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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俄罗斯的各位NEAR业务负责领导，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滨

城市浦项。

       在这春意盎然的初春4月，很高兴能够在世界著名钢铁之城浦项市举办“2016NEAR事务人员工作会议”。

今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我感到十分荣幸。

   

       2016年是NEAR创立20周年的一年，从人的一生来看，是长大成年的一年。NEAR已由1996年创立之初

的4个国家29个会员地方政府发展壮大为现在的6个国家73个会员地方政府与6个观察员地方政府，已经发展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地方政府组织。这一切都离不开各会员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协助，以及祈愿东北亚

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此，感谢各会员地方政府负责NEAR事务的各位给予联合会工作的支持

与关心。

       经历了20年风风雨雨，已经长大成年的NEAR，是时候向着更高的目标实现新的飞跃。与20年前相比，

现在国际大环境与区域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为了更快适应新的国际局势，迎接挑战，根据实际情况

修改宪章，引入会费制，强化秘书处作用等制度性机制建设与完善是是当务之急。

       此外，为了NEAR的进一步发展，要切实发挥14个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举办会议，要通

过专门委员会提供实现实质性交流的机会。不仅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心和关注作为未来主力军的青年一

代。NEAR应为即将成为未来领导人的青年们提供更多互相交流的机会，构筑青年间互联互通网络，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促成省政府高层领导出席今年9月底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举办

的全体会议，共商联合会发展大计。

       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为了实现NEAR的发展，最直接负责NEAR业务的各位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座各位积极参与NEAR各项工

作，提出有新意、建设性的想法是促进NEAR不断发展的基石。我们秘书处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悉心听取各位

的意见和建议，尽最大努力将有关意见运用到实践中。

 

       再次感谢出席本次事务人员工作会议的各会员和观察员地方政府的各位领导。虽然停留时间短暂, 但希望

大家在浦项度过愉快的时间，留下美好会议。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大家！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长 全 哉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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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概要   
• 概要 / 日程 / 座次图 

□ NEAR 秘书处主要业务报告   
• 2015年度主要业绩与2016年度业务计划

• 专门委员会高效运营调整过程报告

□ 会员地方政府发表    

• 日本

- 富山县 (环境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兵库县 (防灾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岛根县 (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韩国

- 大田广域市 (实现相互沟通与共同参与的市民中心城市）

- 全罗南道  (2016世界亲环境设计博览会宣传)

• 俄罗斯

- 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州的投资潜力)

□ NEAR会费制引入与联合会宪章修改等讨论   
• 会费运营规定(草案)

• 联合会宪章修改(草案)

□ 2016年度 NEAR主要活动日程   

□ 参会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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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NEAR事务人员工作会议

□ 活动概要

○ 时    间 : 2016. 4. 27(周三) ~ 4. 29(周五) / 3天

○ 地    点 : 大韩民国庆尚北道浦项市(BEST WESTERN Pohang Hotel)

○ 参会人员 : 74人(5个国家39个地方政府)  ※ 另加秘书处17名

国家 参会地方政府(个） 参会人数(名) 备注

合计 39 74

中国 8 14

日本 4 10

韩国 13 25

蒙古 12 22

俄罗斯 2 3

○ 主办/承办 :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

○ 主要内容
∙ 秘书处2015年主要业绩与2016年主要工作说明
∙ 会员地方政府宣传推介与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讨论（会费制引入、准会员制等）
∙ 参观考察(POSCO、庆州良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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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日程
日期 时间 所需时间(分) 主要日程 备注

<第一天>
4.27(周三)

~18:00 报到及入住
BEST WESTERN 

Pohang Hotel 1层

18:00~21:00 180 晚餐 酒店餐

<第二天>
4.28(周四)

07:00~08:30 90 早餐 酒店餐

09:00~09:20 20 报到

09:20~09:30 10 观看 NEAR宣传视频

09:30~09:40 10 介绍与会来宾、宣布开幕

主持: 国际协力1组
组长

6层, patio 厅

09:40~09:45 5 欢迎辞（NEAR秘书长）

09:45~09:55 10 合影留念 、整理会场

09:55~10:20 25 秘书处工作报告及专门委员会高效运营调整过程报告 

10:20~11:00 40 会员地方政府发表

11:00~11:20 20  Coffee Break

11:20~12:30 70
 讨论(Ⅰ)会费制引入
- 各会员地方政府意见发表、问答、讨论、总结

6层, patio 厅

12:30~14:00 90 中餐 6层, Lily-Rose厅

14:00~15:00 60
讨论(Ⅱ)联合会宪章修改
- 各会员地方政府意见发表、问答、讨论、总结

6层, patio 厅

15:00~15:30 30 赴产业考察地 大巴

15:30~17:00 90 产业考察(浦项钢铁)

17:00~17:30 30 赴酒店 大巴

17:30~19:00 90 休息

19:00~21:00 120 晚宴(主持 : 秘书长) 6层, patio 厅

21:00~ 自由时间

<第一天>
4.27(周三)

07:00~09:00 120 早餐后退房 酒店自助餐

09:00~09:30 30 赴考察地 大巴

09:30~11:30 120 参观庆州良洞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

11:30~12:00 30 赴午餐 大巴

12:00~13:00 60 中餐 浦项市内（韩餐）

13:30~ 欢送参会代表
BEST WESTERN 
Pohang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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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板

    

黑龙江省 □

湖北省 □

湖南省 □

吉林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山东省 □

甘肃省*观察员 □

内蒙古自治区*观察员 □

富山县 □

兵库县 □

鸟取县 □

岛根县 □

釜山广域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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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苏古尔省

