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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务 所 要 闻

主 要 业 务 内 容
在此介绍一下 2017 年（平成 29 年）6 月至 9 月

在此介绍一下其中主要的 6 个活动。

间的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要闻-1
＝6 月＝

宫城县与吉林省缔结友好关系 30 周年！

・参加第五届西部旅行产业博览会（重庆）
・访问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7 月＝
・举办全日空大连机场七夕活动（大连）
・参加第五届上海 Visit Japan Salon（上海）
・举办宫城县-吉林省结好三十周年纪念典礼（长春）
・宫城县知事访问大连市政府（大连）
＝８月＝

为了庆祝宫城县与吉林省缔结友好关系 30 周
年纪念，于 7 月 17 日（周一）18 日（周二）在长
春市举办了庆典活动。
宫城县方面，以知事村井嘉浩为团长的访问团
共 113 人包机前往长春出席活动。
7 月 17 日（周一）村井知事携县议会议长中岛
源阳一同，与省委数据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友好
会谈。并出席仙台机场与长春机场缔结友好关系仪
式。

・举办日航大连机场七夕活动（大连）
・参加第二届中日韩地方政府合作会议（长春）
＝9 月＝
・参加东北亚博览会（长春）
・接待尚絅学院大学研修生来访（大连）
・参加辽宁省中日商谈会（沈阳）
・参加大连地方银行商业洽谈会（大连）
・举办大连商谈会（大连）
・参加 FBC 上海制造业商谈会（上海）
友好访问省委书记、省长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下列活动。
○对中国企业及有关部门等的访问或来访接待
○针对各县内企业·团体·机构的需求进行调查和
信息收集提供

7 月 18 日（周二）在长春市动植物园内的吉林
-宫城友谊园举办了纪念碑揭幕仪式。该园落成于
1997 年，是为纪念两地交好 10 周年纪念而建成的

○有利于两地交流相关资料的翻译与内容确认等
○参加劳资相关研讨会

1

日式庭院。当天，村井知事与刘国中省长一同为两
地结好 30 周年纪念碑揭幕。

友好访问大连市长

要闻-3
纪念碑揭幕仪式

此外，在市内的会场还分别举办了由各企业参
加的经济交流会以及由宫城县市町长参加的各地观
光推介会。

参加第五届西部旅行产业博览会
6 月 23 日（周五）至 25 日（周日）期间，参
加了于重庆市举办的“第五届西部旅行产业博览
会”。
本次参展是本所首次涉及中国西部地区的观光
产业展览会。

观光推介会会场

要闻-2

知事村井嘉浩访问大连市政府
7 月 19 日（周三），知事村井嘉浩访问大连市
政府，并于市长肖盛峰会谈。
会见期间，知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受东日
本大地震影响停航至今的大连-仙台航线。
肖市长方面表示，以众多企业进驻及宫城县大
连事务所的设立为开端，宫城县与大连市结下了十
分深厚的友谊，将继续在更多方面加深两地合作。

场内展位都十分有特点

现阶段重庆主要的目的地城市还是以传统的东
京大阪方向为主，但随着多次赴日游客的增多其目
的地范围也将不断向日本全国扩大。
由于重庆市的旅行社对于宫城县还并不是十分
了解，所以是推广介绍宫城县的一个十分好的机会。
今后也将继续利用这种机会，向中国更多的城
市推广介绍宫城。

希望大连与宫城县的交流能够不断加深，两地
直航航线能够尽早复航。

2

人头攒动的县内企业展位
向旅行社推广介绍宫城

要闻-6
要闻-4

参加“东北亚博览会”

参加“FBC 上海 2017 制造业洽谈会”

