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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我们日中环境协力支援中心有限会社及北京大野木环保咨询有限公司都是旨在促进日中环保、节能减

排、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国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是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有些专家指出，要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美

国人的水平的话，一个地球就不够了。如果中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成功

的发展模式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结果世界能回避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的双重危机。也就是说，世界能否

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怎么做。 

  另一方面，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最早面临了公害、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可持续性问题，从制度、技术、

宣教的角度，采取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措施。其结果，日本的污染治理和节能方面的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我想，日本的环保节能技术和经验应该投入到中国的环保和节能，这种活动不仅仅有利于发展日本环保节

能产业，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环保节能问题，因此成立此公司。 

  为了促进日中环保节能合作和交流，我们在日本的环保、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企业社

会责任等领域，提供日本环保节能市场信息服务、日本环保节能公司的中介服务、合作交流顾问服务、商

务性和学术性报告服务、政策咨询服务等一系列的有偿咨询服务。 

  我们今后努力为日中环保节能界多做一些贡献，希望和中国同行们顺利合作。 

谢谢！ 

 

 

我们中国国内业务内容                                           

1. 我们的业务领域为日中环保、节能、新能源、循环经济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 

2. 我们的服务对象为日中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大学科研单位、学术机构、NGO等。 

3. 在中国国内的业务内容 

 寻找日本合作伙伴 

 赴日节能环保考察项目 

 环境与能源相关的广告代理 

 各种环境相关文件和资料的专业翻译与编辑 

 日中环境研讨会与座谈会等会务 

 相关的日本专家、日本行政单位、日本科研单位、日本企业等交流 

 
 

2008年度主要业绩                       

 日本公益法人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中日林业生态培训中心项目），京都大学（产学研合作协调

业务），山梨大学（中国林业生物质学术交流协调业务），NEDO（中国新能源和环保信息），日本国际留学生

协会（东北亚环保合作研究会协调业务） 

  日本民间企业；资产管理公司（中国环境基金咨询顾问），家电公司（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调

研），商社（中国节能环保市场调查），证券公司（中国环保市场讲座），出版社（中国环保标准信息服务和

讲座），咨询公司（中国环保CSR信息业务），银行（中国环保CSR信息业务） 

  展会；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上海）EPTEE日本代理（此时获得最佳合作活版奖），协办“国际节能环

保3＋3高层论坛”，支持日中节能环保合作论坛（上海） 
 
 



2007年度主要业绩                       

 日本公益法人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中日林业生态培训中心项目），京都大学（产学研合作协调

业务），NEDO（中国新能源和环保信息） 
  日本民间企业；A咨询公司（中国环保企业招商项目调研业务），B咨询公司（中国环保CSR信息业务），

C咨询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市场调查），某公司（中国硅资源市场调查），A出版社（中国环保标准信息服务），

B 出版社（中国水环境污染治理市场信息），证券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市场调查），商社（中国节能环保市

场调查），资产管理公司（中国环保市场咨询业务），环保展会公司（中国水环境污染治理市场信息），电机

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市场调查） 

  其他；NPO法人生态设计推进机构（中国循环经济模式和电子产品市场调查研讨会会务承办），中国国际

环保展览会（上海）EPTEE 日本代理，协办中华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首届新能源国际论坛（钓鱼台

国宾馆） 
 

2006年度主要业绩                       

 日本公益法人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中日林业生态培训中心项目），京都大学（产学研合作协调

业务），NEDO（中国新能源和环保信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06年度日元贷款中国项目当地媒体报道情

况调查以及日元贷款中国环保项目研讨会的会务咨询业务），日本环境信息普及中心（中国环保信息业务），

日本环境教育论坛（考察中国化工厂），物质材料研究机构（中国环保报告） 
  日本民间企业；A 咨询公司（汽车行业的中国环保 CSR 行动调查），B 咨询公司（环保国际会议报告），

证券公司（环保能源投资的听取活动），化学公司（水处理市场调查），调研公司（环境监测仪器市场调查

及推广业务） 
  其他；NPO法人生态设计推进机构（中国循环经济模式和电子产品市场调查研讨会会务承办），和江苏省

苏州市国际环保产品技术交易中心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国际善邻协会的北京郊区中日友好植树造林活动

的当地联络业务，成立北京代表处 
 

2005年度主要业绩                       

 日本公益法人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中日林业生态培训中心项目），京都大学（产学研合作协调

业务），NEDO（中国新能源和环保信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05年度日元贷款中国项目当地媒体报道情

况调查），日本环境信息普及中心（中国环保信息业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中经济合作研究调查） 

  日本民间企业；咨询公司（中国北方经济开发区的工厂环境管理体制），证券公司（驻华日本公司的环

保工作报告） 

  其他；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日中环境研究生教育合作调查项目的部分业务及日本对中环境日元贷款