□ 科布多省

□ 中央省

□ 南戈壁省

□ 前杭爱省

□ 鄂尔浑省

□ 扎布汗省

□ 东戈壁省

□ 戈壁苏木贝尔省

□ 戈壁阿尔泰省

□ 济州特别自治道

□ 庆尚南道

□ 庆尚北道

□ 秘书处

同声传译

□ 座次图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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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秘书处主要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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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Working-level Workshop 2016

专门委员会高效运营调整过程报告
NEAR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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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地方政府发表
○ 日本

- 富山县(环境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兵库县(防灾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岛根县(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 韩国
- 大田广域市 (实现相互沟通与共同参与的市民中心城市）
- 全罗南道(2016世界亲环境设计博览会介绍)

○ 俄罗斯
- 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州的投资潜力)



环境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环境专门委员会协调员地方政府 富山县

1. 环境专门委员会会议召开

      第12次环境专门委员会会议于2015年11月11日在日本富山县富山市召开，来自中、日、韩、俄四个国家

6个地方政府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环境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与2016年个别项目提案。同时，会议选举了

富山县担任2015年到2016年下届协调员地方政府。

2. 个别项目实施情况

      下面是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实施的个别项目的有关情况。有关环境专门委员会个别项目的内容与成果

请参考官方网站: http://www.npec.or.jp/northeast_asia/。

(1) 东北亚地区环境体验项目（提案方：日本富山县）

a. 时间： 2015年8月19日至20日

b. 地点： 富山县鱼津市、黑部市

c. 参加人员： 4个国家9个地方政府（中、日、韩、俄）初高中生63名

d.内容：各参会会员地方政府代表作活动报告、海岸漂浮物调查与清扫、使用漂浮物制作艺术品等。

通过活动提高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并发表“2015富山环境宣言”。

(2) 海边漂浮物调查与漂浮物艺术品制作

a. 时间：2015年秋季（漂浮物调查），整年（艺术品制作）

b. 地点：东北亚地区海岸

c. 参加人员： 3个国家（日、韩、俄）15个地方政府

d. 内容： 掌握海边漂浮物的实际情况，同时培养“不乱扔垃圾、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组织居民与儿童

调查海边漂浮物的种类、个数与重量，并使用海边漂浮物制作艺术品。

(3) 东北亚地区环境保护公益画展

a. 时间： 2015年10月至11月

b. 地点： 日本富山县

c. 参加人员： 4个国家（中、日、韩、俄）7个地方政府

d. 内容：以环境保护为主题，面向东北地地区儿童征集作品，进行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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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后活动计划

       2016年将实行在环境专门委员会上提案的东北亚地区环境体验项目、海洋漂浮物调查与艺术品制作、东

北亚地区环境公益画展、海洋生物调查（新增加活动）等个别项目。2017年第13届环境专门委员会将在日本

富山县举办。

4.其他

       2016年5月日本伊势志摩峰会举办之前，G7富山环境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15日至16日举办。此外，2016

东北亚地方政府环境论坛（富山）将于5月23日至24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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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活动报告
【2015东北亚交流之翼in岛根】

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协调员地方政府 日本岛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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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东北亚交流之翼in岛根”活动剪影

7月31日(周五)

<青年之间的互动游戏、推介岛根县>
岛根县青年带领大家玩游戏，各国家青年亲密接触。同时向青年们介绍岛根县的基本情况。

8月1日(周六)~2日(周日)

 <岛根县环境生活部部长出席>
部长新田英夫出席欢迎仪式

 <欢迎交流会 & 寄宿当地家庭>
各国青年们活动的三天两晚期间寄宿在当地家庭，这是

同寄宿家庭的初次见面会。

<演出>
中国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年们演唱歌曲

  <演出>
韩国东国大学与威德大学学生们( K-POP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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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俄罗斯青年们演唱歌曲

<演出>
岛根县青年们演唱歌曲

8月3日(周一)

<关于低生育对策的演讲>
学习借鉴岛根县关于低生育对策的经验，并进行问答。

各国青年纷纷赞叹松江市育儿支援中心生产的手工艺玩
具的精致品质。

<体验日本文化: 制作和果子>
看完和果子匠人的示范，青年亲手制作和果子，大家赞扬匠人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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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
晚上举办出云市BBQ派对&交流会

8月4日(周二)

<意见交换会>
各国青年介绍并比较了各地区的低生育和老龄化现象，同时对了解多元文化交换了意见。

通过交流学习，青年们了解了各国国情，并分析了异同点。

 <送别会>
各国青年共同准备了最后一天的晚餐，大家分享各国美食，其乐融融。

东道主岛根县青年向国外青年赠送了自己做的小礼物。
通过本次活动，各国青年增进了彼此理解，构筑了友好交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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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相互沟通与共同参与的市民中心城市
    ——大田广域市

 Part Ⅰ 大田广域市简介

相互沟通与共同参与的市民中心城市——大田广域市
Contents
   Part Ⅰ  大田广域市简介
     ◆ 大田广域市概况
     ◆ 大田广域市建市100年，跻身世界尖端科技城市行列
   Part Ⅱ 相互沟通与共同参与，市民中心城市——大田广域市
     ◆ 目标与发展方向
     ◆ 发展以市民为中心的项目
     ◆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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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广域市概况 
◆ 大田广域市概况 (2014年底)
   - 人口 : 154万人 ※ 韩国第二位的年轻化城市
   - 行政区划 : 5个自治区79个洞
   - 公务员数 : 7,174名
   - 财政（预算) 5兆 6,707亿韩元
   - 地区生产总值(GRDP) 32兆 2千亿韩元 
       (人均 GRDP 2,084万韩元）
   - 产业结构 :  服务业 81.7%, 矿业制造业 18.2%, 农林渔业 0.1%

