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活动
2月14日(周五)

中心舞台

展示演讲舞台
▼

参展企业演讲〈等等力竞技场〉

▼

11:15 11:30

11:00…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

市长演讲

“展翅飞翔于世界的川崎”
福田 纪彦先生（川崎市市长）

“鹿岛的环保举措”

11:20… 韩国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域厅
“支持在韩国建立基地。
～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域～”

▼

11:35 12:10

低CO2川崎品牌 '13认定结果发表会

・ 认定结果发表・授予仪式
・ 认定结果讲评 足立 芳宽先生（东京工科大学 教授）
▼

12:15 12:45

特别演讲“COP19以后的地球环境保全与川崎机制”
教授）

▼

12:55 14:50

绿色创新海外展开事例发表

【事例发表1】
“利用ICT的绿色创新与中东展开事例的介绍”
①
“中东的环境问题与日本环境、节能技术的中东出口”
中村 精一先生（富士通株式会社 技术计算与解决方案事业本部 TC战略室经理）

②
“面向实现可持续社会的ICT贡献”
成冈 刚先生（富士通株式会社 环境本部 绿色解决方案推进部 部长）

【事例发表2】
“面向构建亚洲低碳社会的JCM企业研讨会”
～有关环境技术海外展开的日本政府支援制度～
①
“活用亚洲两国间碳信用制度的亚洲低碳城市建设”
植松 朋树先生（日本环境省地球环境局国际协力室 环境专门调查员）

②
“关于两国间碳信用制度所期待的项目”
莲沼 佳和先生（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技术局地球环境合作技术室 课长辅佐）

③
“活用ODA的地方政府、中小企业的海外展开支援”

须田 敦先生（日本外务省国际协力局开发协力总括课兼经济局政策课 基础设施海外展开推进室课长辅佐兼能源安全保障专门官）

11:50…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

“改革进展与商机扩大”

12:10… 株式会社 KUREHA 环境 神奈川事业所
“关于低浓度 PCB 污染物处理事业”

12:30… 公益财团法人 神奈川科学技术研究院
“关于有机类太阳电池的性能评估业务
～面向确立 KAST 法～”

12:50… 日本环境省 环境技术实证事业（ETV 事业）
“日本环境省环境技术实证事业 （ETV 事业） 简介”

13:10… 株式会社正永

“节能照明的现实性应对”

13:30… 水俣市

“关于水俣市的举措”

14:05… 越南巴地头顿省

“通向成功与发展的新发现
―来自越南巴地头顿省的邀请―”

14:25… 开泰银行

“泰国投资环境与开泰银行简介”

14:45… 株式会社 PEDAL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交通工具的大显身手而备受期待的共
享摩托车系统”

15:05… JFE 集团

“关于 JFE 技术调查株式会社的生物质事业”

川崎环境展窗事业2013
表彰仪式

・ 展窗示范事业评选结果发表暨表彰仪式
东京整流器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日本Elec Trike
株式会社PEDAL

・ 展窗示范事业展示演讲
・ 展窗大奖评选结果发表暨表彰仪式
医疗法人社团钢管会 日本钢管医院
ELIIY Power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正永
学校法人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
学校法人洗足学园
三菱扶桑卡客车株式会社

・ 环境展窗大奖演讲
・ 评选结果讲评

中岛 康孝先生（专门审查会审查委员长，工学院大学名誉教授）

13:00 14:00
▼

开幕式

中心舞台
11:00 12:50

▼

11:00 15:20

▼

10:00 10:25

足立 芳宽先生（东京工科大学

〈中心舞台演讲者简介〉

2月15日(周六)

商务展示演讲

【演讲①】
“纳米技术与生物质融合…首次实用液体生物质发电”
松村 健彦先生（NANOMIZER JAPAN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社长）

【演讲②】
“通过‘水’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笑容满面～在菲律宾台风灾区也大显身手！
‘NIHON GENRYO WATER RESCUE’团队活动介绍～”
斋藤 安弘先生（日本原料株式会社代表董事社长）

【演讲③】
“使用新次氯类药液的香烟脱臭分解装置开发及其应用”
原田 奈津美女士（株式会社平宫联合研究机构 国立东京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学生）

【演讲④】
“越南南部平阳省投资研讨会”
（My Phuoc工业园区介绍）
植松 完二先生（BECAMEX IDC 日本部长）

▼

14:55 15:55

▼

14:10 14:50

JETRO研讨会

环境产业论坛

【演讲1】
“关于JTETRO 环境与能源领域的海外展开支援”

“SPERA氢气 千代田氢气供给事业”

荏原 昌先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机械与环境产业部环境与能源课 课长）

冈田 佳巳先生（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技术开发单元兼氢气供应链事业推进单元技师长）

