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經有超過 30 萬件的申請，到交付為止尚需時間。
　因為根據申請順序正在郵寄通知交付的「交付通知書」，請
暫且等待通知的到來。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在去年秋天，橫濱市作為東亞的城市唯一參加了面向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美國國務院等召開的關於氣候變動對策城

市間會議。得到了介紹就削減 CO2（二氧化碳）專案以及對新興國家的技術合作等、與市民 ·企業的各位共同努力的橫濱

市的環境措施的機會，博得了世界各個城市的高度評價。

　將有限的資源以及富饒的環境傳承給下一代，是全世界共同的願望，與市民的各位和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的各位、行

政齊心協力，作為自己的事來採取舉措尤為重要。橫濱的極大強項是，將每個人力所能及的事，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事業

活動中不斷積累，扎扎實實地拿出成果來。

　在高度經濟增長時期，即使在橫濱，水和空氣的污染也不斷惡化，出現了人以及生物難以生存的環境。但是，通過推進「橫濱方式」的公害對

策，通過和大家一起治理後山以及清理河川等，不斷重複勤勤懇懇的環境活動的結果，如今也有能看到香魚溯流而上以及翠鳥飛來的河川。

　在明年 3月份，「第三十三屆全國城市綠化橫濱展」即將開幕。我們將向從國內外來訪的貴賓展現以美麗花草樹木點綴的橫濱，發信富饒的自

然環境的重要性。

為了將富饒的橫濱的大自然傳承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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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個人編碼卡

市個人編碼制度  呼叫中心　　　電話：0120-045-505
星期一 ~ 星期六：9 點 ~17 點

（排除星期日、節假日、年底年初）

傳真：045-664-5917
在網頁也接受卡的交付預約

網頁：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min/madoguchi/bango/koufu.html
＊一部分不能使用 IP 電話等免費電話服務的電話，請打電話 045-367-5272（收費）

（注意）	 請確認電話號碼之後，注意不要撥錯。上午，由於諮詢集中，有接不通的時候。這時，請稍等一下，過後再撥。

〇 設置期間：2016 年 12 月為止（預計）

〇 設置場所：各區政府會議室（保土谷區在區政府前“かるがも”（斑嘴鴨）會
議室）
＊ 7 月以後，臨時交付窗口的設置場所有可能改變。
　請在預約時確認領取場所

〇 開廳時間：平日  8 點 45 分 ~17 點，第二 · 四周六  9 點 ~16 點 45 分
＊接待時間到窗口結束的 15 分鐘前為止

個人編碼
吉祥物

麥娜

　對於個人編碼卡交付已經準備好的人，區政府給郵寄「交付通知書」。請根據通知書的記載說明，用電腦以及智能手機、電話進行事前預約。尚且，
不方便使用電腦以及智能手機的人，由於聽力不便等的理由不能使用電話時，請與居住區的戶籍科或者通過傳真等諮詢。

領取屬事前預約制

在臨時交付窗口交給 卡的交付尚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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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呼叫中心在工作時間外（每天 21 點到次日早晨 8 點為止）
將市防災資訊電子郵件的「緊急通知」以互動式語音應答回應

　請根據語音指南按您想要聽的區的號碼。
　從撥號線撥時請先按「＊」、「＃」等寫著回鈴音的按鈕之後
再操作。

電話：045-664-2525
網頁：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min/kochosodan/call/

關於市呼叫中心

【垂詢】		市民局公眾聽證會商洽科
電話：045-671-2117　　傳真：045-663-3433

關於市防災資訊電子郵件

【垂詢】		總務局資訊技術科
電話：045-671-3454　　傳真：045-641-1677

關於 2016 年本市對於以熊本縣熊本地方為震源的地震的舉措

對熊本地震的災民表示衷心的慰問。
並且，衷心地祈願儘早復興。

　本市，做為對災民的支援，至今為止，全力以赴提供市營住宅、接納緊急避險兒童學生等。另外，為了支援災區避難所的運營、自來水的
恢復以及下水道調查、災民的健康諮詢等，除了派遣諸多的市職員之外，還進行著罐裝水以及便攜式馬桶包等物資支援。關於現在的舉措內容，
請閱覽下述網頁。