大田建市 100年, 跻身世界尖端科学城市行列
◆ 大田建市 100年, 向世界全球化城市飞跃
   大田过去百年的历史沿革
    - 1914   大田市诞生 (计划单列市)
    - 1974   大德研究园区成立
    - 1993   大田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
    - 1995   升格为大田广域市
    - 1998   WTA创立，与世界主要科学城市交流
    - 2009   大田国际宇宙大会 (IAC) 举办
    - 2012   大田厨师大会（WACS)举办
    - 2015   世界科学首脑会议，世界养蜂大会举办

大田建市 100年, 跻身世界尖端科学城市行列
▶ 未来100年，向世界国际化城市飞跃
① 逐渐跃升为韩国的新兴中心城市——地理、交通与行政中心
- 凭借大德研究园区（20世纪70年代）、大田博览中心，发展成为全国
五大城市之一。
- 60%以上的中央政府部门聚集在大田与邻近的世宗特别市，跃升为新兴
中心城市。
② 世界领先科学圣地
- 拥有国内最大的R&D研究园区——大德研究开发特区
-成立基础科学研究院，投资2兆韩元建设了重离子加速器(2012-2012)
※大韩民国城市中，研究院数量、研究开发经费、申请专利数量均位居
第一
③ 新型开放性国际城市
- 与姊妹城市 (13个)、友好城市(14个)进行全面广泛的交流
- 作为WTA(世界科学城市联合会)的主席城市，与世界科学城市进行交流
- 正在实现从大韩民国大田广域市到世界性大田广域市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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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Ⅱ 实现沟通参与，打造市民中心城市——大田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发展方向
 ◆ 目标与发展方向
  (前景) 让市民幸福，让大田宜居
  (目标) 倾听——整合的行政体系，构建社会信赖机制
  (推动方向)
   1. 建立市民参与制度
     - 构建市长直通窗口，市民可通过线上线下进行投诉、参与预算决
定，并发表政策建议
   2. 强化直面倾听机制
    - 将过去官本位的消极沟通方式转变为直接与市民进行双向沟通的
以市民为中心的模式
   3. 构建社会信赖体系
    - 构建市民直接参与解决区域问题与悬而未决事项的合理决议体
系，取得市民的信赖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的主要发展方向
① 开设市民幸福委员会
▶(委员数量) 500名(面向市民征集，随机抽选)
    (职场白领、教授、专门人士、学生、市民团体、弱势群体等)
▶(运营方式) 市民大会, 公开自由讨论会
▶(职能)

- 调解涉及市政主要政策方面悬而未决的地区间及市民间的矛盾纠
纷，达成市民共识
-  构建市民参与讨论并进行市政反馈的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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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② 实行名誉市长制度
▶ (任期) 6个月（不可连任), 无报酬名誉职位
▶ (人员构成) 8个行政部门/ 部门各一人 (共8人）

- 经济产业、科学、安全、文化体育、保健福利、环境绿化、交通
建设、城市住宅

▶ (职能) 政策提案、参与市政业务、面对面听取市民意见
▶ (取得成效)

- 298次活动(召开会议、深入群众、参与活动等), 提出政策建议93条
- 反映意见69条(74%), 进行长期研究的 16条(17%), 未反馈的8条(9%)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③ 运行市民参与预算制度
▶ (人员构成) 69名 / 分设8个部门（各部门 8~9人)
▶ (运行方式) 全体会议、专门委员会、运营委员会、预算研究会
▶ (职能) 市民参与预算编制与预算决策
▶ (2015年取得业绩)
 - 147个提案中采纳123个
     ※ 原预算 26,127亿韩元 / 市民参与预算 13,380亿韩元
        (总预算中市民参与编制预算的占51.21%)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④ 市民信访台
▶ (部门设置) 在市政府大厅1楼开设 / 每日早9时—晚6时
▶ (面向对象) 全体市民
▶ (发言时间) 每人10分钟
▶  (发言内容) 行政政策提案、投诉事项等自由发言
▶ (使用方法) 将个人信息输入系统后自由发言
▶ (运行程序) 发言台发言(录像) → 接收并分类 →  研究并进行现场核
实(有关部门) → 回复投诉(3日内)
▶ (取得业绩) 70件 (2015年5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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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⑤ 深入群众的市长“办公室”
▶(运行时间) 每月运行一次/四区间
    - 走访民生现场(第一周), 倾听机关内部意见(第二周)
    - 亲身体验义务活动(第三周), 深入建设现场(第四周)
▶ (运营程序)  实地调查→听取建议→ 通报结果(3日内)
     ※ 在市政府网页上进行公示，继续跟进建议事项
▶ (取得业绩)  42次/年实地调查

市民中心城市——大田主要推动项目
⑥ 实现市民在线参与行政业务
▶ 线上调查组——大田People运营
    - (人员构成) 2,000名 / 市民团体推荐或网上公开征集
    - (运营) 实施针对主要事业项目的网上调查投票
        → 以调查结果为基础，将统计结果反映到政策上
▶通过SNS，加强与市民的沟通
    - 开设大田市官方SNS: 推特、脸书、博客
      ※ 推特(关注者16,700名), 脸书(关注者38,000名), 博客(日均访问量 
      达3000多名）
    - 增加市民参与行政业务的机会，拓展沟通渠道的多元化

谢谢！

 

以市民为中心、贴近群众、
合作共赢、解决课题难题、
开放、共享、沟通、合作

市民－－开放共享沟通合作－－大田市
 I

企业

Goood 
Governance

结束语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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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亲环境设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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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库茨克州的投资潜力 
  伊尔库茨克州

