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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基本计划（长期展望） 

 

前言 

  横滨自 1859 年（安政 6 年）开放港口以来，作为日本现代化的窗口日益繁荣，国内外众

多富有进取精神的人士也聚集在此，他们中有的满怀着希望和理想为建设新城市添砖加瓦，

还有的则作为日本人的先驱，带着日本的传统文化从横滨出发远渡重洋。 

  从昭和 30 年代到 40 年代，我国的经济有了大幅度增长。在产业向都市集中的过程中，

横滨市人口急剧增加，导致横滨面临类似公害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新的城市问题。 

  在这一城市化浪潮中，我市于 1973 年（昭和 48 年）制定了《横滨市基本计划（原计划）》。

在此后约 30 年的时间里，通过每一市民、各团体、企业和各行政部门等的一致努力，将横滨

建设成了像今天这样的大都市。 

  当前，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低出生率和高龄化等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人口减

少的时期。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正迎来一个很大的转换期，广大

市民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也在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正视严酷的现实并对当今时代有一个正确的共同认识，从而

创造出一个所有人都能满怀希望生活的新结构。 

  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了这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城市。2009 年（平成 21 年）正值横滨开放港

口 150 周年、市政 120 周年，我们必须以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创造出横滨新的魅力和活力，

在不断向世界传播的同时，为建设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展望未来约 20 年的时间（到 2025 年左右为止），我们制定了新的《横滨市基本计

划（长期展望）》，此基本计划将成为所有支持横滨之人士共同钻研课题时的基本方针。 

  《横滨市基本计划（长期展望）》给在地方自治法中规定的横滨市《基本计划》作了定位，

同时也是我们进行市政管理时的基本理念。 

           2006 年 6 月 23 日（平成 18 年 6 月 23 日） 横滨市市长 中田 宏 

 

 

1. 横滨的城市形象 

  “以市民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具有‘横滨特色’的城市” 

  横滨将继续以和平与尊重人权为基本方针，始终铭记作为和世界联系的窗口在历史上所

发挥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智慧和活力，成为市民能愉快生活的、充满魅力的城市。 

  此外，无论年龄、性别、国籍如何以及是否有残疾，横滨市都将尊重其不同的个性，并

使市民能在地区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市民的意识和行动，是创造横滨未来的关键因素。在创造新的“横滨特色”并将其向世

界传播的过程中，横滨将继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魅力和活力。 

  

(1) 市民的力量（市民的生命力和智慧的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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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多样的人才和活跃的市民活动既是横滨的特征，又是横滨最大的活力源泉。

市民营生时，虽在其所在地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将最大限度发挥具有“横

滨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市民力量，努力解决所发生的问题。 

  此外，不同年龄的人们互相帮助，携手合作，进一步推动灵活而富有崭新构思的

地区建设，把横滨建设成一个能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下，过上充实生活的城市。 

  为此，每个市民都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责任感，通过主动参与地区和社会活动、

集中智慧、开展行动，不断创造出能使人愉快生活的城市魅力和活力。 

 

(2) 创造力（发挥地区的魅力和创造性） 

  横滨的特征和最大的魅力，除了丰富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历史性建筑和现代化

都市景观之外，还在于她具有对不同的文化和人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和开放性，以及不

断引进新技术和新文化的积极进取风尚。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为了发挥横滨在

世界上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满怀自豪地向世界传播横滨独有的魅力——“横滨特色”。 

  从国内外吸引人才、企业和国际机构等来落户，通过融和他们的智慧和文化，创

造出新的魅力，并培养能在世界舞台上施展才华的人才，从而把横滨建设成一个朝气

蓬勃、富有创造性的城市。 

 

2. 维护横滨形象的五大支柱 

(1) 世界上各种智慧凝聚和交汇的城市 

  横滨自开放港口以来，从国内外聚集了众多满怀热情、才华横溢的人才，在始终领先于时

代的同时，孕育了作为国际港口都市的新魅力和活力。 

  如今智慧财产和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向国内外知识和人才提供大量聚集场所的同时，

在社会上应热情关怀肩负着重大使命的下一代。横滨将在充实的教育环境下，把儿童们培养

成将来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人才。 

  在聚集了众多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横滨，我们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拥有多种文化和

技术的人们进行交流和互相切磋，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和先进技术，并通过传播这一富有特

色的城市创造性，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世界知识和智慧的宝库。 

  

(2) 开拓新的活跃场所、创造活力的城市 

  横滨凭借其布局条件和作为港口等有利条件，新创了各种顺应时代潮流的产业，并在将

其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城市的活力。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各城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

