『中国·日本科学最前线-来自研究一线的报告-
　（2013年）』

『关于中日大学交流协议的调查和分析报告』

『中国·日本科学最前线-来自研究一线的报告-（2012年）』

『中国的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和动向（2011年）』

『第2届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中日大学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 

『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的现状和动向』

『中国的基础教育的现状及战略』

『中日科学技术合作的新发展-论坛演讲纪要-』

『中国·日本科学最前线-来自研究一线的报告-（2011年）』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动向调查（2010年）
　本文编·资料汇编』

『中国环境能源领域的现状和动向调查（2010年）』

『中国技术转移的现状和动向调查（2010年）』

『中国科技现状和动向（2010年）』

『面向全球化时代的中日大学变革-竞争和合作-』

『中国·日本科学最前线-来自研究一线的报告-（2010年）』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动向』

『中国知识产权的制度，运用以及技术转移的现状』

『中国的科技实力（2009年）大项目篇·总论篇』

『中日研究人员交流现状和动向调查报告』

『中国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的现状和动向调查报告』

『中国科技现状和动向（2009年）』

『中国科技领域的政策现状和动向调查报告』

『中国各科技领域的现状和动向调查报告』

『中国·日本科学最前线-来自研究一线的报告-
　（2009年）』

『中国的科技实力』

『飞跃发展的中国科技-论坛演讲纪要-』

『科技创新动向报告中国篇（2007年）』

『中日R&D合作-论坛演讲纪要-』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在日中国科技人才的活跃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科技动向报告-中国科技政策概要-（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改正案（翻译）』

『JST中国综合研究中心成立纪念研讨会演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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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定期召开研究会，邀请中日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作为

演讲人员，演讲主题以中国科技、教育为中心，并进一步涵括

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研究会主题包括中国科技最新动向、环

境能源问题、产学合作、知识产权以及宇宙开发、原子能开发

等。参会需要提前申请，会费免费。

中国研究沙龙于2013年开始启动，其致力于演讲人员和听

众之间的互动。通过举办沙龙，为演讲人员和听众提供进一

步谈讨和交流的机会。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听众之间也可

以构建良好的人际网络。

2006年7月

中国综合研究中心
　成立纪念研讨会

以实现中日科学技术领域的
　相互理解为目标

2007年11月

中日R&D合作

2013年2月

习近平政权下的政策和问题

举办科技领域的中日国际研讨会。

举办中国研究会

举办中国研究沙龙

举办中日国际研讨会

1第 届

主 题

2第 届

主 题

4第 届

主 题

3第 届

主 题

5第 届

主 题

8第 届

主 题

9第 届

主 题

10第 届

主 题

11第 届

主 题

12第 届

主 题

13第 届

主 题

6第 届

主 题

7第 届

主 题

调查研究

2015年２月

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和中日关系

2016年２月

现代丝绸之路的构想和中国的
　发展战略

2016年４月

中国女性科学家国家研讨会
　2016 in JAPAN

2017年２月

中国核能开发的现状和动向

2017年７月

开拓中日科学技术的新途径

2017年７月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
　～中日知识产权新型交流的方式～

2008年12月

飞跃发展的中国科学技术

2011年3月

中日科学技术合作的新发展

2012年11月

中国新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

2013年11月

中国政治的光和影

举办次数

举办次数

程永华驻日本大使的演讲126次（2019年3月现在）

29次（2019年3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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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然而，中国大约的研究论文是用中文撰写的，

在阅读上有一定的困难。为此，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将用中文发表的科技研究论文及科技关联文

献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等信息翻译成日语并于2007年建立数据库在网上免费公开。同时，我们还于

2018年在网上免费公开了高精度科技论文中日翻译系统，我们欢迎大家使用。

另一方面，我们已将发表在日本学会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学术论文电子档

案化，构建了“中国·亚洲研究数据库”，并于2016年开始公开。截至2019年3月，收录公开了20

学会在内的约5，000篇论文。

此外，2015年我们还构建了从事中国研究或与中国有交流事业的团体的数据库“日本的中国相关团

体信息”，用以刊登团体的基本信息及活动信息。

构建数据库

中国文献数据库
https://spc.jst.go.jp/database/

中日日中自动翻译系统
https://webmt.jst.go.jp/

中国·亚洲研究数据库
https://www.spc.jst.go.jp/cad/homes

日本的中国相关团体信息
https://spc.jst.go.jp/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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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

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作为促进中日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发挥着为中日双方的人员交流和信息交

换牵线搭桥的核心机能。尤其是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已与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下辖的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除了双方领导、代表团之间的互访之外，本中心还积极致力于促进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学术交流，为双方

构建友好关系作出贡献。

强化与中日相关部门的合作

中国科技部长来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来访

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会谈 与中国科学院院长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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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促进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是云集中日大学、研究机关和企业等相关部门的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学术交流

活动。本活动从2010年开始每年举办，始终致力于推动中日间的“大学交流”、“相互留学”和“产学

研合作”。2013年起，本活动开始在中国每年定期举办，自2014年起，本活动和“创新日本”在东京

同时举办，中国大学独创新技术的介绍引起日本企业的关注。到目前为止，通过产学研合作的关联项目，

JST和中国政府机关及主要大学缔结了9项协定。

2010年１月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
2011年10月 东京池袋阳光城
2012年9月 东京国际会议中心（延期）
2014年9月 联合国大学/东京国际展示场（BIG SIGHT）
2015年8月 联合国大学/东京国际展示场（BIG SIGHT）
2016年8月 东京国际展示场（BIG SIGHT）
2017年8月 东京国际展示场（BIG SIGHT）
2018年8月 东京国际展示场（BIG SIGHT）