        首先，我谨代表伊尔库茨克州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伊尔库茨克州拥有超过3个世纪的悠久历史，由于它位于俄罗斯联邦亚洲领土的几何中心，因而同亚太地区各

个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具有特殊的经济与地理优势。伊尔库茨克州属于俄罗斯联邦的西伯利亚联邦管区，首府伊尔库

茨克市是行政、经济、文化中心。伊尔库茨克州总面积为774846㎢（占俄罗斯领土的4.6%），人口2418348人。

        伊尔库茨克以其具有丰富的资源与无限的发展潜力，在俄罗斯地方政府中占领了重要地位。特别是，金的储量

占全俄罗斯总储量的31%、木材占11%、天然气占8%、石油占3%、白云母占80%。

        伊尔库茨克州生产了全俄罗斯57%的纸浆、42%的聚氯乙烯、35%的铝、27%的电、12%的木材，具有较强的

产业基础。

        伊尔库茨克具有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技、革新性的基础设施，以及优秀的教育

体系。伊尔库茨克州是全俄罗斯电力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且电费较低廉。电力成本为每千瓦0.04美元（高电压）至

0.06美元（低电压）。

        下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伊尔库茨克州的重点投资产业。伊尔库茨克州优先选择了地区出产量高的项目，致力

于发展冶金、木材加工、稀有资源及石油、天然气开采等产业项目。伊尔库茨克州还致力于创出高附加值产业，打

造石油化学、机械工学、制药产业、农业、建材生产等产业集群，努力解决人口增加、粮食安全等问题。

        伊尔库茨克州有着世界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因贝加尔湖，俄罗斯首次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遗产。贝加尔湖不仅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而且是具有考古学价值的文物，它是保留了

萨满教意识形态、岩刻画、布里亚特民族风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物的宝库。

        世界各地很多游客都喜欢来伊尔库茨克州观光，2015年一年访问伊尔库茨克州的外国游客数高达12万9千人

次，其中中国游客数量位居首位。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开发贝加尔湖南岸的旅游产品，完善相应旅游和休养基础设施。

        伊尔库茨克州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梁，伊尔库茨克州的出口对象国主要为亚太地区的国家。2015年伊尔库

茨克州的对外贸易总额为83亿美元，96个对外贸易伙伴中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日本、荷兰、韩国、印度等几个国家。

        一直以来韩国都是伊尔库茨克州重要的合作伙伴。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是伊尔库茨克州与韩国庆尚北道友好

结缘20周年，也是伊尔库茨克州加入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20周年的一年，在与韩国的交流合作上是极其重

要的时期。因此，受莱夫琴科州长的委任，我们将于2016年6月底在首尔和庆尚北道举办伊尔库茨克州投资说明

会。希望通过投资说明会，伊尔库茨克州与韩国的合作能够实现新的突破，开辟新天地。

        此外，伊尔库茨克州是NEAR的创始会员，能够在伊尔库茨克州迎来NEAR创立20周年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与自

豪。今年9月26日至29日， NEAR全体会议将在伊尔库茨克州召开， 在此诚挚邀请各会员地方政府领导出席此次会

议，来伊尔库茨克州吸取行星上最纯净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的元气。

        感谢各位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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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运营规定(草案)
与联合会宪章修改

(草案)讨论材料



联合会会费运营规定（草案）
1. 第10次事务委员会提案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

一、提案背景

     为了提高会员地方政府的参会率与关注度，确立NEAR作为国际组织的地位，在2016年NEAR成立20周

年之际促进NEAR的突破性成果与进一步发展，秘书处在2014年召开的第十次全罗南道全体会议上提出了

引入会费制的提案。对此，第十次全体会议决定，为确保会费制运营的透明性、可信性，由秘书处制定会

费制运营规定草案，并提交至2015年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审议。

二、关于引入会费制的讨论进展

〇 2014年10月：第十次全罗南道全体会议决定，制定公开、具体的实行会费制目的、运作方案等，并作  

     为正式议题在2015年第十次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审议。

〇 2015年3月：在日本兵库县（防灾专门委员会活动期间）举行了关于引入会费制的恳谈会，听取了日本 

     会员地方政府的相关意见。

〇 2015年4月：秘书处开展了关于引入会费制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71个会员地方政府，共回收47个会 

    员地方政府的调查问卷，其中不含朝鲜地方政府）。

〇 2015年5月：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在事务人员工作会议上进行工作人员间的讨论，对引入会费制达 

     成了共识。

〇 2015年8月：在日本岛根县（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活动期间）召开了关于引入会费制的恳谈会。

〇 2015年9月：秘书处向会员地方政府征求关于NEAR会费运营规定（草案）的意见。

〇 2015年9月：同蒙古会员地方政府召开关于引入会费制的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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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书处在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引入会费制提案

〇 会费缴纳方式：

- 全体会员地方政府缴纳同等数额的定额制

- 根据各会员地方政府经济指标、人口规模等按照等差方式缴纳的等差制

〇 会费引入时间：

- 在NEAR成立20周年之际，经2016年伊尔库茨克州全体会议审议后，自2017年开始作为征收会费的第

一阶段（鉴于各会员地方政府的内部程序等原因）。

〇 会费：年度会费US$2,000（定额制）

〇 会费用途：

- 用于符合联合会发展与会员地方政府共同目的的活动或项目。

  ※但是，目前秘书处运作所需要的经费继续由韩国庆尚北道承担。

四、今后计划

        第十次全罗南道全体会议讨论引入会费制时，决定由秘书处起草运营方法等具有透明性、可信性的《会 

费运营规定（草案）》（详情参照附件)，并作为正式议题在2015年第十次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审议，根

据其结果再于2016年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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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修改提案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

