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報橫濱

非洲與橫濱，勃勃生機共同朝向未來
　　8月28日至30日，將在橫濱舉辦《第七屆非洲開發會議》。此會曾經於2008年和

2013年先後兩次在橫濱召開，從而促進了我們與非洲各國間的協作和交流。

　　非洲人口急遽增長，正面臨著基礎建設不充分和環境問題等城市建設課題。橫濱

市長期以來活用自己的城市建設經驗及積累，調動市內企業的優秀技術力量，在地下

水整備及垃圾管理等方面，對非洲的城市發展給予大力協助。還邀請非洲各國的大使

等蒞臨本市，舉辦學習該國文化及歷史的「與非洲一所學校一個國」活動，有市內80

所中小學參加，不斷加深學生們對非洲的理解。

　　2016年我在訪問肯尼亞的時候，聽到非洲各國朋友一個接一個讚不絕口地說：“我在橫濱受到過

熱情款待”，“我們想要進一步加深與橫濱市的友好關係”等，感到無比欣慰。切身感受到我們的努力

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與非洲國家結成了堅實的紐帶。在第七屆會議期間，橫濱市也將齊心協力，支持

會議的成功，積極為日本與非洲的技術協作和經濟交流作貢獻。

　　非洲的發展日新月異，是我們共同成長創新未來的重要夥伴。在八月份的會議舉辦期間，我們將

開展學習和感受非洲的各種活動。請大家接觸了解非洲的舞蹈、音樂和美食等豐富多彩的文化，與非

洲朋友們盡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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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次瓦納共和國大使恩克羅依先生（ Mr. Nkoloi Nkoloi）與都築區茅崎小學校的學生們

於5月19日舉辦的「唱啊！跳啊！中小學非洲舞台！」上

非洲與橫濱，
勃勃生機共同朝向未來

第七屆非洲開發會議
8 月 28 日（星期三）～ 30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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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TICAD 7期間，8月27日至30日，在以會場 PACIFICO 橫濱為中心的港未來地區周邊實施一時性的交
通管制。預計周圍會發生交通堵塞情況，請大家配合我們的工作，利用公交設施。

聯絡地址 神奈川縣警察本部交通規制課　電話 :045-211-1212　內線（ 5491, 5492）

請您大力協助我們，
利用公交設施。

聯絡地址 國際局國際連攜課　電話：045-671-3813
　傳真：045-664-7145

　　使用從市民中募集的照片，製作了
表現與非洲交流的宣傳影片。在放映影
片的同時還有大型圖片展示。
【時間】9月8日（星期日）為止10點～18點

（最終入館時間為17點30分）
【地點】JICA橫濱　3樓展覽室
	 （中區新港2-3-1）

　　遍及市營地鐵各站來蓋章的圖章拉
力！收集放置在各個車站的非洲54國特製
圖章，獲得特製透明文件夾一個。還可以抽
獎獲得非洲相關禮品！
【時間】8月31日（星期六）截止
【地點】市營地鐵藍色線・綠色線各站

※此外在市內各處舉辦有豐富多彩的非洲相關活動。
　詳細內容請您在網頁上確認。

非洲節

非洲市場

Savanna 
Hot-Line

紅色茶杯 for AFRICA Zero Hunger Challenge for AFRICA

　　有非洲音樂、舞蹈、時裝等，是讓人們感受到非洲魅力的活動。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25日（星期日）11點～18點
【地點】Queen’s	Circle（西區港未來2-3　Queen’s	Square橫濱1F）

　　開設聚集非洲雜貨及藝術品的商城。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25日（星期日）11點～20點
【地點】Queen’s	Mall（西區港未來2-3　Queen’s	Square橫濱2F）

　　展示花繪師、熱帶草原攝影師藤川靖彥先生拍攝的非洲大地與野生動物作品。
【時間】8月18日（星期日）～30日（星期五）11點～19點
【地點】Gross	Patio（西區港未來	2-1-1	MM21　Grand	Mall公園1F）

　　將活動對象商品的部分銷售
額捐贈給非洲。
【活動時間】8月31日（星期六）為止

　　透過大家積極努力減少食品浪費，為非洲的孩子們送去學校
伙食。
　　除了可以在食堂裡品嘗考慮到減少浪費
的菜餚外，還可以編製利用廢棄食材的菜譜，
只要在SNS上投稿，便可透過贊助企業捐款。
【活動時間】8月1日（星期四）～10月31日（星期四）