横滨通过创造新的商机和企业活动，从国内外大量引进企业投资，为众多的人才提供了活跃

的舞台。 

  通过由高度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而产生的城市创造能力，以及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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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人才和企业都朝气蓬勃、且充满生命力的城市。 

 

(3) 多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生活舒适的城市 

  由于商业和产业等都集中在东京，住宅区的范围也相应迅速扩大。在集中产业的过程中，

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市中心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来到横滨，并在这里生活就业，横滨

也由此成了一个大城市。 

  在工作方式变得多样化的同时，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们应实现以个人的价值观念为基础、能边工作边在地区和家庭中享受身心富裕生活、同时

老年人和妇女都能健康愉快生活的生活方式。 

  此外，通过市民自发进行的、与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等地区特点相称的城市建设，努力

把横滨建设成为具有丰富生活环境、易过上舒适生活的城市。 

 

(4) 由市民的智慧建成的环境化城市 

  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我们始终影响着地球环境，因此要求我们进行任何行动时都应时

常注意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搞好环保工作。 

  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日益深刻，我们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开始积极地保护环境，并创造出

高质量的环境。如此通过不断的积累，我们将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发挥作用。 

  在从世界各地广泛收集关于环境的信息和技术并网罗人才等交流的过程中将产生新的环

境技术和新的收获。同时，通过向世界传播实现了环境和经济良好循环的城市形象，努力把

横滨建设成为具有优良环境的港口。 

 

(5) 能永远安心生活的安全、安心的城市 

  为能安心生活，我们有必要消除灾害、犯罪和疾病等不安因素。 

  低出生率、高龄化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地区社会发生变化。但是，只要生活

在那里的人们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帮助，安全、安心的生活就将得到保障。 

  通过集结每一个人的智慧和行动能力，形成布满安全网的社会结构，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

永远身心富裕的城市。 

 

3. 目标所向及为此所需作的努力 

 

(1) 与拥有多样化文化的人们共存 

  横滨要继续发挥其作为通往世界的桥梁作用，重要的是必须涌现出大量能活跃在世界

各地的人才，与此同时，必须聚集拥有多样化文化的人士，把横滨建设成一个生活中充满

生气的城市。 

 

a. 培养理解日本及横滨的历史、文化，能与世界各地人士进行交流的国际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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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不分国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且多种文化共存的城市。 

c. 运用横滨的技术力量和市民所拥有的各种力量，把重点放在与亚州的交流及贡献方面。

同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城市的合作，继续发挥联系亚州和世界的桥梁作用。 

 

(2) 通过充实的学习，渡过丰富多彩的人生 

  在每个人展望未来，并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同时，为了培养能活跃在国内外的人才，重

要的是向从儿童到老人的所有市民提供终生都有学习各种技能的机会。  

 

a.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适应不同个性和需求充分进行学习、同时具备完善的能重新挑

战的教育体系、且教育内容充实的城市。 

b.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学校、家庭和地区紧密合作，在共同培养人才的同时，支援青少

年自立的城市。 

c.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培养维护地区建设的人才、在解决地区的问题时能发挥技术力

量和能力的城市。 

 

(3) 热情关怀儿童、促使他们茁壮成长 

  担负着下一代重任之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建设对未来充满希望之城市的关键所在。在

生活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为了把横滨建设成无论谁都能舒适地生活、且儿童们能够茁壮成

长的城市，整个社会必须共同分享儿童们成长的喜悦并给予热情的关怀。 

 

a. 通过整个社会支援对儿童的教育，消除教育儿童过程中各种不安和负担，实现既能与

儿童共同享有理想又宽裕的生活。 

b.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拥有教育儿童的良好居住环境、能提供使儿童轻松愉快地玩耍和学

习的安全地区以及家长与孩子的团圆之处、同时又拥有充实的医疗设施、能彻底消除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障碍、生活环境齐全的城市。 

c. 建设一个在青少年积极参与地区活动的同时，各世代之间互相帮助、联手合作支援教

育儿童的地区社会。 

 

(4) 创造横滨独有的魅力，提高城市活力 

  为了继续提高横滨的活力，重要的是必须通过活跃的文化艺术活动并集中众多的国际

机构，聚集各界人士，并进行交流，从而创造出横滨独有的魅力和可能性。 

 

a. 有效地利用横滨的布局条件，建设一个机场、港口、道路和铁路相互联接的城市。在

集结有活力产业的同时，积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业，并利用观光资源等，努力把横

滨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 

b. 为了提高作为横滨活力的源泉——港口的魅力，在强化对亚州及世界作出贡献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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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同时，应努力完善其作为使人与大海亲近的休闲场所的功能。 

c. 在积极进行环保型企业活动、技术开发和消费的同时，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与丰富