在熊本的支援情況

橫濱市
關於熊本地震捐款
懇求大家的溫馨支援。

到 6 月 30 日（週四）為止

● 「橫濱市 熊本地震捐款」專用帳戶
銀行名稱：橫濱銀行
分行名稱：橫濱市政廳分行
帳號：普通 6037606
帳號名稱：横浜市熊本地震募金（ヨコハマシクマモトジシンボキン）
＊只限從橫濱銀行總 · 分行窗口匯款，免收匯款手續費（取款機處理收費）

● 捐款箱設置場所
除了在橫濱市市政廳、各個區政府以及行政服務角、市民防災中心等之外，在區中心以及體育中心等市民的利用設施也有設置。

【垂詢】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2171　　傳真：045-641-1677
網頁：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omu/org/kikikanri/h2804kumamoto/

銀行名：横浜銀行
支店名：横浜市庁支店
口座番号：普通 6037606
口座名称：横浜市熊本地震募金
（ヨコハマシクマモトジシンボキ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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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從大雨保護自己

■ 利用各種警示圖等來確認危險地點以及避難場所。
■ 為了不堵死側溝以及沖溝請保潔。
■ 請確認好資訊搜集方法。

從下述網頁
①	搜集氣象資訊	②	註冊將各種防災資訊以郵件發送的防災資訊的電子郵件
③	可以確認各種警示圖等。
網頁：http://www.city.yokohama.lg.jp/somu/org/kikikanri/information.html

下雨之前

市國民健康保險的通知

【垂詢】總務局危機管理科
電話：045-671-4351　　傳真：045-641-1677

■ 請通過電視以及收音機、網絡等，搜集氣象資訊。
■ 若發現懸崖塌陷以及河川泛藍的徵兆等，感覺到人身危險時或者發出

避難勸告時，請馬上避難。

※ 即使沒有發出避難勸告的場合，如果感覺到人身危險時，以自己的判斷
儘早採取避難行動尤為重要

下起雨來了

2016 年度的「國民健康保險費決定通知書」將於 6 月中旬郵寄給被保險人。

● 2016 年度的保險費率
已決定了 2016 年度的保險費率。尚且，從下述的網頁可以估算保險費。

均攤費率
（乘以基準總所得金額的數字）

均攤費率（金額）
（被保險人每個人的金額）

醫療部分 6.43% (6.29%) 31,740 日元（31,040 日元）

支援部分 2.02% (2.09%) 10,170 日元（10,270 日元）

護理部分 2.03% (2.11%) 12,170 日元（12,440 日元）
（　）內是 2015 年度的數值

關於詳細情況，請向所居住的區政府保險年金科諮詢
關於國民健康保險制度的變更等，請諮詢下述專線撥號

電話：045-330-2210
傳真：045-330-1635

（接待：6 月 15 日～ 8 月 5 日  8 點 30 分～ 19 點）
※ 也有回答不了的部分
網頁：http://www.city.yokohama.lg.jp/kenko/kokuho/

2016 年度的制度變更如下。
● 保險費徵收限額（上限金額）的重審
接受國家的政令改正，將醫療部分 · 支援部分的徵收限額（上限金額）各
自提高 2 萬日元。

2016 年度的徵收限額（上限金額）

醫療部分 54 萬日元（52 萬日元）

支援部分 19 萬日元（17 萬日元）

護理部分 16 萬日元（16 萬日元）

共計 89 萬日元（85 萬日元）
（　）內是 2015 年度的數值

● 均攤金額的減征對象家庭的擴大
就低於依法規定所得基準的家庭，減征均攤金額。尚且，從 2016 年度重
審所得基準，擴大對象家庭。

●減輕五成的所得基準額（家庭共計）
　33 萬日元＋ 26.5 萬日元（上年度：26 萬日元）× 家庭的被保險人數
●減輕兩成的所得基準額（家庭共計）
　33 萬日元＋ 48 萬日元（上年度：47 萬日元）× 家庭的被保險人數
※ 七成減輕沒有變更
◆ 因為收入狀況不明者無法減征，即使完全沒有收入的人，也需要申報市 · 縣民稅

● 實施從年金的特別徵收
將在 6 月中旬郵寄的「國民健康保險費金額決定通知書」，就所有的戶主
以「普通徵收（通過帳戶劃款或者繳款書繳納」而通知。對於屬於「從年
金的特別徵收」的家庭，在 7 月中旬左右重新郵寄「國民健康保險費金
額通知書」。
對不屬於特別徵收的家庭，就不郵寄通知，所以請繼續以普通徵收來繳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