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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中 日友好交流会淡

基 調 叔 告

中日友切､副全壊

井 頓 泉

尊敬的 ×××先生

､同志侶‥朋友イ

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 ｡ 

簡 ↑友好切､会 及丙 国声切､共 同挙み 了中 日友好交流城市小学生声卓球友誼

比寮大会 ,来 日中 日双方 58対友好交流城市 600余人参加,丙 国的小学生

｢]

今天中日双方各界友好人士和活功家改発在春意蓋然､百花争所的高松

12市,隆重召井第 次中日友好交流会淡,我代表 中 日友好協会表示熱烈的

祝軍,対社団法人 日中友好切､会､香川具､高松市等相美人士力会淡的召升

2007 5 11年 月,我イロ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功召牙了第 次中 日友好交流会

蚊｡丙年来,中日友切､同日中友切､合作,井展 了一系列 的友好交流活功｡日

友 ､在平 山郁夫名誉会濃､加藤紘一会債的領等下,高挙 中 日友好旗幌,切中

堅持 《中 日朕合声明》等四十政治文件 ,秩枝升展 同中国在各↑領域的交流

与合作,カ中 日英系的特園､改善和友展倣 了大量富有成数的工作 ｡ 

桐2007年是中 日邦交正常化 35周年和 中 日文化体育交流年 ｡8月,我

通迂 比寮 ,用手中的球拍架起 了中日友好交流的析梁 ,在心 中播撤下友誼的

仲子｡9月,我爪又共 同実現 7日本歌舞伎表演芸木家坂 田藤十 郎先生来年

公演 ,不仮便 中国人 民欣裳到 了精彩 的歌舞伎表演 ,同吋対促逆 中 日文化交

流､増迭丙 国人 民的友好感情和相互理解起到了横板 的作用 ｡9月 27日,我

会在北京挙か中 日邦交正常化 35周年妃念招待会 ,温家宝息理､村 山富市

前首相､森喜 朗前首相及 中日帝 国各界人士的 600人 出席 ｡温家宝息理在会

鬼目方代表 団主要成員 吋希望 中 日丙 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共 同努力 ,加 強互

描 ,増逮合作 ,不断推速成略互恵英系,碗保両 国英系濃期健康穏定地友展.

川 月,我侶与狭西省友切､等相美単位合作挙か 了日本遣晴侵入隔 1400周年

情 勅 ,村 山富市前首相等 出席 ,菅造 了中 日友好雪気 ,促速 了中 日英系的友 

.,LLlJ

12月,在福 田康夫首相坊準え除,力表迭 中国民同額枚致力干友展 中日 

)ii.L系的良好度望 ,我会与其他 団体共 同挙か 了来迎福 田首相坊準早餐会 ,温

家宣瓜埋､福 田康夫首相 出席井塀活 ｡温点理在併請 中指 出,中 日友好要打

好 ∴↑碁石出,-是要略 守両 国同三十政治文件碗定的原則 ,堅持 〟以史力塵,

面 向未来"｡二是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平等対待,樹立世代友好 的信念, 

- 1-

dell
Rectangle

dell
Rectangle



中 日友好是大勢所追,民心所 向o三是要后姓有人｡温点理席 同即実迩吟涌

了一首況俳 ‥"濃怯融水族 ,梅花瑞雪兆新歩,明年春更好 ",威力了中日友

好 的一段佳活 ｡ 

2008年是中 日和平友好条約締結 30周年和北京奥通年 ,丙国夫系取得

重要述展和重大突破｡4月,我イ｢]与貴切､会等咲合挙か 了"平 山郁夫乞木尾" 0

全 国政切､頁庚林主席､弥家正副主席 出席 了牙幕式井双看 了展魔,国家副主

席/1近平会見 了村 山富市前首相 ､平 山郁夫会侯等音程釆京 出席牙幕式的冒

本釆実,芝木展受到了中国双盆 的熱烈吹通 0 

5月,胡棉涛主席成功坊 日,両 国笠署 了 《中日夫子全面推速成略互恵

英系 的咲合声 明》｡返是中 日両 国岡第 四十重要政治文件 ,規剣 了中日英系

未来友展登 園,升創了中 日践略互恵英系全面友展的新局面 ｡ 

5月 12日,中国四川省汝川友生了特大地震文書 ｡地震友生后,日本天

皇陛下､福 田首相先后友来慰 同屯,福 田首相述音程到 中国在 日本大便儒 吊

暗躍碓者 O在 中国人 民遭受戸重地震大害的危碓吋刻 ,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