第10次事务委员会(2015.10.14)秘书处提案 秘书处修改提案

第一条(目的)本规定作为会费管理及运营所需规则，旨在提
升会员地方政府参与联合会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会费管理的
透明性、责任性和资金使用效率。

本规定作为会费支出事业管理及运营所需规则而制定。

第二条（会计工作原则）
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1）秘书长支出会费时，应当有客观材料与凭据，支出透
明、公正。
（2）秘书长在应会员地方政府要求时，应当将会费执行事
项等信息予以公开，确保会费使用效率。

第二条（会计工作原则）
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1）秘书长支出会费时，应当有客观材料与凭据，支出透
明、公正。
（2）秘书长在应会员地方政府要求时，应当将会费执行事
项等信息予以公开。
（3）秘书长应当确保会费使用效率。

第三条（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从每年公历1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结束。

未作修改

第四条（会计业务职司）
由秘书长总管综合性会费业务，以及具体的会计业务。

未作修改

第五条（会费）
会费有关事项运营如下：
（1）各会员地方政府每年承担2000美元会费。
（2）会员地方政府缴纳的会费货币为美元。每会计年度初
支付当年会费。新加入的会员地方政府自决定入会的下一年
开始支付会费。
（3）考虑经济等因素，全体会议可每两年调整一次会费标
准。

第五条（会费）
会费有关事项运营如下：
（1）各会员地方政府每年承担2000美元会费。
（2）会员地方政府缴纳的会费货币为秘书处所在国货币。
每年四月份支付当年会费。新加入的会员地方政府自决定入
会的下一年开始支付会费。
（3）考虑经济等因素，全体会议可调整会费标准。

第六条（限制会员权利）
未缴纳会费时，联合会将限制该会员地方政府的权利。
（1）缴纳会费的会员地方政府在全体会议、事务委员会会议
上行使表决权利，同时拥有联合会组织人员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2）对两次以上（含两次）未缴纳会费的地方政府可限制第
（1）项权利。

第六条（限制会员权利）
未缴纳会费时，联合会将限制该会员地方政府的权利。
（1）缴纳会费的会员地方政府具有宪章第9条第1款规定的
投票权及联合会组成人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对未缴纳会费的地方政府可限制第（1）项权利。

第七条（会费支出）
会费用于推进联合会发展和符合会员地方政府共同利益的事
业。会费支出选定事业和项目时，应当听取会员地方政府的
意见。

 第七条（会费支出）
会费用于推进联合会长远发展和符合会员地方政府共同利益
的事业。秘书处应当就具体会费用途听取会员地方政府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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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会费运营预算编制）
秘书长于每年5月31日编制好下一年度的预算草案，并提交
至预算审议委员会（名称待定）审议。

 第八条（预算草案等编制）
秘书长于每年5月31日编制好下一年度的会费预算草案及事
业计划草案（以下称‘预算草案等’），并提交至预算审议
委员会审议。

第九条（审议并确定预算）
（1）秘书长提交的预算草案经预算审议委员会审议后，于
当年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提出审批申
请。
（2）预算必须通过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批准确定。

第九条（审议并确定预算草案等）
（1）秘书长提交的预算草案经预算审议委员会审议后，秘
书处应在当年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召开一个月前提交
审批申请。
（2）预算草案必须通过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批准确
定。 

第十条（预算审议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营）
预算审议委员会的组成与运营如下：
（1）预算审议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会员地方政府在全体会
议上选出厅级或副厅级干部1人组成。
（2）预算审议委员会委员任期为4年。任期自当选时起，至
4年后选出新任委员的本届全体会议期间。预算审议委员会
委员可再任。
（3）在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从预算审议委员会
委员中选举产生委员长。
（4）委员长每年应当召开一次以上的工作会议。

第十条（预算审议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营）
预算审议委员会的组成与运营如下：
（1）预算审议委员会委员由向秘书处派遣公务员的会员地
方政府，在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上选出厅级或处级干部1
人组成。
（2）预算审议委员会委员任期为派遣公务员的派遣期间 。
（3）预算审议委员会设委员长，委员长从全体会议的委员
中选举产生。
（4）为保证预算审议委员会的有效运营，设干事一名，由
NEAR秘书处事务人员担任干事。
（5）委员长每年应当召集一次以上的工作会议。难以召开
会议的情况下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审议。
（6）审议委员会会议须在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时开会，出席
委员过半数以上赞成方有效。

第十一条（执行预算）
（1）秘书长对预算执行负总责，应当在预算范围内支出会
费。
（2）如出现超出预算范围的支出，经主席许可支出预留经
费后，应当经过当年召开的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的事
后认可。

第十一条（执行预算草案等）
（1）秘书长执行经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
（2）如发生预算外支出，经主席许可，秘书长可支出所需
经费，并须获得当年度召开的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会会议的
事后认可。

第十二条（会计监督）
（1）秘书长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编制会计年度结算报告，
并提交给监事。
（2）监事应当将会计检查结果在当年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
会会议召开一个月前做成报告书提交至秘书处，向全体会议
或事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会计检查结果并通过审议。

第十二条（会计监督）
（1）秘书长应当于5月31日前编制好前一年度的会计年度决
算报告，并提交给监事。
（2）监事应当将会计监事报告在当年全体会议或事务委员
会会议召开一个月前提交至秘书处，秘书处须向全体会议或
事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会计监查结果并通过审议。

第十三条（监事的选任）
监事组成与运营如下：
（1）监事由每个国家的会员地方政府在全体会议上选出厅
级或处级干部1人组成。
（2）监事任期为4年。任期自当选时起，至4年后选出新任
监事的本届全体会议期间。监事可再任。

