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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7 日 

公益财团法人 永旺环境财团 

4 月２０日（周六）“中国武汉市长江新城樱花树植树活动”

 日本外务省“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官方认定纪念活动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理事长冈田卓也、永旺株式会社名誉会长顾问）将于

4 月 20 日（周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武汉市长江新城江滩公园举行

“中国武汉市长江新城樱花树植树活动”。 

    位于武汉市东北部的长江新城，作为新型产业的发展示范地区，利用长江和东湖的

丰富水资源以“生态＆绿色城市”为目标进行城镇建设。此次植树活动旨在与当地市民

一起重新思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樱花树的种植逐步建成一个赏樱胜地。 

    届时将有 300 名中日两国的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预计种植 100 棵樱花树。      

志愿者中包含武汉市的大学生，以及参加过“中日小大使” ※１活动的武汉市高中生。

本次植树活动还被日本外务省认定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的官方纪念活动。 

本财团除了在中国各地开展植树活动以外，基于 2015 年与北京市人民政府达成一致

意见的“永旺北京环境保护倡议“ ※２，还向武汉市 10 所中小学捐赠了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希望通过此类环境保护、环保教育活动的积极推进，激发大家对于可再生能源有效

利用的意识。 

本财团将通过此次活动，为进一步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做出贡献。同时，秉持将生机

盎然的美丽地球交付给下一代的美好信念，今后也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到各类环保活动

之中。 

记 
 

活动时间 2019 年 4 月 20 日（周六）9：00 - 10：30 

活动地点 武汉市长江新城江滩公园 

种植棵数 100 棵 

参加人数 300 名 

植树面积 0.25 公顷 

种植树种 樱花树（染井吉野樱） 

主办单位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武汉市长江新城管理委员会 

合作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 

永旺（湖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梦乐城（湖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小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武汉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出席者 武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徐洪兰 

(预定)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        专务理事     林直树 

 永旺株式会社 代表执行副总裁 冈崎双一 

 永旺株式会社 执行副总裁 若生信弥 

 永旺（湖北）商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杜若政彦 
※１  为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公益财团法人永旺 1%俱乐部作为主要事业之一举办的中日高中生交流

活动。  
※２  作为 2015 年召开的第 4 次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的总结，与北京市人民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并对外公布的

文件。  
以上 



参考资料 

 

【关于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 

    本财团基于“追求和平”、“尊重人类”、“贡献地区”这一永旺集团的基本理念，于

1990 年正式成立。本财团成立以来，将环保团体的扶助，国内外的植树活动，维护生物

多样性作为主要事业，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永旺的植树活动从 1991 年起，包含本财

团种植的树苗，总累计种植超过 1193 万棵（截至 2019 年 2 月末）。 

（永旺环境财团官方网页：http://www.aeon.info/ef/) 

 

【在中国进行的环保活动】 

植树活动 

■1998 年～2010 年“万里长城·森林再生计划” 

  以在“中日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提议为契机，本财团自

1998 年起实施“万里长城·森林再生计划”。在累计约 15000 名中

日志愿者的协助下持续开展植树活动，截至 2010 年为止，累计   

种植树木超过 100 万棵， 并在 2013 年的植树活动中，对往年    

种植的树木进行了养护。 

 

■2005 年～2007 年“青岛市崂山水库植树” 

  位于青岛市的崂山水库从黄河引水，作为水源地曾长期为青岛市提供水资源。随着该

水库供水使命的结束，青岛永旺受青岛市政府的委托，为将该水库打造成可供市民休闲放

松的场所，与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植树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3493 名中日两

国志愿者参加，栽种了黑松、黄栌、槭树等共计 30000 棵树苗。 

 

■2008～2011 年“山东省烟台市植树”、“山东省威海市植树” 

  青岛永旺于 2008 年 7 月在烟台市开设了第 3 家分店。以此为

契机，在烟台市政府的邀约下，参与了烟台市近郊辛安河水源涵

养林的植树活动。共有 2519 名来自中日两国的志愿者种植了共计

25000 棵树苗，并通过此次活动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此后，

在威海市也开展了相同的活动，1400 名中日志愿者共同种植了共

计 12000 棵树苗。 

 

■ 2014 年“苏州市植树” 

  拥有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之称的“太湖”，由于受到护岸施工等

开发活动的影响，周边环境遭到破坏。为此，苏州市实施了恢复

生态系统及环境重建的计划。本财团为支持这一计划，与 700 名

志愿者一起，在湖畔种植了 30000 棵树苗。本次种植的树苗均为

东山镇所特有的柑橘类树种。希望通过此类树木的种植和培育，

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保护东山镇的传统风貌和  文化，以

留传给后世。 

 

■2016 年、2018 年“北京市密云植树”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北京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

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密云水库。本财团将以守护水库资源、提高

水库周边水源涵养能力为目标，组织了来自中日两国的 1600 名

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共计种植了 15500 棵适合该地区生长的

树苗。 

 

 

（2018 年 北京市密云植树） 

(2010 年北京市万里长城植树) 

(2008 年 山东省烟台市植树) 

(2014 年 苏州市植树) 

http://www.aeon.info/ef/


(2017 年接受捐赠的武汉育才第二小学) 

环境教育 

■在武汉市捐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作为本财团创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了启发并普及可再生能

