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明治时代（1868年– 1912年）以来，日

本的环境污染一直与其工业化相伴而行。20世

纪60年代，由工厂排放的废水和废气所导致的

疾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相继采取了一系列

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从而减少了由此类排放

所造成的污染。然而，由于一些必要措施有待

实行，例如，减少温室气体和颗粒物质的排放，

增加工业和民用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一些重

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诸如臭氧层破坏和全

球变暖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非一国所能解决，

因此，世界各国有必要在环境保护领域不断加

强合作。日本在这一全球性工作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取得了进步，但必须面对新的挑战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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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问题

今天的水俣湾
（照片提供单位：水俣市立
水俣病资料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

次会议(COP3)于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会议

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2008年至2012年

期间内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日

本于2002年6月批准了此项协议。尽管美国拒

绝签署此项协议，但俄罗斯于2004年加入此项

协议则意味着协议正式实施所需的条件已经得

到满足。因此，条约于2005年2月开始生效。

日本在不断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努力创造一

个具有健康环境和健康经济的“低碳社会”。

2015年12月，日本签署了作为全球气候变

化框架协议的《巴黎协定》，取代了1997年的

《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所有成员国均签署了该协定，由此搭建起公

平有效的框架。“联合国框架公约”关于气候

变化的所有缔约方都同意《巴黎协定》，并建

立了一个公平有效的框架(但美国随后退出了

《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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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历了诸多

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除水俣病外，还相继出

现了一系列与污染相关的其他疾病，如富山县

神通川盆地爆发的“痛痛”(itai-itai)病；

东京—横滨、名古屋和大阪—神户工业带的呼

吸障碍；以及宫崎县土吕久地区的慢性砷中毒

等。造成这些污染的原因在于政府将快速的经

济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漠视了保护人民

健康与安全各项标准。这些后果促使日本自20

世纪60年代起制定了旨在保护环境的各项严厉

的规章制度。

1962年颁布的烟尘排放规则于1968年被纳

入到日本的《空气污染控制法》。1958年颁布

的《水质保护法》和《工业废水控制法》于

1970年被并入《水污染控制法》。而日本于

1967年通过的《污染对策基本法》则力图在所

有政府机构中建立有关污染控制的各项一般原

则和政策，倡导采取整治环境的综合措施。

《污染对策基本法》规定了日本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以及企业单位在控制污染方面所应承担