伸 出援助之手 ,扮扮憤慨解嚢 ,損款絹物 ｡日本政府述派 出救援 臥和医狩臥,

胃着余震的危険到文区展牙救援活功 ｡他爪 的出色救援行功和敬此精神,袷

中国人 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同吋也粛得 了中国人 民的尊重和高度坪仰.冒

中友切､及各地方姐班力文区的恢夏重建倣 了大量的工作 ,体現 了朋友イ｢]対英

区人 民的深情厚意,対干朋友イロ的宝寅援助,中国人 民永遠不会忘竜.我原

借此机会 ,再次 向日中友切､及 日本社会各界体現出来的崇高人道主文精神表

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 

8月,挙世嘱 目的北京奥逼会在北京挙行 ｡北京奥逼会得到 日本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美心和支持,福 田康夫首相音程釆京出席北京奥逼会升幕式,冒

本 国会述青 口成立 了由各党派淡貝組成 的支持北京奥逼会淡貝朕盟,加藤会

溌也在北京残奥会升幕式之除率 団坊竿,与胡錦涛主席会 暗.奥逼期同,中

日丙 国造手 同場 寛技,相互学刃,共 同分享 団結､友誼 ､和平 的奥林匹克精

神 ,充分体現 了 "同一十世界､同一↑夢想 "的理念｡ 日本迭手的出色表現

拾中国人 民留下 了深刻 的印象 ｡北京奥逼会既是世界体育 的盛会 ,更是丙国

文化体育交流的平台,増速 了両 国人 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誼 ｡ 

10月,我会挙か了妃念 中 日和平友好条約締結 30周年招待会 ,胡綿涛

主席和麻生太 郎首相 出席井致司 ｡胡綿涛主席在致渦 中特別感謝 日中友好団

体力中 日友好事此所倣出的重要貢献 ,強調 中日英系 己姪砧在新的盾史起点

上 ,正面惰新 的重要友展机遇和更加｢ 陶的室岡,希望双方共 同努力,満杯

信心姓往井来 ,カ実現 中 日和平共赴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 同友展的大

目椋而努力脊斗｡庚祝招待会把丙 国妃念 中 日和平友好条約 30周年活功推

向了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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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4月,我会与 日中友切､､日中緑化交流基金､中国緑化基金会等

共 同眉功了敦煙田夫防夙固沙林項 目正式眉功 .i亥項 目将力当地 的生姦杯境

的改善､水土保持､防止沙漢化 以及保折敦煙文化通戸友揮秩板的作用 ,井

在 中 日両 国之同架起一座友好的緑色析梁 ｡

朋友桐 ､同志桐 :

今年是 中学人 民共和国建 国 60周年 ,明年我イロ将迎来 日中友協成立 60

周年 O在 中 日両 国政府及民間的共 同努力下 ,中日英系 己姪鈷在 了新的灰史

起点上,面嘱著述一歩 向前友展的重要机遇 .在新的盾史条件下 ,南 国的民

間友好 団体庄核紫紫抑住当前有利 吋机 ,明碗新形勢下中日民同団体 的 目板

与作用 ,継承和友揚 民間友好的伏 良侍銃 ,秩根深剣各項交流事並 ,逆一歩

深化両国各領域 的民間交流与合作 ,推功両 国英系稔歩 向前友展 ｡力此 ,戟

屠提 出以下凡条建淡:

一､堅持 《中 日咲合声明》等 四十政治文件 的原則 ,仇成略高度杏葉丙

国夫系的政治基拙

《中 日朕合声明》等四十政治文件 ,是中日両国在息培灰史蛭盆教訓的

碁石出上,カ友展丙 国夫系先后制定的四十重要政治文件 ,仇政治上 ､法律上

息結了丙 国夫系 的辻去,規則 7両 国夫系 的未来 ,是中日英系 的基石 ｡中日

英系的友展史 iiE明,連循和雄折政治文件 的原則精神,中日英系就会友展順

刺 ,反之 ,中 日英系就会出現挫折 ｡丙 国的民同団体要高率 中 日友好 的侍大

旗幌 ,里定中 日友好信念,カ堆折和推功 中 日英系的健康友展倣 出不備努力｡

二､促述丙 国姪貿合作,折大 中 日丙 国共 同利益

中 日邦交正常化 以来,両国軽質合作英系迅猛友展 o丙 国姪済合作姶丙

国人 民帯来 了英実在在的利益 ｡当前 ,国防形勢正在友生深刻 的変化 ,国防

金融危机拾各 国帯来戸重影哨O中 日互力主要姪貿伏伴 ,両 国加張合作､弄

心切､力､共克雅夫意又重大.中 日丙 国赴干不 同的姪済友展附段 ,姪済互朴

性強,特別是在信息､杯保､高科技等領域合作潜力巨大｡丙 国的 民同団体

庄友拝各 自伏勢 ,逆一歩促逆提升丙 国室生貿合作水平,不断拓展新 的合作領

域和途径 ,力両 国軽質合作深入友展 ,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共 同努力 .