源的利用与促进环保教育，我们自2009年起向日本、马来西亚、   

越南的中学捐赠了太阳能发电设备。到2014年为止，共有3个国家

的35所学校获得了捐赠。 

基于2015年发布的《永旺北京环境保护倡议》，为在中国推进

环保教育，本财团自2016年至2017年的两年间向武汉市的10所中

小学校进行了捐赠。 

〔捐赠学校〕 

（2016年） 光谷第九小学、育才行知小学、汉阳区玫瑰园小学、洪山实验外国语学校、 

     江夏区何堰村小学 共计5所学校 

（2017年）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第五小学、 

     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第三小学、武汉市蔡甸区索河中学 共计5所学校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捐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继武汉之后，2018年本财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所中小学进

行了捐赠。 

〔捐赠学校〕 

 沪江小学、东华三院邱子田记念中学、东华三院吕润财记念中学 

 共计 3 所学校 

 

■亚洲大学生环境交流论坛 

    本财团自 2012 年起，为了在亚洲地区培养具备全球视点和   

敏锐洞察力、眼界开阔的环境保护领域人才，每年举行以亚洲大学

生为对象的“亚洲大学生环境论坛（Asian Students Environment 

Platform，简称 ASEP）”。 

    2014 年本论坛在中国举办，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    

早稻田大学（日本）、高丽大学校（韩国）、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越南）的共 5 个国家 80 名学生参加。这一年

的论坛教育项目由清华大学监修、早稻田大学协助完成，以“水与

人”为主题，在北京、天津、内蒙古、成都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通过此次考察加深了

对生物多样性的思考。截至 2018 年 8 月实施的第七届“ASEP”（在马来西亚举办），共

有来自 9 个国家的 447 名大学生参加。 

    今年 8 月，第八届论坛将于柬埔寨召开。届时将有来自金边皇家大学（柬埔寨）、清

华大学（中国）、印度尼西亚大学（印尼）、早稻田大学（日本）、高丽大学校（韩国）、马

来亚大学（马来西亚）、仰光经济大学（缅甸）、菲律宾大学（菲律宾）、朱拉隆功大学（泰

国）、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越南），10 个国家的 80 名大学生将参加本次活动。 

 

■关于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 

    本财团立足于保护地球环境这一跨越世代与国境的课题，为了促进中日之间进一步的

国际协作，自 1993 年起共召开了 4 届“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 

 

第一届（1993 年）：主题“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 

从“保护地球的未来”这一共同视角出发，目的为促进国际

协作。在本次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之中，与会者展开了热

烈的探讨，前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亦列席参加。最终制定了有关  

民间层面的环境合作大框架和行动指针，同时就本研讨会今后的

继续举办达成了一致意见。 

 

(2014 年 中国举办 ASEP) 

 

（2018 年的捐赠仪式） 

（第一届 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 



第二届（1995 年）：主题“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 

围绕事先针对抚顺市所做的实地考察资料进行讨论，尤其锁定大气污染对策，协定

加强两国环境合作。前日本环境厅长官广中和歌子亦出席本次会议，对于伴随城市经济

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技术、环境法等展开了讨论。在此次研讨会中，为了向全

世界传递环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倡议设立“万里长城·森林再生计划”项目。 

 

第三届（1997 年）：主题“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 

前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出席，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就关于能源对策和环境保护、水资源以及水环境的确保、经济·社

会·环境的和谐发展战略展开了议论。另外，以本研讨会为契机，开

始了“万里长城·森林再生计划”项目的准备工作。 

 

第四届（2015 年）：主题“国际社会中的环境改善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活跃于全世界的两国专家、有识之士齐聚一堂，就环境改善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讨论。另外，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总结，  

面向全世界发表了“永旺北京环境保护倡议”。 

 

 

 

 

 

 

 

【荣获武汉市政府表彰】 

2015 年，武汉市政府向本财团理事长冈田卓也颁发了“黄鹤友谊奖”，以感谢冈田  

理事长作为武汉国际咨询顾问团的一员，为武汉的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 

 

【荣获北京市政府表彰】 

2009 年，北京市政府向本财团理事长冈田卓也颁发了“北京

市荣誉市民”称号，以感谢冈田理事长常年来为北京市的社会发展

做出的杰出贡献。  

“北京市荣誉市民”是授予对北京市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外籍人士的

最高褒奖，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授予了 32 人此称号。冈田理事长是获此

称号的第三位日本人。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由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郭金

龙进行颁奖。 

 

【关于公益财团法人永旺 1%俱乐部（以下简称永旺 1%俱乐部）】 

1989 年，“永旺集团 1%俱乐部”在时任 JUSCO（佳世客/吉之岛）株式会社董事长

的冈田卓也先生的提议下得以创立。2015 年过渡为公益财团法人。为了使永旺 1%俱乐

部能够不受企业业绩影响，长期持续开展活动，永旺集团旗下的各大主力企业纷纷捐出税

前利润的 1%作为活动资金，并将永旺 1%俱乐部的支柱事业定为“环境保护”、“国际文

化、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以及“地区文化和社会的振兴”。  

 

【中日小大使活动（以下简称为中日 TA）】 

    永旺 1%俱乐部将“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作为事业目的之一，自 2010 年起持

续开展了中国与日本高中生的交流活动“中日 TA”。从 2013 年到现在为止，武汉市已经有

100 名高中生参与了该项活动，加深了与日本高中生之间的友谊。 

    今年 7 月，来自北京市，武汉市和苏州市的高中生将会访问日本。另外，在 10 月，日

本的高中生也会访问中国的以上城市。 

永旺北京环境保护倡议 

表明在 2016 年～2018 年的 3 年内，致力于以下活动： 

1．通过组织新的植树活动，加深中日志愿者的交流 

2．通过共同组织中日青少年环境教育活动，促进环保方面的交流 

(第四届 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 

 

（接受“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 

（第三届 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