第十三条（监事的选任）
监事组成与运营如下：
（1）监事依据宪章第8条规定选出。
（2）监事由各国会员地方政府选出厅级或处级干部1人组成。
（3）监事任期为2年，可连任。

  则
第一条（实行日）
本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实行。

未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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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宪章修改提案
1. 第10次事务委员会提案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

□ 提案背景

         为扩大NEAR的交流范围并提高运营效率，拟增设准会员制，同时对有的宪章条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改。

一、增设准会员制：2010年第八次京畿道全体会议为了提高NEAR作为国际组织的地位与扩大交流合作区域，

决定引进准会员制。作为会议议决事项的后续措施，须增加有关准会员的宪章条款。

二、更加具体的标明全体会议的组成员：宪章第六条（组成与运作）关于全体会议组成内容中，将会员地方政

府的“代表”更改为“行政首长”，以促进会员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到会率，促使全体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履行职能、实现联合会的交流与合作。

三、放宽议决事项的限制性人数规定：通过放宽宪章第九条（决议事项）对“选举监事”、“批准预决算及项

目计划”、“决定下一届主席地方政府”的限制性人数规定，提高联合会运营的效率。

□ 提案内容

一、增设准会员制(增加宪章第四条第①款）

• 增设以东北亚地区市级地方政府与中亚地区省级地方政府为范围的准会员制。

二、更加具体的标明全体会议的组成员（宪章第六条）

• 将会员地方政府的“代表”更改为“行政首长”。

 三、放宽议决限制性人数规定（宪章第九条）

• 对宪章第九条（决议事项）中“1选举监事”、“2批准预决算及项目计划”、“7决定下一届主席地方政

府”的限制性人数规定，将原来的“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下，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更改为“半数以上

会员出席的情况下，半数以上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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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进展情况

○2010年9月 ：第八次京畿道全体会议同意引入准会员制。

○2015年5月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就修改宪章第九条达成共识。

○2015年8月 ：在日本岛根县召开恳谈会时，日本会员地方政府与秘书处对修改宪章第九条进行了讨论。

□ 原有•新条文对比表
○ 增设宪章第四条第①款

目  前   修改后（草案）

  第二章 会员范围及权利和义务

第二章 会员范围及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1.（准会员范围）准会员范围为东北亚地区市级地方政府与中
亚地区省级地方政府。

○修改宪章第六条（组成与运作）

目  前   修改后（草案）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六条（组成与运作）全体会议是会员地方政府代表组成
的最高决策机构，隔年召开一次。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六条（组成与运作）全体会议是会员地方政府行政首长
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隔年召开一次。

○修改宪章第八条(职能)、第九条（决议事项）

目  前   修改后（草案）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八条（职能）全体会议具备以下职能：
1.选举监事
2.批准预决算及项目计划
3.决定会员的入会及除名
4.决定会费事宜
5.修改联合会宪章
6.决定机构的解散和清算事宜
7.决定召开下一届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
8.决定秘书处的设置地点
9.决定并执行联合会的各项活动计划
10.决定其它必要的事项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八条（职能）全体会议具备以下职能：
1.决定会员的入会及除名 
2.决定会费事宜 
3.修改联合会宪章
4.决定机构的解散和清算事宜
5.决定秘书处的设置地点
6.选举监事
7.批准预决算及项目计划
8.决定召开下一届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
9.决定并执行联合会的各项活动计划
10.决定其它必要的事项

目  前   修改后（草案）

第九条 (决议事项) 
2.决定第八条第1至8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
下，经出席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3.决定第九条第2项以外的其它事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
出席的情况下，经出席会员的半数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第九条 (决议事项) 
2.决定第八条第1至5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
下，经出席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3.决定第八条第6至10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
下，经出席会员的半数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 今后计划
○ 联合会宪章修改提案（草案）经过本次事务委员会的审议，将正式提交至2016年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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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NEAR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联合会宪章修改提案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处

Ⅰ. 宪章修改（草案）与修改提案（草案)
○ 增设第4条第1款（准会员范围）

目  前 修改后(草案)
秘书处修改提案 (2016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

修改条款 修改原因

第二章 会员
范围及权利和
义务
(增设条款)

第二章 会员范围及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1.（准会员范围）准会员范围
为东北亚地区市级地方政府与
中亚地区省级地方政府。

第二章 会员范围及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第4条第①款（准会员范围）
不具备会员资格但希望成为会
员的亚洲地区地方政府可申请
成为准会员。

第5条①款（准会员的权利和
义务）：对准会员限制会员拥
有的投票权及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1.准会员对象从中亚地区扩大至亚洲全地区，
将持续提高NEAR作为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和地
位。

2.去掉措辞含糊的“中等规模的地方政府”，
改为除了广域地方政府以外的下级地方政府均
可成为准会员。

3.有必要对准会员在正式会员具有的权利义务
中限制一部分。

 ○ 第6条（组成与运作）修改

目前 修改后(草案)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六条（组成与运作）全体会议是会员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最
高决策机构，隔年召开一次。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六条（组成与运作）全体会议是会员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组成
的最高决策机构，隔年召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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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条（职能），第9条（决议事项）

目前 修改后(草案)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八条（职能）全体会议具备以下职能：
1.选举监事
2.批准预决算及项目计划
3.决定会员的入会及除名
4.决定会费事宜
5.修改联合会宪章
6.决定机构的解散和清算事宜
7.决定召开下一届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
8.决定秘书处的设置地点
9.决定并执行联合会的各项活动计划
10.决定其它必要的事项