　　在日常生活中展開支援非洲為實現SDGs作貢獻的活動。將透過這一活動募集的資金支援WFP（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在非洲地區展開的提供學校伙食項目。

　　「 第 七 屆 非 洲 開 發 會 議（ TICAD7）」將 於8月28日 至30日 在
PACIFICO 橫濱舉行。為了讓人們對非洲感到更加親切，我們把舉行
TICAD 7會議的8月份定為「2019非洲月」，在市內各處舉辦多種多樣的
活動。

甚麼是非洲開發會議（TICAD）？
　　非洲開發會議是由日本政府主導，
聯合國、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畫
（UNDP）及非洲聯合委員會（AUC）共
同舉辦的，以開發非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這是日
本主辦的最大規模國際會議。於2013年在橫濱舉辦
的第五屆會議中，包括國家元首等首腦級人士在內，
有大約4,500多人參加。

アフリカ月間2019 搜索

　　會議期間，舉辦有無論誰都可以參加的活動和演講等，
請大家踴躍參加。詳細內容請您在網頁上確認。

TICAD7横浜 搜索

▲特製透明文件夾

ⓒWEP/Badre	Bahaji

T I C A D 回 到 橫 濱

8 月份的橫濱充滿了非洲氣氛！

舉辦「2019 非洲月」

非洲節 in 橫濱

「我與非洲 -from Yokohama-」展 非洲旅行・
蓋圖章拉力

援助非洲 & 推進 SDGs 活動



公報橫濱　2019 年 8 月 3

自10月1日起
消費稅率上漲

　　自10月1日起，消費稅及地方消費稅率將從8%上漲到10％。
　　並且，隨著消費稅率上漲到10％，為照顧低收入，將實施減輕稅率制度。

　　自10月1日起，開始輕型汽車稅環境性能比例課稅（廢止以往的
購置時徵收的汽車取得稅）。課稅及徵收等，在一段時間內由都道府
縣負責。

納稅義務人 3輪以上輕型汽車（新車・舊車）的取得者
課稅標準 該輕型汽車的購置金額（免稅50萬日圓）

税率

根據燃油效率等，實施非課稅、1％、2％三個階段（設
有營業車特例）。
※	2020年9月30日以前購置的自家用小轎車減輕稅
率1％。

聯絡地址 神奈川縣總務局稅務指導課　電話：045-210-2322　傳真：045-210-8808

　　自2020年度課稅起，	「輕型汽車稅」改名為「輕型汽車稅不同種
類比率」。這一變更不影響辦理手續及稅率。

聯絡地址 財政局稅務課　電話：045-671-3669　傳真：045-641-2775

費用修訂

輕減稅率制度

面向中小企業的資訊窗口

　　隨著消費稅率上漲，市上水及下水使用費等亦將從10月份開始發生變化。

預計修訂的主要費用 聯絡地址

水費　　　　　例如 30	m3/2個月	3,598日圓	→	3,665日圓	(+67日圓） 水道局客服中心 電話：045-847-6262

下水道使用費　例如 30	m3/2個月	2,721日圓→2,772日圓	(+51日圓) 環境創造局經營課 電話：045-671-2826

市營公交車費　例如 市內同一區間	大人220日圓	(IC216日圓)→220日圓(IC220日圓)
交通局經營管理課 電話：045-326-3828

市營地鐵票價　例如 橫濱～新橫濱	大人240日圓	(IC237日圓)→250日圓(IC242日圓)