2013年３月 北京、上海、苏州
2014年３月 北京、上海、杭州
2015年３月 北京、上海、苏州、杭州
2016年５月 北京、济南
2017年5月 上海、杭州
2018年5月 广州
2019年5月 成都

日本举办

中国举办

国家外国专家局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福州大学

中日大学展暨论坛
http://www.keguanjp.com/jcf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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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樱花科技计划于2014年启动。本项目是由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全额资助中国及亚洲青

少年短期访日的科技交流项目。此项目旨在激发年轻科研人员对科技发展的热情，增进亚洲各国与日本的科技交流，期

待为亚洲科技创新做出贡献。

交流促进

○资助对象
　高中生以上的在籍学生，高中及大中院所，科研院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非盈利机构的在职人员。

原则上为首次赴日，且年龄在40岁以下。

○经费资助范围
　包括国际往返机票，在日期间的食宿费，交通费，海外保险等费用，并提供赴日签证相关资料。

○日方接收单位
　高中及大中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地方自治体，公益团体以及企业。但是，企业申报时仅资助国际往

返机票以及海外保险。

○申报时期
　日方接收单位申报时间以及项目具体信息，请浏览一下网址

（A）科技体验型
　旨在体验日本尖端科技，了解日本社会文化。

原则上在日行程不超过7天，访日人数不超过10人（带队人员除外）。

（B）共同研究型
　双方将围绕明确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或为新的研究课题立项进行协商。

在日行程最长不超过3周，访日人数原则不超过10人（带队人员除外）。

（C）科技培训型
　旨针对日本科技优势领域接受短期集中培训。

在日行程原则不超过10天，人数以15人（带队人员除外）。

　1．实施概要

　2．项目类型

○资助国家·地区
＜东亚国家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蒙古、台湾地区

＜东南亚国家＞
文莱、柬埔寨、东帝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

＜南亚国家＞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

＜太平洋岛国＞
斐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巴布亚新

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

＜其他国家和地区＞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

樱花科技计划（日本·亚洲科技交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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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结对；首先中方必须自主寻求并确定日方接收单位

（2） 拟定计划；双方共同协商拟定交流计划，计划中应涵括明确的交流

目的、预期效果、详尽行程安排以及合理的经费报价等内容。

（3）中方备案；根据JST和中国科技部协议，每次申报前中方派遣单

位均须通过以下网页向中国科技部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备案，

具体备案申报时间也请确认以下网页，过时未备案者将无法立项

接受审批。

备案网址 http://www.sino-jp.com/

（4）提交申请；申请必须由日方接收单位提交至JST。申请书可以在樱

花科技计划日文官网下载。

网址 http://ssp.jst.go.jp/form/index.html

（5）评审要点

JST 将组织评审委员会专家重点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实施项目评审。

　① 交流目的和主题的明确性

　② 交流计划和具体日程的周密性和可行性

　③ 经费的合理性

　④ 鼓励不同国家、跨单位、跨部门联合申报

评审结果会由 JST 通知日方接收单位，同时上述中方备

案网页也会公布。

（6） 办理签证；获知申报成功后，中方须尽快将拟派遣人员详

细信息提交给日方接收单位办理相关签证手续。

征集期间·要项的具体信息请浏览以下网址

樱花科技俱乐部
http://www.jst.go.jp/crcc/ssc/

樱花科技计划
http://www.ssp.jst.go.jp/CN/index.html

　3．申报流程

对樱花科技计划给予很高评价的中国政府于2016年启动了“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

到至今为止的3年里，共有342名日本青年公务员和科研人员通过该项目来到中国，访问了很

多中国的一流大学，科研机关和创新企业，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

由此可见，樱花科技计划通过

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青少年

科技交流，促进两国政府和人

民相互加深理解，从而达到强

化两国间交流合作关系的战

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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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2-8666 东京都千代田区四番町5-3科学广场

Access

●东京地铁有乐町线「麴町」站6号出口步行5分钟
●从JR「市谷」步行10分
●都营新宿线、东京地铁南北线、
　有乐町线「市谷」站A3出口步行10分钟
●东京地铁半藏门线「半藏门」站5号出口步行10分钟

女子学院

JR
市谷
站

靖国
大道

地铁麴町站6号出口

市谷站

●JST东京本部
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

至东京

地铁市谷站
A4号出口

地铁市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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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市谷站
2号出口
3号出口

千代田女学园

上智大学
市谷校园日

本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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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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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便利店

日本电视台

派出所

瑞穂银行

文教堂
书店

河合塾

加油站

四番町图书馆

东乡公园

东乡公园入口

东乡公园前

樱花科技计划创始人 冲村宪树 
荣获 2015 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及中国国家政府友谊奖

获奖心得

　我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位荣获该奖项的日本人，也是该奖自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我这样非科学家的行政

官员。

　我认为此次获奖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科技交流所做努力的高度评价。对此我对中国政府深表谢

意，同时向和我一起为中日交流付出努力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谢。此次获奖之事通过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中国全国范

围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为促进中日交流所做的不懈努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此我感到万

分荣幸。我也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日科技交流并扩大樱花科技计划的实施。

冲村宪树

JST中国研究与樱花科技中心 上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