项目评价的部分业务），中国环境报社（日本广告代理） 
 

 



领导介绍 

  大野木 升司  1972 年 8 月生 

  现职  日中环境协力支援中心有限会社 董事长 

            北京大野木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经历                                    

 1995年3月 日本京都大学工程学系卫生工学科毕业（本科） 

 1998年3月 日本京都大学能源科学研究科能源社会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 (硕士) 

 2002年6月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国费留学，硕士） 

 2002年9月 天津日中研究生院环境管理科系专任讲师 

 2003年4月 日本国土环境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负责技术公关 

日本社团法人海外环境协力中心（OECC） 客座研究员 

 2005年4月 成立日中环境协力支援中心有限会社，就职董事长 

  2009年4月  成立北京大野木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就职总经理 

 

领导社会活动 

  日本 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日本 立命馆大学可持续性学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日本 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国立） 产学研合作顾问 

  日本教育科技部系统独立法人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中国综合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系统指导委员会 委员 

  日本财团法人 关西社会经济研究所 环境与能源经济分析研究会 成员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 专家 

  中国能源研究会 《中外能源》杂志 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 高级专家    《中日传播》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委员 

 

专门领域                              

 中日环境合作、中日循环经济合作、中日企业社会责任合作、中日能源合作等 

 

主要论 ・文 著作、会议发言、讲座等                  

论文、著作 

・2003年10月8日 JETRO 丛书《职业在中国》（小标题：40个日本人谈的就业创业挑战） 

第四章“当地雇用与创业者的声音”，我的中国经验共刊登6页 

・2004年1月，中国科学院主管的杂志《中国国家地理》 中文投稿 鱼翅争论 

・2004年8月 NHK 电视中文会话原文 (第8期)在“在中国工作”栏目中介绍我的活动 

・2004年8月 《中国年鉴 2004》（中国研究所主编） 

            特辑 重大化的中国环境问题的“绿色奥运会”解说栏目 



・2004年12月 《中国环境手册 2005-2006 年版》（蒼蒼社，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会主编） 

   执笔“各种外国政府机关、国际机合作机构活动”部分 

・2004年12月 中国 CDM行业杂志《中国 CDM 市场跟踪报告》投稿 

   “日本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削减战略和中国 CDM项目机会” 

・2005年2月 用中文投稿在中国环境杂志《绿色中国》 2期上投稿 

   论文“从稻丛之火的故事看日本的海啸对策” 

・2005年4月 《日经生态ECO》第5期 接受采访 

・2006年9月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 

采访“观点/环境保护市场在中国竞争加剧——世界关注的有前景的市场” 

・2006年10月  《世界林业研究》2006年4期  论文“环境会计在日本”（中文） 

・2006年12月  《中华环保联合会会刊》 

      “中华环境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报道中有日本环保民间组织在华活动介绍等发言内容 

・2007年5月  《中国环境手册2007-2008年版》（日本苍苍社，日文） 

      执笔“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应考虑的环保措施”部分 

・2007年11月  《月刊地球环境》投稿（日文） 

・2008年1月  《在中国成功的日本人 –30人的奋斗故事》（外文出版社，中古苑生编，日文） 

本书介绍了日中环保合作专家大野木升司及他创立的环保协力中心 

・2008年1月  日文“新秦网”《中国2008年各方面的预测》 

      论文“中国环境保护；2007年总结和2008年预测  奥运后环保政策”（日文） 

・2008年7月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中国综合研究中心 月刊报告《考虑中国环境和日中合作》 

     “行政支持日中环保产业合作的必要性”（日文） 

・2008年8月  日文商务专业杂志《Whenever》第7期特辑“环保潮流” 

      论文“节能环保越来越重要 日本企业更需要跟踪环保最新动态”（日文） 

・2008年8月  日文制造业杂志《Emidas China》第7期特辑“现在制造业给中国环境保护能做到什么？” 

      论文“中国环境污染和中国环境法制度”（日文） 

・2008年9月  日本杂志《环境商务》 

      论文“日本企业有优势的中国环保场产业领域”（日文） 

 

    除了上述以外，还在日本的《环境新闻》报社、《水道产业新闻》报社、《月刊下水道》、《中日水务信

息》杂志、《周刊能源和环境》杂志、国内日文杂志《大城市北京》及《大城市北京》、《中日传播》杂志等

进行长期执笔。 

 

会议发表 

・2004年4月 日中民间水论坛（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在“水和经济”分科会上发表“中国环境商业成功的方法” 

・2004年12月 环境与循环经济国际讨论会（天津南开大学）  

“日本的生态工业园区项目的概要和问题”(中文) 

・2005年5月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5年会 环境会计分科会 

 “在日本的环境会计普及的原因和中国的普及政策建议”(中文) 

・2005年9月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国际讨论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传教育中心等举办） 

“日本的环境会计”(中文) 