第一节 全体会议
第八条（职能）全体会议具备以下职能：
1.决定会员的入会及除名 
2.决定会费事宜 
3.修改联合会宪章
4.决定机构的解散和清算事宜
5.决定秘书处的设置地点
6.选举监事
7.批准预决算及项目计划
8.决定召开下一届全体会议的有关事项
9.决定并执行联合会的各项活动计划
10.决定其它必要的事项

目前 修改后(草案)

第九条 (决议事项) 
2.决定第八条第1至8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下，
经出席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3.决定第九条第2项以外的其它事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
的情况下，经出席会员的半数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第九条 (决议事项) 
2.决定第八条第1至5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下，
经出席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3.决定第八条第6至10项，需在半数以上会员出席的情况
下，经出席会员的半数以上赞成，方为有效。

Ⅱ. 2016 NEAR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新提案
 ○ 第15条（财务）修改

目前 新修改提案（草案）

第三节 秘书处
第15条（财务）①秘书处的运营费用属专项财务，财务其他部
分资金来源于会员地方政府会费及其它收入。
②有关经费事项暂定如下：
暂不实施会费制。

第三节 秘书处
第15条（财务）①秘书处的运营费用属专项财务，财务其他部
分资金来源于会员地方政府会费及其它收入。
②有关经费事项暂定如下：
联合会会员地方政府分担会费，会费管理及运营事项由会费运
营规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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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 NEAR 主要活动日程

主要活动 : 全体会议、专门委员会、事务人员工作会议、国际论坛

NO 时间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地点 联系方式

1 3.7~3.10 第14届防灾专门委员会 日本兵库县 日本神户市
兵库县国际交流课

(T)+81-78-362-9017

2 4.27~4.29  2016 NEAR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 NEAR秘书处 大韩民国浦项市
NEAR秘书处

(T)+82-54-223-2315

3 7.15~7.17 矿物资源开发调整专门委员会 俄罗斯马加丹州 马加丹市
马加丹州天然资源与

环境部

(T)+7-4132-649-547

4 8.7~8.12 2016 东北亚青年夏令营活动 NEAR秘书处 大韩民国庆州市
NEAR秘书处

(T)+82-54-223-2315

5 8.19~8.24 第16次教育文化交流专门委员会 日本岛根县 日本松江市
岛根县文化国际课

(T)+81-852-22-6463

6 9.26~9.29 第11次NEAR全体会议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 伊尔库茨克州
伊尔库茨克州经济发展

部(T)+8-3952-2561-57

7 11月 2016 NEAR 国际论坛 NEAR秘书处 待定
NEAR秘书处

(T)+82-54-223-2328

* 根据会员地方政府与秘书处的实际情况，具体日程可能有所变更
* 决定活动日程时， 为提高参会率，请尽可能参考联合会活动日程，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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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
(2016年 事务人员工作会议)



中国 : 8个地方政府, 14名

No. 会员地方政府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位

合计 8个地方政府 14名 　 　

1 黑龙江省 王新国 (Wang Xinguo) 男   省外事办公室 副处长

2 黑龙江省 姜春强 (Jiang Chunqiang) 男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3 湖北省 陈璐 (Chen Lu) 女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4 湖北省 刘锋 (Liu Feng) 男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5 湖南省 邓薇 (Deng Wei) 女 NEAR秘书处 派遣公务员

6 吉林省 鲁爽 (Lu Shuang) 女 省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科员

7 宁夏回族自治区 姚惠龄 (Yao Huiling) 女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8 宁夏回族自治区 曹昱昉 (Cao Yufang) 女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9 山东省 王军 (Wang  Jun) 男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

10 山东省 韩迎华 (Han Yinghua) 女  省外事办公室 主任科员

11 甘肃省 王婷 (Wang Ting) 女 省委办公厅 副处长

12 甘肃省 段晶晶 (Duan Jingjing) 女 省政府办公厅 副处长

13 内蒙古自治区 石玉芝 (Shi Yuzhi) 女 自治区外事办公室 副巡视员

14 内蒙古自治区 王晶 (Wang Jing) 女 自治区外事办公室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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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4个地方政府， 10名

No. 会员地方政府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位

合计 4个地方政府 10名 　 　 　

1 富山县
野畑 美千子

(Nobata Michiko)
女 观光区振兴局国际课 系长

2 富山县
長谷 明子

(Hase Akiko)
女 观光区振兴局国际课 主任

3 富山县
河合 洸生

(Kawai Hiroki)
男 国际交流课 所长助理

4 兵库县
石田 勝則

(Ishida  Katsunori)
男 国际交流课 课长

5 兵库县
菱田 裕史

(Hishida Hirofumi)
男 国际交流课 主管

6 兵库县
賓惠英

(Bin Hye-young)
女 国际交流课 国际交流员

7 鸟取县
森本 哲夫

(Morimoto Tetsuo) 
男 CLAIR 首尔办事处 所长助理

8 岛根县
清水 宏祐

(Shimizu Koyu)
男 环境生活部文化国际课 系长

9 岛根县
中道 弘明

(Nakamichi Hiroaki)
男 环境生活部文化国际课 企划员

10 岛根县 朴慧貞 (Park Hye-jung) 女 环境生活部文化国际课 国际交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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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 13个地方政府, 25名

