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平成29年度是「橫濱市中期四年計畫 2014~2017」總結之年。為了發展支撐橫濱的「現在」和致力於開

往「未來」的措施，從育子•教育•福祉•醫療、防災•減災、活化經濟到城市建設，推進至各個領域，面向完成

計畫目標，再次全力以赴採取舉措。另外，也好好對應淩辱問題以及上學路的安全對策、兒童貧困對策等吃

緊課題，推進計畫的前瞻性措施。

　　急劇進展的老齡化、基建的維修•更新等，圍繞橫濱的環境更加嚴峻。但是，橫濱有克服這些困難的

「綜合力量」。這就是，在別的城市找不到的只有橫濱才有的城市魅力以及基於至此積累的城市建設經驗力量，是在這個橫濱生

活、工作、經營事業的市民•企業各位的每一位的力量。透過充分利用招徠國際性會展以及文化藝術•體育力量的數不勝數的洋溢

魅力的活動，城市的繁華正在提升。對於育子支援以及變暖對策等的課題解決，也將以公民聯合採取舉措。今後也將最大限度地

引導出橫濱的潛力，營造堅固的財政基礎，實現持久性成長。

　　所有的答案都在現場，即使是困難的課題，只要凝聚「人」的力量，人定勝天。將這個信念貫徹到底，為了橫濱的進一步飛躍，

今年也將全市團結一致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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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橫濱的「現在」，致力於
採取開往「未來」的發展措
施

　　29年度是「中期四年計畫 2014~2017」的最終年度。是「總結」之年。為了實現呵護市民各位的安全•

安心、心靈富饒的生活，完成計畫目標自不待言，對應兒童貧困對策以及強化淩辱對策等吃緊課題，並且，

實施計畫的前瞻性舉措。在此，將 29年度市的主要舉措分為「中期四年計畫」、「對吃緊課題的對應」、「前

瞻性舉措」這三個重點進行介紹。

中期四年計畫的「總結」
實現呵護市民各位的安全•安心及心靈富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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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育子支援
繼續致力於實現托兒
所零待機兒童
從妊娠期到產後無斷
續的支援

老年人的活躍支援
推進朝氣蓬勃老年人
的區域貢獻模範事業

殘礙人士的生活•
活動支援

完善殘礙人士體育•文
化活動南部方面據點

保健
推進橫濱走步地點

支援女性的活躍
推進與橫濱市女性活躍推
進協議會協同的女性活躍
支援女性創業家的成長•
發展

醫療•福祉
構築醫療和護理的協同強
化等區域全面護理系統
充實•強化護理預防•生
活支援服務

強化成長領域，振興中小
企業等

透過創新創造新產業•新事業
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經營•技
術支援
支援商店街的活化