9 月 21 日（周四）至 23 日（周六）三天期间，
9 月 1 日（周五）至 5 日（周二）期间，参加
参加了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FBC 上海 2017
了于长春市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制造业洽谈会”。
今年该展会为国家级展会，相比往届规模更大，
本次展会有来自日本的 462 家企业参加，会场
并将有众多出展商前来的台湾及香港地区分别划分
内分为“自动化·机械设备”、“机械零件·加工”
成独立分馆进行展卖。作为海外展馆的五号馆则汇
等区域，本活动是由宫城县国际经济振兴协会与七
集了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登国的各式产品，展
十七银行共同举办的。
会现场人头攒动甚是热闹。
在本县展位，除了发放宣传册并播放影片进行
观光展示，还连同县内企业一同展示无土栽培技术
并介绍由宫城县人在长春经营的日语学校。
要闻-5

举办“大连商谈会”
9 月 15 日（周五）至 17 日（周日）期间，参
加了于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办的“第九届大连日本
商品博览会”
，并与岩手县一同主办了大连展示商
谈会。

开幕式主办方合影

本次展会有来自 22 个都道府县的共计 220 家
企业出展，展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爆棚。
宫城县方面有三家企业参展，与中国企业开展
洽谈的同时还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各自的产品与技术。
在今年首届参加的食品相关企业的展位，当天
有多家提前预约洽谈的企业前来，由此感到中国市
场对于日本产品的热度依然。
本所除了在展位装扮七夕挂饰外，还配合观光
宣传册以及介绍宫城县景点的影片向来场观众宣传
推广宫城县。

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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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县方面有九家企业参展分别就采购、销售
及渠道拓宽等与中方企业进行了洽谈。
参展企业方面表示，通过本次展会取得了今后发展
业务的机会，对展会表示满意。

中 国 本 地 信 息

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一步步侵蚀着普通列车
的发车数量，导致乘火车变成了一件不再那么平民
化的出行方式。
由于共享单车并不规定还车地点，所以导致乱
停乱放及被盗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某些城市已经
开始对共享单车亮出红灯。
而在上期介绍过的电子支付及网上购物，也由
于其各自的资金安全问题及服务参差不齐有过不少
的投诉。

但作为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新发明，我
们有理由相信人民有能力解决他们所存在的不足，
上一期介绍了中国新四大发明中的“电子支付”
并在那之后会有更加令人期待的发展。
和“网上购物”。本次将为您带来剩下的两大与交
通息息相关的发明。

中国新四大发明（2）

首先是“高铁网络”。
编辑后记

中国拥有超过两万公里的世界第一总里程的高
铁网络。这个里程数甚至超过了自第二位至第五位
（分别为日本、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的里程数
总和的两倍以上。
不仅如此，世界等级最高的高铁——京沪高铁、
世界首条高寒高铁——哈大高铁、世界单条运营里
程最长高铁——京广高铁、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
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等，将众多的世界高铁桂
冠捧回了中国。

本人为期两年的大连驻在任期至此结束，任满归
国。大连的一山一水、可口的海鲜与猪排饭与我的故
乡都无比的相似，以至于熟悉这里并没有花太多的时
间。
虽然仅有微薄之力，但也希望今后能够为宫城与大
连以及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ＴＫ）

另一个新四大发明是“共享单车”。
作为共享经济的首个尝试，它可以为使用者带
来便捷的使用体验和资源最大化的利用。中国作为
曾经的“自行车王国”，随着国内私家车保有量不
断增长，正逐步成为“机动车保有大国”。北上广
深等超级都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都在推行各自的机动车限行政策。根据各自的限制
措施，除了会限制每天上路行驶的汽车总数，还会
对新车上牌数进行严格的控制。
“共享单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地铁几公共交通网络发达的现代都市，“最后一
公里”的痛点成为了“共享单车”力证身价的用武
之地。
每半小时 0.5 元的超低租金，以及到达目的地
后迅速方便的还车方式，加上绿色无污染的出行方
式和移动的同时可以兼顾健身等众多优点使得共享
单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由于各单车上都配有 GPS 定位系统，所以通过
手机 APP 可以轻松的定位并使用。
随着各式新鲜事物的发展，在为人们带来生活
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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