的责任。此外，该《基本法》还设立了建立环

境质量标准、制定污染控制规划，以及援助因

污染而致病的受害者的框架。1972年，无过失

赔偿责任被纳入到各项法律当中，要求企业对

因污染而引起的健康问题（无论是否意外）承

担责任。1993年，《环境基本法》取代了《环

境污染控制基本法》，该法的颁布是为了促进

环保的各项综合、系统措施的实施。根据这一

新的法律，日本正在积极努力，通过国际合作

促进全球的环境保护工作，对社会上存在的高

额消费行为进行反思。1997年，日本颁布《环

境影响评估法》。该法确定了大规模公私项目

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要求。

2001年，于1971年设立的日本环境厅升格

环境省，为内阁府级。

熊本县知事于1997年7月29日宣布，水俣

湾的鱼类和贝类的汞含量已经达到安全标准，

可以放心食用。这一声明标志着23年来为防止

水俣湾中汞污染鱼类进入海洋,以控制水俣病

流行而设置的拦网的彻底撤除。

1966年之前，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智

索水俣工厂一直向水俣湾内排放有机汞（一种

甲基水银化合物），使人畜均受到污染的侵害。

水俣病（有机汞中毒）的主要症状为身体震颤

（不自觉地发抖和战栗）、四肢感觉障碍、肌

肉协调功能丧失、语言表达异常、视野狭窄和

平衡能力丧失等。1964年8月和1965年7月期间，

在新潟县阿贺野川盆地的下游地区同样大量出

现了与水俣病患者症状相似的人群。

水俣病在1968年被认定为一种因环境污染

而造成的疾病。随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以甄别水俣病患者并为其出具官方的医

疗证明，为持有证明的患者提供相应的补偿。

尽管约有13,000人申领证明，然而仅有3,000

人左右如愿以偿。于是，那些没有获得证明及

补偿的人们便一纸诉状，将中央政府和县政府

以及智索(Chisso)株式会社告上法庭。1995年，

这些人的诉求大多得到政府的处理：那些患有

四肢感觉障碍而没有得到证明的受害者获得了

一次性的赔偿金。包括已经死亡的受害者在内，

鹿儿岛县、熊本县和新潟县约有10,000人获得

赔偿。那些没有接受政府1995赔偿金的人提起

的最后一批水俣病赔偿诉讼案于2004年最终得

到处理，最高法院判决，认定日本中央政府和

熊本县地方政府负有行政管理的责任。2006年

是日本政府官方承认水俣病以来的第50年。

2005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旨

在为水俣病患者提供更多的支持。2009年7月，

国会通过了为救济水俣病未认定患者的特别措

施法。

对柴油发动机汽车的限制
为了遵守颗粒状物质排气标准，对卡车实
行限制管理的汽车公害监察员。
（照片提供单位：东京都汽车公害对策部）

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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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湾安全宣告



如何处理工厂和企业排放的废弃物的问题

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1970年的《废

物管理和公共净化法》规定了对工厂和企业所

排放的特定废弃物质的处理方法，如烟灰、污

泥、废油、废弃的塑料，以及其他的废弃物。

2013年财政年度，日本排放的工业废物高达

3.847亿吨，约为家庭和办公室产生的普通垃

圾量的八倍。

1997年6月修改后的《废物管理和公共净化

法》对非法废物处理规定了严厉的惩罚。虽然

非法倾倒废物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但2003年

和2004年发生的几起大宗案件促使日本环境省

增加了废物和再循环监督人员的数量。

自 1990年以来，日本产生的普通（非工业）

垃圾量超过了5,000万吨。这使日本更加注重

废物的再循环利用，日本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废

纸回收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按照日本1997

年4月实施的《容器包装循环使用法》的规定，

生产厂商应负责回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

(PET) 包装瓶、玻璃瓶、纸包装和塑料包装材

料。

2000年颁布的《推进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成为废物回收利用的综合、系统方法的法理基