【演讲2】
“环境技术的全球展开～来自出口支援的现场～”
有冈 义洋先生（株式会社GEEMS ASSOCIATES代表董事）

协调员/中村 和雄先生（川崎市亚洲创业家支援事业 参与）
●主办／川崎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协办／独立行政法人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

【基调演讲】
“NEDO的国际能源消费高效化等技术与系统实证事业”
林 成和先生（NEDO智慧社区部 主干）

“从上海的节能环境项目所看到的商机”
演讲①
“老龄人应对型住宅等超级智慧社区示范项目的建设
计划”
唐 厚君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智能电网研发中心项目负责人）
俞 文伟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工程研究所客座教授、千叶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演讲②
“PM2.5对策与低CO2推进项目的介绍”

陆 书玉先生（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主持人）中村和雄先生（川崎市亚洲创业家村构想支援事业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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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力求形成产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示范城市，将作为先进的
环境技术与战略的信息交换平台，以构筑以去年2月设立的“环境
综合研究所”为起点、与亚洲各国的国际性网络为理念，与川崎
国际环境技术展2014 一起举办【第10届 亚太环保业务论坛】。

■举办时间：2014年2月14日（周五） 14：00～16：30
■举办会场：崎市民博物馆影像大厅
■论坛内容安排

○主办方致辞: 福田 纪彦先生 (川崎市市长) (14:00～14:10）
○特 别 演 讲:Surendra Shrestha先生 (UNEP-IETC所长)
○第 五 节:关于亚洲城市环境举措
主持人／末吉 竹二郎先生 (川崎市国际环境施策参与)

“为了高效太阳能发电”
铃木 和彦先生（川崎市新能源振兴协会会长、株式会社伊铃代表董事）
金城 彻先生（工学博士）
15:50 16:20
▼

海外商务论坛

“上海备受瞩目的节能环境项目”

第10届亚洲太平洋环保商务论坛

新能源产业研讨会

东海大学太阳能汽车相关演讲

“挑战WSC～纵断澳大利亚3,000km的轨迹～”
木村 英树先生（东海大学工学部 电气电子工系 教授）
16:30 17:00
▼

▼

16:00 16:50

15:00 15:40

闭幕式

・ 最佳展位大奖表彰
・ 闭幕致辞

2月14日(周五)

2月14日(周五)

特别演讲

海外商务论坛
上海备受瞩目的节能环境项目暨基调演讲

12:15〜12:45

“COP19以后的地球
环境保全与川崎机
制”
足立 芳宽先生

东京工科大学教授

出生于1947年。京都大学工学院毕业(工学博士)。历任日
本通商产业省(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技术审议官、东京大
学研究生院工学类研究科材料工学专业教授（环境系统工
学讲座）、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产业与环境
小委员会”委员，自2012年10月起就任现职。担任一般
财团法人机械振兴协会副会长技术研究所长、NPO法人产
业与环境创造联络中心理事长、川崎温暖化对策推进会议
（CC川崎）会长、日本学术会议联合会员等。
14:00〜14:50

绿色创新海外展开事例发表
【事例发表②】
面向构建亚洲低碳社会的JCM企业研讨会
～有关环境技术海外展开的日本政府支援制度～

①“活用亚洲两国间碳
信用制度的亚洲低
碳城市建设”
植松 朋树先生

日本环境省地球环境局国际协力室
环境专门调查员

1994年进入日本钢管(现JFE工程）并供职于津制作所管理
部管理室，1997年供职于NKK成套设备建设公司、供职于
1999年日本钢管综合工程企画管理部管理室、2002年供
职于肯尼亚奥卡瑞地热项目、2004年供职于海外事业中心
统括室、2007年供职于JFE工程（泰国）、2009年供职于
海外业务部、2010年供职于都市环境本部海外成套设备事
业部营业部亚太州大洋洲组、2011年供职于海外事业本部
营业部太州大洋洲组，自2013年起就任现职。

②
“关于两国间碳信
用制度所期待的
项目”
莲沼 佳和先生

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技术局
地球环境合作技术室 课长辅佐

1969年出生于群马县。1993年进入日本通商产业省
（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供职于钢铁相关、WTO相
关部门。2005年派驻日本外务省，供职于日本驻黎巴
嫩大使馆等，近年来主要从事中东与非洲相关业务。
自2013年5月起就任现职。目前主要工作是参与构建两
国间碳信用制度以及为实施该制度的各国间的谈判。