市民病院
●診斷證明費
●特別房間使用費　等

市民病院醫事課 電話：045-331-1961㈹

中風・神經脊椎中心 中風・神經脊椎中心醫事課 電話：045-753-2500㈹

港紅十字病院 港紅十字病院 電話：045-628-6100㈹

港灣設施使用費（倉庫使用費等） 港灣局管財第一課 電話：045-671-7082

中央批發市場使用費、設施使用費 中央批發市場本場運營調整課 電話：045-459-3301

中央屠畜場屠室使用費、屠畜場設施使用費 中央批發市場食肉市場運營課 電話：045-511-0445

汽車停車場停車費、停車月票 道路局設施課 電話：045-671-2731

公墓Memorialgreen管理費、日野Komorebi納骨堂使用費・管理費 健康福祉局環境設施課 電話：045-671-2450

⃝輕減稅率：8％
⃝輕減稅率對象商品　①酒類・下館子以外的飲料食品	②每周發行2次以上的報紙（根據定期訂閱合同） 消費税の軽減税率制度 搜索

新創設輕型汽車稅環境性能比例課稅

輕型汽車的名稱發生變更

※詳細內容請您在國稅廳網頁上確認。

　　針對因消費稅率上漲，銷售額減少等經營課題，以中小企業為對象，展
開以下內容的特別資訊商談。
⃝經濟局金融課	 電話：045-662-6631　傳真：045-651-3518
⃝橫濱企業經營支援財團	 電話：045-225-3711　傳真：045-225-3738
⃝橫濱市信用保證協會 總部	 電話：045-662-6623　傳真：045-661-0089　等

　　在下列資訊窗口接待中小企業關於稅率上漲後適用價格轉嫁問題的商談。
⃝關於轉嫁、價格顯示等的政府共通窗口
	 消費稅價格轉嫁等綜合資訊商談中心　電話：0570-200-123
⃝詳細內容請您在內閣府網頁上確認。

　　市裡也根據具體內容，設置有資訊商談窗口。
⃝關於價格轉嫁
　經濟局金融課　電話：045-662-6631	傳真：045-651-3518
⃝關於阻礙轉嫁顯示的資訊
　經濟局消費經濟課　電話：045-671-4140　傳真：045-664-9533

經營資訊

消費稅轉嫁對策

消費税価格転嫁等対策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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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地址 區役所戶籍課或市電話中心　電話：045-664-2525　傳真：045-664-2828

在區役所保管的 MyNumber 通知卡
交付工作將於８月底順次結束。
　　由於本人不在等原因，退還到區役所的通知卡，保管在區役所的戶籍課。若一年內沒有領取，則自8
月起順次結束卡的交付工作。
　　請尚未領取的市民確認儘快領取方法，儘早前往居住地的戶籍課登錄負責窗口領取。另外，交付工
作結束後，再發行時需要繳納手續費500日圓。
※若遷居的話，有可能在現居住區領取不到。

横浜市 通知カード 受取 搜索

▲通知卡樣本（紙製）

自10月1日開始實施
幼兒教育・保育免費

使用設施・事業 對象（在園兒童）
保育必要性的認定

（※1）
新手續

無償化上限額
（月額）

認可保育院、認定兒童園（保育用）、
地區型保育事業

3～5歲班 有 無 全額

市民稅非課稅家庭0～2歲班 有 無 全額

設施型補助幼兒園、
認定兒童園（教育用）

教育時間 滿3歲（※2）～5歲班 無 無 全額
托兒保育 3～5歲班 有 有 11,300日圓（※3）

私學資助幼兒園
教育時間 滿3歲（※2）～5歲班 無 有 25,700日圓
托兒保育 3～5歲班 有 有 11,300日圓（※3）

提交申請未經認可的保育設施、一時性保育等
未利用保育園等的3～5歲班 有 有 37,000日圓

未利用保育園等
市民稅非課稅家庭的0～2歲班

有 有 42,000日圓

殘疾儿幼儿园设施等 3～5歲班 無 無 全額
※1　家長有工作等需要保育時，由市對保育必要性進行認定。
※2　滿3歲：自滿3歲之日開始到最初的3月31日為止
※3　平均每天的上限額為450日圓。

聯絡地址 幼兒教育・保育無償化專用熱線　電話：045-840-6064　傳真：045-840-1132　每天8點～ 20點

横浜市 無償化 搜索

對象

　　請您確認各設施的利用條件，提出必要的申請資料。
【提交單位】幼兒園・認定兒童園：提交給各園　認可外保育設施等：提交給居住區的區役所兒童家庭支援課
【提交期限】自10月份開始實施幼兒教育與保育免費，因此9月前的申請，需要取得保育必要性認定。提出期限各園・各區有所不同，請您

特別注意。

手續等

　　關於手續及制度的詳細內容，保育的必要性認定相關基準等，請您在網頁上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