三､促迭人文交流 ,架起拘通西 国人 民心克之析

中日比部而居 ,丙 国人 民之 何的友好往来源逸流濃 ,丙 国侍銃 的灰史文

化威力献茶丙 国人 民心異的重要析梁和紐帯,対増逆両 国国民友好感情具有

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o中日丙 国同属京方文 明,在漫牧的歩月中,両 国人 民

彼此学刃,相互借釜,力世界文 明的友展倣 出了重要貢献 ｡当今丙 国之 同的

文化交流更是頻繁活鉄 , 返対拘通両 国国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庄得到逆

一歩加強O人文交流是 民同団体 的侍銃伏勢領域 ,今后要逆一歩折大南 国民

間在文化 ､体育 ､教育等人文領域的交流 与合作 ,友揮人文交流対干増逆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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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 民感情和相互理解与信任 的秩枝作用 ｡

四､加快培券接班人 ,便 中 日友好代代相伴

当前 形 勢 下 ,双 方必 須切 実加 強丙 国人 民特 別是 青 少年 之 向的友好 交

流 ｡胡錦 涛主席 曽力青少年 交流年 拝 毒題詞 "挙青春之 力 ,謀世代友好 " 0

丙 国 民同団体庄加 強合作 ,努 力培葬 中 日友好事此接班人 ,推功丙 国更多青

少年投 身到 中 日世代友好 的侍大事地 中去 O近年来 ,我イ｢丙十友切､] 共 同致力

干両 国高 中生大 規模互坊 交流 取 得 了 良好致果 ,受 到両 国政府 和各 界 的好

評 ｡通辻互坊 ,丙 国高 中生増速 了相互理解 ,加深 了友誼 ,返対 中 日英系 的

未来 具有重要意又 ｡中 日友好 寄希望両 国人 民,更寄希望干丙 国青少年 ｡我

イ｢丙今 切､] 会在返一領域都倣 了祥 多具体工作 ,今后仇要尽一切努力 ,多挙亦

青少年 喜 岡原兄 的活功 ,充分利用各 自的渠道 ,切実加 強青少年交流 ,吸引

更 多 的年軽人加入到 中 日友好 的臥伍 中来 ,カ中 日友好事此培券接班人 ｡

五 ､笈展地方交流与合作 ,カ丙 国友好注入新 的内滴与活力

地 方政府交流是 中 日英系 的重要 組成部分 ,以友好城市英系力主体的地

方政府 交流活功 同中 日友好逼功相 結合 ,在両 国国民的｢淀参与下 ,有着堅

実 的群企基石出,具有強大 的生命 力和｢ 陶的友展前途 ｡我イ月希望不断提高友

好城市 岡交流 的数量和虜量 ,一方面覗枝推功丙 国城市 結好 ,男一方面 ,秩

扱支 持地方政府 的交流項 目,千 方 百計地力友好城市創造常森化 ､机制化 的

交流互功平 台与机会 ｡

六 ､把握新 吋期 中 日友好 的輿龍 等 向,力丙 国夫系健康 友展提供輿龍保

障

媒体 是析梁 ,是丙 国人 民加深相 互 了解 的重要手段 ｡在 当今 的信息化社

会 ,媒体 ､輿龍対 干丙 国国民感情 正友揮着越来越 重要 的作用 ,我イ｢]庄該多

倣増信祥 疑 ､排 除干排 的工作 ,以利 子西 国人 民之 同保 持井友展彼此信任 的

友好英 系 ｡我桐鼓励 中 日新 陶界 的同行イ｢]眉 負起堆折丙 国人 民利益 的使命 ,

仇丙 国夫系大局 出友,公正客双 地倣好輿龍宣侍工作 ,多倣有利子 中 日友好

的根道 ｡

朋友イ｢]､同志侶 !

我甘]在 中 冒英系取得 了重要逆 展 ､赴干新 的盾史折段 的今 天 ,召升第 12

次 中 日友好交流会 淡 ,共商丙 国民間友好合作大計 ,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又 ｡

我希 望朋 友イl]国境新吋期 中 目民同団体 的 目板与作用覗枝 暢所欲 言 ､献汁献'

策 ,カ 中 日丙 国世代友好 作 出更大 的努力和貢献 ｡

朝潮 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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