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市長

林  文子

　　恭賀新禧。衷心祝賀諸位健康地迎來新年。今年我們將迎來橫濱開港160週年的紀念，有助於進一步提升

橫濱國際都市存在感的活動接二連三地舉行。我們堅定地認為，由於得到了諸位的鼎力協助，2019年橫濱將

實現更大的飛躍，將獲得更多的成果。

　　在8月我們舉辦了「第7屆非洲開發會議」，9月2019年橄欖球世界盃拉開帷幕，包括決賽等在內的7場比

賽在橫濱舉行。在同一時期，我們又舉辦了「2019橫濱音樂節」，整個城市顯得非常活躍，這也是迎接2020

年東京奧運會與殘奧會的一環。在「Garden Necklace橫濱」的活動中，我們創新開展了「橫濱玫瑰週」等活動，讓培育花草樹木的

美好心靈得到完善，加快了在曾經的上瀨谷通信設施引進國際園藝博覽會的步伐。

　　在去年制定的「中期4年規劃2018～2021」中我們納入了一個決心。即充分發揮這些機會，面向未來，打造讓人們感到安全與放

心，充滿夢想與希望的橫濱。作為「SDGs未來都市」，在所有的政策措施上都融入SDGs的視點，千方百計採取措施，完善育兒、教

育、福祉和醫療，構建共生社會。同時，採取措施讓橫濱經濟充滿活力，也要完善各種準備，抵禦大地震和暴雨等所有的自然災害。

　　新港9號客輪樞紐與大黑碼頭的客輪靠岸設施將於今年迎來開張，計劃於明年開始運營。以此為內容的新市政府大樓和橫濱港未

來國際會展中心的建設也在快步推進中。今年我們仍將採取各項措施，大力推進橫濱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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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舉辦 2019 年 Rugby World Cup ™的橫濱國際競技場（日產體育場）

以 2019 年更大的飛躍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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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納稅期限的諮詢】聯繫財政局稅務科 電話：045-671-2253　傳真：045-641-2775
【關於工資支付報告書的諮詢】聯繫財政局法人徵稅科（特別徵收中心） 電話：045-671-4471　傳真：045-210-0480
【關於折舊資產申告書】聯繫財政局折舊資產科（折舊資產中心） 電話：045-671-4384　傳真：045-663-9347

市稅繳納期限、匯算清繳諮詢會通知

国税庁

　　從平成 29 年的部分開始，不需要提交收據，取而代之的是需要提交
「醫療費扣除明細單」。關於明細單的格式和記載方法，請在國稅廳的電腦
主頁上確認內容。
　　可以同時確認確定申告諮詢會等詳細情況。

對象 繳納期限•提交期限、期間 提交部門
個人市民稅（普通收繳）

第四期

1月 31 日為止工資支付報告書 財政局法人課稅科
（特別徵收中心）

折舊資產申報表 財政局折舊資產科
（折舊資產中心）

所得稅以及
復興特別所得稅 2月 18 日～ 3月 15 日

居住區的稅務局贈與稅 2月 1日～ 3月 15 日

個人企業者的消費稅
地方消費稅 4月 1日為止

◆鶴見區（鶴見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1月 31 日～ 2月 13 日
（週六、週日、節日除外） 鶴見區政府

9點 15 分～ 11點 30 分
13 點～ 15點 30 分

2月 14 日

稅務師免費申報資訊

關於稅金的期限

對象 A
B

＝小規模納稅人、年金受領人、薪水所得者

＝年金受領人、薪水所得者的退還申報
●	高峰擁擠時有可能結束受理的場合。另外，只提交申報單等時請直接提交所管轄的
稅務局（可郵寄）。

●	不可以駕車前往。

A

B

◆中、西區（橫濱中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1月 29・30日、2月 6・7日 本牧地區中心 9點 30分～12點
13點～16點1月 31 日、2月 1・4・5日 西區政府

1月 28 日 稅務師會館
10點～ 16點

2月 8日
神奈川信用金庫
橫濱營業部

A

B

◆旭、瀨谷、保土谷區（保土谷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1月 29 日 保土谷公會堂

9點 30 分～15點 30 分1月 30 日～ 2月 1日 旭公會堂

2月 5日～ 2月 7日 瀨谷公會堂

A

B

◆磯子、金澤、港南、南區（橫濱南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相談時間

2月 1日～ 2月 7日
（週六、週日除外）

Willing 橫濱
9點 30 分～ 15點 30 分

2月 8日
9點 30 分～ 12點
13 點～ 15點 30 分

◆神奈川、港北區（神奈川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2月 4日～ 2月 6日 神奈川區政府
9點 30 分～ 12點
13 點～ 15點2月 7・8日

日吉本町西町會
IKI-IKI 會館

2月 12 日 新橫濱百麗酒店 10點～ 15點

◆榮、泉、戶塚區（戶塚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1月 23 日～ 1月 25 日 泉公會堂