・2005年10月16日 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设立 10 周年纪念“青年・责任・环境论坛” 

嘉宾演讲“日本的生态工业园区项目政策课题”（中文） 

・2005年11月22日 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全人代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 



   “日本的环境会计普及的原因分析”（中文） 

・2005年11月24日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研究”国际研讨会（环保总局、世行、意大利信托银行） 

   “日本的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研究情况”（中文） 

・2005年11月29日 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研讨会 

  （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日本环境经济与政策学会、京都大学 COE 计划等共同举办）   

  “日本的环境会计普及的原因分析”（中文） 

・2006年10月  创新、环境与教育国际论坛（北京市科技协会、北京工业大学等主办） 

“日本生态工业园区项目实施情况”（中文） 

・2006年10月  2006年中华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中华环境保护联合会等主办，北京） 

“日本环保NGO在中国的活动和贡献”（中文） 

・2006年11月  博鳌亚洲论坛 循环经济国际会议（深圳） 

   “日本清洁能源和节能政策以及日中合作的可能性”（中文） 

・2007年1月13日  第一届新能源国际论坛（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主办，北京） 

     “日本新能源、节能政策和日中合作的可能性”（中文） 

・2007年8月  日中电子产品循环利用制度建设论坛（北京）  承办方致辞 

・2007年8月  第三届中日产业经济论坛“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一桥大学主办，北京） 

  作为讨论专家出席 

・2007年9月15日  “首届中国科技创新国际论坛—新能源技术创新与政策扶持”（北京）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承办，于北京） 

“日本新能源节能政策”（中文） 

・2007年12月  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全国人大环资委主办，UNEP、世行等协办，北京）  

      “简介日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中文） 

・2008年1月13日  中国建筑节能年度论坛（建设部科技委、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主办，北京） 

     “日本建筑新能源利用状况”（中文） 

・2008年3月1日  日中学术研讨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一桥大学、社科院日本所主办，北京） 

     “日中环境商务和合作的具体措施”（日文） 

・2008年5月10日  2008中国秸秆综合利用高峰研讨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委主办，北京） 

     “日本生物质政策和秸秆利用的现状” （中文） 

・2008年9月  国际节能环保3＋3高端论坛（国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办，UNDP等协办，北京） 

     “简介日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文） 

・2008年11月14日  “污泥的管理与处理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 

（中韩环境资源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主办，于北京） 

     “日本的污泥处理、管理现状”（中文） 

・2008年12月7日  世界环保与新能源产业中国发展大会 

（国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和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主办，于北京） 

     “日本的污泥处理、管理现状”（中文） 

・2008年12月19日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资源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北京） 

     “日本循环型社会措施中的再生资源行业的政策和现状”（中文） 

・2008年12月27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委员会年会（北京） 

     “简介日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文） 

・2009年1月17日  2009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中国）理事会年会（北京） 

     “日本循环型社会措施中再生资源行业的政策和现状”（中文） 

 

演讲 



・2002年11月14日 天津科技大学绿色环保协会“平原原野的风” 

   “关于日本的废旧干电池的回收处理的现状” (中文) 

・2004年10月14日 清华大学环境讲座（清华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資源法研究中心举办） 

   “日中环境合作：历史，形态和今后的发展” (中文) 

・2006年5月24日  日本亚细亚大学研究会 

      “中国十一五环保规划和循环经济建设、可再生能源建设”（日文） 

・2006年5月26日  日本2006NEW环境展论坛 

      “中国十一五环保规划和循环经济建设、可再生能源建设”（日文） 

・2006年8月4日  中国日本商会环保对应研讨会 

      “中国环境法规动态”（日文） 

・2007年2月15日  中国日本商会第三次分科会议 

      “围绕水环境污染的中国环境问题”（日文） 

・2007年3月17日  2006年度东北亚学术峰会全体交流会  东北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法律制度 

     “驻华日本企业应做的环境应对措施”（日文） 

・2008年3月18日  “中国欧盟近期环境法规制度最新动态”讲座（日本机械出口组织主办，东京） 

  “中国环境法规制度最新动态”（日文） 

・2008年5月23日  京都大学环境卫生工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演讲（东京） 

     “中国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以及日中合作”（日文） 

・2008年5月12日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学术报告 

     “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和环境政策方面”（中文） 

・2008年7月22日  日本第一法规公司“海外环保法律体系讲座” （东京） 

     “以中国RoHS为主的中国产品环保法律体系最新情况”（日文） 

・2008年10月  “日本东海东京证券环保会议” （东京） 

     “中国会成为绿色国家”（日文） 

・2008年10月30日  日本地球环境关西论坛“亚洲经济增长和环保能源”分会（大阪） 

     “中国环保对策最新情况”（日文） 

 

 

受奖 

・2007年5月  荣登“第二届中华当代环保名流口碑金榜” 上榜人物33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