础。随后，日本又相继出台了其他一些新的再

循环利用法律，涵盖了家用电器、食品垃圾、

建筑材料、汽车以及个人计算机等具体范围。

在国际层面上，日本在2004年的八国峰会

（G8峰会）上提出了“3R提案”。这项提案获得

了G8峰会参与国的批准，该提案力图倡导在全

球范围实行3R（废物排放减量、再利用和再循

环）原则，旨在减少废物产生量、尽可能地重

复使用各种材料，并在其无法再次使用时加以

回收。

二恶英(Dioxin)：由于日本土地资源有限，

因此，确定垃圾处理的场所一直是个老大难的

城南岛饲料化中心
位于东京都大田区城南岛地区的使用废
弃食品制造饲料的再利用设施。
(照片提供单位：Alfo Co, Ltd.）

问题。日本将焚烧垃圾作为垃圾处理的必要方

法。20世纪90年代，由垃圾焚烧炉释放的“二

恶英”产生的污染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问题。

“二恶英”(dioxin)一词系指四氯二苯并二恶

英化合物，这种物质可以在人体内积聚，导致

癌症和出生缺陷。

日本的《二恶英对策特别措施法》于1999

年生效。该法对二恶英排放规则、其对健康和

环境影响的监控，以及政府减少排放计划的制

定均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日本于2004年达到了

二恶英排放量减少的既定目标，当年的排放量

与1997年相比，估计减少约95％。日常的二恶

英吸入量也已稳步减少，目前估计要低于每公

斤体重4微微克可允许日常吸入量。

汽车尾气：由于强制实施了一系列规则和

条例，日本在限制工厂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方

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然而，在日本的

一些主要城市，由机动车排放的氧化氮及颗粒

状物质而造成的空气污染却仍然影响着人们的

健康。机动车排放的大部分颗粒状物质及约

80％的氧化氮来自于柴油发动机。为解决这一

问题，2002年，中央政府颁布法律，在现有的

氧化氮限制条款中增加了对颗粒状物质的限制

规定。此外，适用于卡车、公共汽车以及柴油

发动机的客车的限制规定还对大城市指定地区

运行的机动车类型作了限制。

由于不满中央政府减少空气污染的效率，

2003年，东京、崎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对

柴油发动机卡车和公共汽车的颗粒状物质的排

放标准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限制。那些不符合新

标准的机动车必须予以更换或安装专用的过滤

装置。

高科技污染：日本面临的另一个环境污染

问题是由诸如集成电路生产等尖端工业所造成

的高科技污染。溶剂造成了地下水污染。例如

用于清洗集成电路的三氯乙烯以及大量用于干

废物处理与回收

其他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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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的四氯乙烯。这两种化学制品均具有致癌性。

1989年修改后的《水污染控制法》对地下水中

的有毒物质作了限制规定，包括上述两种物质。

1996年，日本对该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地方主

管官员有权责令污染者清除其污染。

自然灾害带来的污染：2011年3月发生的东

日本大地震及海啸毁坏了至少27万座建筑，留

下了包括毁坏的船只、汽车等在内的瓦砾和废

墟，还有随海啸冲上岸的废物，总计超过了

2400万吨。日本政府代替受灾的城市和乡村采

取了迅即措施，清理废墟并处理废物，所需资

金则出自地方政府。

因海啸引起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核泄漏事故后，政府一直在监控环境变化，并

测定空气及水中的辐射指数。

其他污染类型：日本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以

应对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问题，

包括噪声、振动、地面沉陷、刺激性气味，以

及农用化学品造成的污染。日本对噪声投诉量

要多于其他任何类型的污染。其中对工厂噪声

的投诉为最多，然而从总体上看，对建筑、交

通、航空以及铁路噪声的投诉也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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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枥木县足尾铜矿排出的废水污染了附近的河流。

1893 爱媛县别子铜矿的空气污染首次为人们所觉察。

1953 熊本县出现水俣病。

1955 首次公布有关“痛痛”(itai-itai)病的报告，该病先前由富山县的一名医生在诊断中发现。

1962 三重县四日市显著增加的哮喘病例首次被与一家工业企业造成的空气污染联系起来。

1965 新潟县出现水俣病。

1967 通过《污染对策基本法》。

1968 通过《空气污染控制法》。

1971 设立环境厅。

1972 通过《自然保护法》。

1974 建立“国立环境研究所”。

1980 开始对酸雨的研究。

1983 在垃圾焚烧的排放物中发现二恶英。

1988 通过《臭氧层保护法》，对减少含氯氟烃的使用量作出规定。

1989 修改《空气污染控制法》以控制石绵的使用。

1993 颁布《环境基本法》。

1995 水俣病受害者组织接受政府向受害者提供的援助。

日本动力堆和核燃料开发公司的“文殊”号快速增殖反应堆发生液态钠泄漏事故。

1997 由日本动力堆和核燃料开发公司运营的东海核燃料后处理厂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东京举行。

《容器包装循环使用法》实施。

1999 《环境影响评估法》实施。

JCO 株式会社员工受到高度放射性污染威胁；周围居民被疏散。

《二恶英对策特别措施法》实施。

2000 《推进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实施。

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

2001 《特殊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实施。

《食品资源回收利用促进法》实施。

2002 《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实施。

在氧化氮的限制规定中增加了对汽车尾气颗粒状物质的限制。

2003 实施自然再生推进法

实施土壤污染对策法

2005 《报废车辆回收利用法》实施。

京都议定书生效

实施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的相关法律

实施石棉危害预防规则

2006 作为水俣病正式确认50年事业的一环举行对牺牲者的慰灵仪式

2008 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上通过了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一半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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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通过水俣病救济特别措施法

2010 内阁通过了《全球变暖对策基本法》

2011 颁布《东日本大地震灾害废弃物处理特殊措施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