9點 15 分～ 15點 45 分1月 29 日 大正地區中心

2月 5日～ 2月 7日 榮公會堂

2月 1日 戶塚法人會館 9點 30 分～ 15點 30 分

A

B

A

B

A

B

◆青葉、都築、綠區（綠稅務局管轄內）

對象 開辦日期 地點 諮詢時間

1月 24・25 日 十日市場地區中心

9點 30 分～ 16點
1月 29・30 日 都築公會堂

1月 31 日・2月 1日 綠公會堂

2月 5・6日 山內地區中心

2月 6・7日
神奈川縣住宅建築協
會橫濱北支部會館

10點～ 15點

A

B

無需提交醫療費扣除收據

橫濱綠稅
　　我市正在積極推進「橫濱綠化提升計劃」，旨在保護綠化，創造綠化，
培育綠化。作為穩定的財政來源，今後仍然希望大家承擔「橫濱綠稅」。
　　關於「橫濱綠稅」，請在電腦主頁確認詳細內容。

横浜みどり 檢索



公報橫濱　2019 年 1 月 ３

ヨコハマ 3R 夢

横浜市 食品ロス

【關於該新聞的諮詢】聯繫資源循環局政策調節科　電話：045-671-2503　傳真：045-641-1807

制定橫濱 3R夢項目推進計劃（2018 ～ 2021）

思考過嗎，
每天扔出的垃圾

　　為了削減垃圾與資源的總量，同時為了削減溫室效應氣體，我
們制定了從 2018 年度到 2021 年度採取具體措施的橫濱 3R夢項目
推進計劃（2018 ～ 2021）。

構思 基本目標 戰略目標

採取各種措施，打造具有橫濱特色的
循環型社會。

垃圾與資源總量削減 3%以上
（與 2017 年度相比）

關於來自家庭的食品廢棄，削減 20%以上
（與 2015 年度相比）

　　重視由廣大市民和事業者自發開展的 3R 行
動，同時推出各種舉措。

　　在前期推進計劃之前的 8年中，成功削減了
5.3%。在今後的四年內，力爭進一步削減3%以上。
　　同時，關於伴隨垃圾處理排出的溫室效應氣
體，將削減 25%以上作為基本目標。

　　食品廢棄佔了來自家庭的廚餘垃圾的六成，
我們將重點採取措施進行削減。
此外，
　　將採取措施
讓焚燒工廠的
送電電力量提
高 5% 以上（與
2017 年相比）

51％
其他

15％
資源物
（分類對象）

34％
廚餘垃圾

食品廢棄
（約6成）

其他
廚餘垃圾

可焚燒垃圾的構成調查結果
（2015年度）

Reduce
減少：減少垃圾本身
Reuse
再利用：重複多次使用
Recycle
再生：分類作為資源使用

食品廢棄
　　在我市，平均每名市民每年產出大
約30kg（如果折算成飯團，大約300個！）
的食品廢棄。即便是自己認為沒有問題
的家庭，實際上也存在食品廢棄的情況。
因此，我們首先要從己所能及的事情開
始努力。

平均每人產生的

食品廢棄相當於

300 個飯團

　　因塑料垃圾導致的海洋污染已成為全世界
一個嚴重的問題。隨手扔到道路等處的塑料垃
圾，會在風雨的作用下流入河流，流入大海。

因此，絕對不可以隨手扔垃圾，必須將垃圾進行認真分類並扔到垃圾箱。此
外，關於來自本市家庭的塑料制容器包裝的分類率，大約停留在 6成的水
平上。務必遵守分類規定是非常重要的。

塑料垃圾

1

2

3

1

2
3

隻購買需要的量
在購物之前，應確認冰箱內的食材，
只需購買需要的量。

整理整頓冰箱內部
對冰箱內部進行整理整頓，注
意消費期限和可食用期限。

隻需做可以吃完的量
飯菜只需要做可以吃完的量。
如果即便如此還剩下，
要妥善在冷藏或冷凍保存。

從力所能及的事情開始

為了削減食品廢棄，從現在開始能夠做的三件事

垃圾要認真分類
並放入垃圾箱
在家庭中，關於屬於商品包裝或
容器的塑料產品，應分類為「塑
料制容器包裝」。

帶上自己的袋子，
儘可能不使用超市的購物袋。

儘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的
塑料產品

蛋黃醬容器和納豆容器應分
類為「塑料制容器包裝」

關於保護商品的緩衝材
料、洗髮水的塑料瓶、
納豆容器等存在污垢的
物品，也屬於塑料制容
器包裝。如果是存在污
垢的塑料物品，應簡單
沖洗乾淨。

塑料罐應分類為
「罐、瓶、塑料罐」

垃圾投到垃圾箱

為了解決塑料垃圾的問題，從現在開始能夠做的三件事

檢索

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