No. 会员地方政府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位

合计 13个地方政府 25名 　 　

1 釜山广域市 Lee Hyun-jin 男 国际合作课 主务官

2 釜山广域市 Hwang Jeong-eun 女 国际合作课 主务官

3 大邱广域市 Grace Kim 男 国际合作室 事务官

4 大邱广域市 Choi Bok-sun 女 国际合作室 主务官

5 仁川广域市 Cho Hyun-jung 女 国际合作课 主务官

6 大田广域市 Kim Young-jin 男 国际合作课 国际机构主管

7 大田广域市 Koo Cha-doo 男 国际合作课 主务官

8 蔚山广域市 An Jong-hwa 男 通商交流课 国际交流主管

9 蔚山广域市 Shin You-cheol 女 通商交流课 主务官

10 世宗特别自治市 Jun Sung-soo 男 政策企划课 主务官

11 京畿道 Nam Kyung-min 男 外交政策课 主务官

12 京畿道 Kim Tae-soo 男 外交政策课 主务官

13 忠清北道 Kim Joon-soo 男 国际通商课 国际政策组长

14 忠清北道 Jang Du-chang 男 国际通商课 主务官

15 忠清南道 Lee Kwan Hyeon 男 企业通商交流课 主务官

16 全罗南道 Kim Hong-sa 男 国际合作课 国际企划组长

17 全罗南道 Park Ho 男 国际合作课 主务官

18 庆尚北道 Kim Han Soo 男 全球通商合作课 全球通商合作课课长

19 庆尚北道 Lee Eung-won 男 全球通商合作课 国际合作主管

20 庆尚北道 Park Sang-chul 男 全球通商合作课 主务官

21 庆尚北道 Lee Joung Ah 女 全球通商合作课 主务官

22 庆尚北道 Seo Yeonh Wa 女 浦项市 主务官

23 庆尚南道 Park Ji-young 女 国际通商课 主务官

24 庆尚南道 Jeon Sang-hoon 男 国际通商课 主务官

25 济州特别自治道 Hong Mi-jin 女 和平合作课 主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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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 12个地方政府, 22名

No. 会员地方政府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位

合计 12个地方政府 22名 　 　 　

1 戈壁阿尔泰省 Tumurbaatar Lodoi 男 共同服务局 局长

2 戈壁阿尔泰省 Tsagaan Munkhzaya 女  行政局 国际交流主管

3 戈壁阿尔泰省 Saijrakh Ganzorig 男 财务处 科员

4 戈壁苏木贝尔省 Davaajav Munkherdene 男 自然旅游局 局长

5 戈壁苏木贝尔省 Nyamaa Davaakhuu 女 食品农业局 局长

6 东戈壁省 Tserendorj Boloroyun 女 劳动处 科员

7 东戈壁省 Ganbat Shinechimeg 女 标准监测处 科员

8 扎布汗省 Davaasuren Dashdeleg 男 农业局家畜处 处长

9 扎布汗省 Darmaabazar Azjargal 男 开发政策处 科员

10 鄂尔浑省 Ganzorig Boldbaatar 男 开发政策处 科员

11 鄂尔浑省 Tsolmon Narmandakh 男 财务处 科员

12 前杭爱省 Zundui Dagvarsuren 女 乌彦噶县行政局 局长

13 前杭爱省   Dashdorj Narmandakh 女 特格勒格县 行政局长

14 南戈壁省 Badraa Badamgarav 男 南戈壁省政府 省长

15 南戈壁省 Ulam-Urnukh Amarjargal 女 南戈壁省政府 国际交流主管

16 中央省 Ochir Oyunsetseg 女 气象观测所 工程师

17 科布多省 Delegnyam Nyamaa 女 行政局 国际交流主管

18 科布多省
 Delegnyam Otgontsa-

gaanl
女

西部地区诊断医疗中
心 

室长

19 库苏古尔省 Altangerel Erdenebaatar 男 库苏古尔省政府 省长

20 库苏古尔省  Ganbat Naranchimeg 女 行政局 国际交流主管

21 肯特省  Tseevendorj Baigalmaa 女 肯特省 蒙古派遣公务员

22 乌拉巴托市 Chuluun Ariunjargal 女 汗乌拉区行政法律处 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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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 2个地方政府, 3名

No. 会员地方政府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位

合计 2个地方政府 3名 　 　 　

1 伊尔库茨克州 Puzynya Galina 女 经济发展部 课长

2 伊尔库茨克州 Laman Anna 女 经济发展部 系长

3 图瓦共和国 Sambu-khoo Rolanda 女 对外经济关系厅 科员

NEAR秘书处: 19名 

No.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位

合计 19名 　 　 　

1 全哉垣(Jun Jae Won) 男 秘书长

2 李相基(Lee Sang Gi) 男 事务局长

3 权男元(Kwon Nam Won) 男 企划宣传部 企划宣传部长

4 朴志雄(Park Jj Woong) 男 企划宣传部 企划宣传部长

5 尹赫晙(Yun Hyeok Jun) 男 企划宣传部 主务官

6 金攸昣(Kim You Jin) 女 企划宣传部 行政专员

7 郑恩荣(Jung En Young) 女 企划宣传部 英语专员

8 孙一荣(Son Il Young) 男 企划宣传部 企划宣传专员

9 具滋熙(Ku Ja hee) 男 国际合作部 国际合作部长

10 朴成敏(Park Sung Min) 男 国际合作部 国际合作1组组长

11 李明恩(Lee Myung Eun) 女 国际合作部 日本专员

12       原田典久(Harada Norihisa) 男 国际合作部 日本派遣公务员

13 希西格(Lkham Khishigjargal) 女 国际合作部 蒙古专员

14 贝尔格玛(Tseevendorj Baigalmaa) 女 国际合作部 蒙古派遣公务员

15 崔株华(Choi Ju Hwa) 女 国际合作部 国际合作2组组长

16 赵辰（Zhao Chen) 女 国际合作部 中国专员

17 徐惠美(Seo Hye Mi) 女 国际合作部 中国专员

18 邓薇(Deng Wei) 女 国际合作部 中国派遣公务员

19 伊勒吉特∙巴尔莱利(Irgit Valeriy) 男 国际合作部 俄罗斯派遣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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