③“活用ODA的地方
政府、中小企业
的海外展开支援”
须田 敦先生

日本外务省国际协力局开发协力总括课兼经济局政策课
基础设施海外展开推进室课长辅佐兼能源安全保障专门官

曾供职于石油公团、日本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2003年进入日本外务省。之后供职于经济安全保
障课、国际能源机构（巴黎）、俄罗斯课、国际经
济课欧盟经济室，自2011年8月起就任现职（ODA
官民联合班班长）。自2012年起，负责中小企业
及地方政府海外展开支援的预算及计划启动工作。
14:55〜15:55

JETRO研讨会
【演讲1】
“JETRO

关于环境与能源领域
的海外展开支援”
荏原 昌先生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环境与环境课 课长

供职于独立类系统集成商后，2003年9月进入
JETRO。负责IT、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的出口支
援及风险企业的海外展开支援工作。2008年3
月，作为总务担当次长调到旧金山JETRO办事处
工作。自2013年2月起就任现职。

【演讲2】
“环境技术的

全球展开
～来自出口支援的现场～”
有冈 义洋先生

株式会社GEEMS ASSOCIATES
代表董事

在综合商贸公司工作12年，负责建设机械、铁路等设
备机械的出口业务。其间在越南常驻3年。之后进入资
源循环用公司工作，筹建海外营业部，在东亚和东南亚
数个国家设立和经营事业公司。中小企业诊断士（日本
经济产业大臣注册）。以水处理和废弃物处理领域为中
心，对制造业开拓市场及建设网点提供支援。

16:00〜16:50

“NEDO的国际能源
消费高效化等技术
与系统实证事业”
林 成和先生

NEDO智慧社区部 主干

在民间企业工作约15年后，于2005年度进入NEDO工
作。在研究开发推进部负责主题公募型事业的宣传和成
果普及等业务。后来供职于蓄电技术开发室，2010年
度被调至智慧社区部就任现职。除了负责智慧社区海外
实证事业的统括业务外，还主管亚洲地区相关业务。

2月15日(周六)
11:00〜12:45

川崎环境展窗事业
2013表彰仪式
评选结果讲评

中岛 康孝先生

专门审查会审查委员长

1956年早稻田大学第一理工学院毕业。1975年就任工学院
大学教授。1994年就任日本太阳能学会会长。1999年就任
工学院大学综合研究所所长、2001年就任早稻田大学理工学
综合研究中心教授等，目前就任工学院大学名誉教授、NPO
法人建筑环境与设备技术信息中心AEI理事长。工学博士。
著作有《改订4版建筑设备小手册（合著）》、《太阳能建
筑设计指南（合著）》等。此外，还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日本太阳能学会奖、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功劳奖等众多表彰。
14:10〜14:50

环境产业论坛

“SPERA氢气 千代田
氢气供给事业”
冈田 佳巳先生

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技术开发单元
兼氢气供应链事业推进单元技师长

1984年横滨国立大学化工系毕业。1986年该大学
研究生院能源材料专业毕业，进入千代田化工建设
株式会社。在该公司研究所从事催化剂开发工作。
自2013年起就任现职。担任氢能源协会理事、产
综研东北中心外部评估委员、JST氢载体领域研究
评估顾问等。荣获2002年度石油学会论文奖。
15:00〜15:40

新能源产业研讨会

“为了高效太阳能发
电”
铃木 和彦先生

川崎市新能源振兴协会会长、
株式会社伊铃 代表董事社长

1974年创办伊铃电设。以公共工程的三级承包商身份开始
进入电气施工业。业绩顺利扩大，1983年法人化。1990
年代后半期受泡沫崩溃影响，摸索向民间事业发展，很早
就关注太阳能发电，承接设计到施工业务。2000年将公司
名称改为株式会社伊铃。2002年起，构筑全电化住宅管理
系统。2012年开始大规模太阳能发电事业。

“为了高效太阳能发
电”

金城 彻先生

工学博士

1982年进入东京大学理学院理科Ⅰ类学习。1992年进
入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中心工作，从事激光束发生器
的研发（防卫系统）。自2007年起，开始传输介质的
研究（理论解析），不仅在日本国内还在韩国、中国、
印度等海外推进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效率改善工作。
15:00〜15:40

东海大学太阳能汽车相关演讲

“挑战WSC
～纵断澳大利亚
3,000km的轨迹～”
木村 英树先生

东海大学工学院电气电子工学系 教授
东海大学挑战中心 次长

日本应用物理学会、日本太阳能学会、日本电气
学会会员。在太阳能汽车团队担任团队领队，在
隔年举行的纵断澳大利亚大陆3,000km的世界最
高水平的太阳能汽车竞赛中，2009年与2011年
连续荣获冠军。在同样隔年举行的南非大赛上，
从2008年至2012年荣获三连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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