創造觀光•會展、文化藝
術城市

第 50 屆亞行 (ADB) 年度大會
橫濱三年展 2017、橫濱•殘礙
三年展 2017

充實城市功能•環境
完善橫濱環路
推進完善新市政廳、關內•關
外區域的活化
面向郊區住宅更新的舉措

創建抗災城市
推進城市不然化、擴展狹隘道
路等地震防災對策
推進懸崖對策、水災對策

對應吃緊課題 前瞻性舉措

橫濱的財務狀況
市的財政資訊

【垂詢】財政局財政科　電話：045-671-2231　傳真：045-664-7185
檢索横浜市財政課

【垂詢】政策局政策科
電話：045-671-4326　　傳真：045-663-4613

根據生活方
式介紹參與
社會的機會

硬地滾球

爭取達到參
加報名
30萬人

生氣勃勃女性創業家宣傳周

X 射線發生裝置的製造現場

橫濱港北匝道
照片提供：首都高速道路（株）

懸崖現場調查

推進兒童貧困對策
　　除了在全區實施貼心型學習支援之外，還開始
防止新的國高生綴學的舉措。另外，還支援透過「兒
童食堂」等由區域支撐兒童以及家庭的多樣性活動。

加強兒童•學生支援體制
　　除了新增配置主任學校社工之外，在所有中學
校區等配置一條龍學校型咨商心理師。強化為了銜
接到早期發現•解決的體制。

上學路的安全對策
　　更進一步促進人行道的設置
以及「安心顏色地帶」的完善等，
為了確保上學路的交通安全的舉
措。

安心顏色地帶 施工後

施工前

確保面向 2025 年的醫療功能
　　作為伴隨對應 2025 年急劇進展的老齡化社會，
進行制定中長期計畫的下期「橫濱保健計畫」以及
肩負居家醫療醫師的培養•支援和醫療大數據（巨
量資料）的分析。

面向橄欖球世界盃大賽 2019TM・東京 2020 奧運•
殘奧
　　橄欖球世界盃大賽 2019TM 為亞洲首次舉辦，在橫濱，將
舉辦全世界所引人注目的「決賽」。另外，在東京 2020 奧運，
足球競賽和棒球•壘球競賽將在橫濱舉辦。
　　面向兩項大會以期準備萬全的同時，以兩項大會的舉辦為
契機，振興體育固所願也，透過振興文化藝術、經濟、教育領
域、城市宣傳等廣泛的努力，給肩負下一代的孩子們作為「禮
物」留下有形無形的遺產。

Photo by Tokyo 2020/
Shugo TAKEMI

檢索横浜市　29 年度予算關於除此之外的主要舉措，請確認網頁。

橫濱市債的吉祥物
「濱債」

從 4 月下旬開始在市政府
市民資訊中心、區政府公
報諮詢分發小冊子。在網
頁也能確認內容。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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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減免護理保險費 關於護理保險服務

針對在 28年度中已售土地•建築物，就長期•短
期轉讓所得有特別扣除的人士 由於護理報酬修改，自己負擔金額有所變更

　　在 28 年度當中已售土地及建築物的人士，就出售有長期•短期轉讓

所得有特別扣除時，透過從總共所得金額，扣除該特別扣除來重新計算，

有可能得到減免護理保險費的可能性。

　　請確認 6 月份郵寄的「護理保險費金額決定通知書」的保險費之後，

與發行通知書的區政府保險年金科諮詢。

　　從 4 月份開始，由於護理人才待遇的改善，護理報酬進行了修改。即

使利用至今為止的服務的內容，護理保險服務的自己負擔金額也有變更的

場合。

　　實際自己負擔金額，因為根據服務的種類等也有差異，請向利用各個

服務的提供事業所或者擔當的護理支援人員確認。

【垂詢】健康福祉局護理保險科
電話：045-671-4253　　傳真：045-681-7789
或者　發行通知書的區政府保險年金科

【垂詢】健康福祉局護理保險科
電話：045-671-4255　　傳真：045-681-7789

　　我們實施在小小出行時方便的汽車共用「Choi-mobi」。Choi-mobi是小巧可

愛的二人乘坐電動汽車。綠色環保，行駛時不排放二氧化碳。是否試一試在春

天用「Choi-mobi」出來巡遊橫濱？

Choi-mobi更新了
新 Choi-mobi是，需要把車退還到出發地點的汽車共用。不能將車退還•丟棄在
出發以外的場所。在利用時間內，可以在 Choi-mobi專用臨時停車場免費停車。

■ 可租借的場所（車站）
關內•櫻木町•橫濱車站及其周邊
觀光區域的 14處

■ 營業時間
8點 ~20點（一部分車站除外）

檢索チョイモビ

關於服務內容•會員註冊
【垂詢】運營事務局　　電話：0120-720-023（8點 ~20點）

關於事業概況
【垂詢】變暖對策統轄總部專案推進科
電話：045-671-2719　　傳真：045-663-5110

春天出行時春天出行時春天出行時

從 4月 3日（週一）開始，
開設市預防接種呼叫中心

電話：045-330-8561
傳真：045-664-7296

受理時間

9點 ~17點
週六•周日、節假日除外

Choi-mobi　橫濱

■ 費用（每一次利用）
基本費用 200日元
每隔 15分鐘增收 250日元
最高費用 3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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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使用個人編號卡，可以取得居民票副本等各種證明書的「便利店交付」。

　　使用時需要個人編號卡。關於詳情請確認網頁。
【垂詢】市呼叫中心
電話：045-664-2525（8點 ~21 點）　　傳真：045-664-2828

個人編號吉祥物
麥娜

橫濱車站

港未來線

新高
島車
站

港未來車站

馬車道車站

日本大通車站 元町中華街車站

JR 線

橫濱市營地鐵藍線

櫻木町車站

關內車站關內車站

石川町車站

新港中央廣場

運河公園

②象鼻公園★
③山下公園★

港之見丘公園

日本大通★
④橫濱公園★

①格蘭摩爾公園★

春宵　愉悅港花園
　　鮮花和綠樹的盛典，橫濱展正在舉辦之中。在主會場之一的港花園的各個會場，也進行
夜間光照。由光亮照映的夢幻空間，會給我們呈現與晝日不同的景色。今春，請在夜晚也盡
情地享受鮮花和綠樹。

迄至 6月 4日（周日）天天舉辦！

①格蘭摩爾公園　人和樹木和水晶煙花 ②象鼻公園　花園熊庭院

使用智慧手機放主題花的櫻花•鬱金香•玫瑰
的數碼煙花，變成光之藝術空間

以象徵吉祥物的花園熊為母題的展覽會之象徵
花園。一被光照就變成夢幻氛圍

象徵　吉祥物「花園熊」
© ITOON/GN2017

★光照會場

③山下公園　未來的玫瑰花園 ④橫濱公園　16萬枝鬱金香花園

玫瑰花的拱圈變成光照隧道。花卉變成光照地毯 春季之美景的 16 萬枝鬱金香花壇

關於活動
【垂詢】NTT呼叫服務
電話：050-5548-8686（迄至 6月 4日、8點 ~22 點）

關於專案
【垂詢】環境創造局全國城市綠化展推進科
電話：045-671-3789　　傳真：045-663-0027

有市民名額

開始徵集橫濱馬拉松
2017 跑者！
　　從 4 月 5 日（週三）開始徵集「橫濱馬拉松 2017」跑

者。市民，有市民名額和一般名額的雙重機會！從本次開

始跑者也擴大 3,000 人份額，變為 2 萬 8000 人。

徵集期間
4月5日（週三）12點 ~５月18日（週四）

報名人數超額時抽籤（慈善名額等除外）

舉辦時間：10月 29日（周日）

於 10 月 27 日（週五）•28 日（週六）在紅磚倉庫活動廣場

受理跑者

專案 徵集人數 費用

全程馬拉松 2 萬 6950 人 1 萬 5,000 日元

七分之一全程馬拉松 ※ 1000 人 4,000 日元

七分之一全程馬拉松 ※（輪椅） 30 人 4,000 日元

2 公里（輪椅） 20 人 3,000 日元
※6.0278 公里

關於參加資格以及報名方式等詳情，請確認大會網頁，或者
區政府公報諮詢組分發的徵集說明

檢索横浜マラソン

關於大會報名【垂詢】羅森票務
電話：0570-000-732（10 點 ~20 點）

關於大會內容【垂詢】事務局
電話：045-651-0666　　傳真：045-226-5037
（週一 ~週五 <節假日除外 >9點 30 分 ~17 點）

支撐「橫濱馬拉松 2017」的是您

5月 9日（週二）開始受理徵集大會義工

　　徵集支撐跑者的大會義工。微笑的後援將成為
跑者的力量。您不想試一試和夥伴們一起調動橫濱
馬拉松的氣氛嗎？

在全國的便利店設置的多功能影印機可以取得居民票

檢索横浜市　コンビニ交付

第 33 屆　全國城市綠化橫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