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活动长期共存的城市。 

d. 促使给横滨提供食物的农业和城市生活并存，在积极推进周围有大量消费者的当地生

产、当地消费策略的同时，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拥有能大量生产安全新鲜农作物的城

市农业之城市。 

 

(5) 通过活跃的信息交流，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自由地发送和接收信息。

我们必须通过构筑任何人都能自由简单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从而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a. 创造发挥横滨智慧和创造力的先驱性信息，并不断向世界发送。 

b. 与世界上各界人士进行活泼的信息交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构思、技术和商机等。 

c. 积极有效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将其与地区社会中各种协议形成、防灾、防盗等问题

的解决、方便性和提高效率联系起来。 

d. 在正确管理个人信息的同时，应掌握能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知识、技术和礼节，积极进

行信息交流。 

 

(6) 发挥个性，创造人人有工作的社会 

  为了满怀希望积极向上地生活，必须充分认识“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实现一个工

作欲望和努力能受到回报的社会。 

 

a.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不论是何年龄、性别、国籍，不论是否有残疾，都能够根据个性

和能力选择多样的职业和工作方式的城市。 

b. 创造即使因教育子女和护理等而使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也能选择继续工作的灵活工作

环境。 

c. 在掌握提高知识和技能的机会非常多的情况下，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发挥每个人的

能力，敢于挑战，并且大家都声援挑战者的城市。 

 

(7) 建设既舒适又适宜生活的城市 

  在高龄化社会和人口趋于减少的社会中，为了使所有人都能舒适地生活，重要的是能

在一个适应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地区特点的居住环境中生活，并能在周围开展各种活动。 

 

a.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适应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地区特点、同时具有高品位的居住环

境和高效率的交通体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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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所有人都易于工作的就业场所和居住场所，同时在车站付近集结

娱乐、学习和休息场所等的紧凑化的城市。 

c. 在反映历史性建筑物、水、绿色和文化等地区特点的同时，保护城市景观，居民自己

也应积极开展城市建设。 

 

(8) 把地球环保型城市环境传给下一代 

  为了创造地球环保型的高品位城市环境，并把它传给下一代，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注

重环境问题，在采取相应行动的同时，各主体必须协同作出努力。 

 

a. 抑制废弃物的产生，推动再使用和再生利用，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循环

型社会。 

b. 对于热岛现象和地球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应进一步采取节省能源的措施，推动减少

环境负荷新能源的普及、开发和利用。  

c.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除大海、河流、绿地和公园等水资源和绿色环境之外，周围生息

有多种生物、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且富有情趣的城市。 

d. 在认识到农田是进行农业生产场所的同时，也应把农田作为防止灾害、保护景观和学

习的场所，并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来进行多方面的有效利用。 

 

(9) 创造使人想长期居住的魅力 

  为了使人们都想居住在横滨，有必要在各自的生活中，建设使其想长期居住、生活满

足程度高的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出能吸引年轻人的东西，在保持城市活力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a. 热情欢迎新来横滨居住的人们，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能使他们作为本地区的一员发挥

作用的城市。 

b.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即使因就职或就学等使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也能够实现自我、过

上充实的生活，并能长期居住的城市。 

c. 推进有选择多种工作机会的就业环境、适应各种生活方式的居住环境、充满乐趣、对

年轻人和有儿童的家庭富有魅力的地区建设。 

d.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通过世代之间的交流和市民活动等，使地区内的人们互相支持，

残疾人和老年人也能在地区中愉快生活的城市。 

 

(10)过宽裕和安心的生活 

  不光是残疾人和老年人，为了使任何人都能在地区内安心地生活下去，必须确保永久

性的安全感和安心感，并实现能宽裕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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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努力把横滨建设成为尊重个人尊严、福利和医疗设施完备、残疾人和老年人行动方便、

任何人都容易生活的城市。  

b. 在作好急救医疗和健康危机管理的同时，整个社会应支援各自的身心健康管理，使大

家都能健康安心地生活。 

c. 以建设在充实灾害发生时各种避难和救援措施、防止犯罪发生等方面，都拥有齐全的、

令市民感到安全、安心之功能的地区为目标。 

 

4. 为达到目的而应有的基本态度 

 

  在人口减少的社会中，低出生率、高龄化和社会经济全球化等现象的发展，将产生新的

行政需要，并使经营资源受到限制。 

  为了灵活应付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实现城市应有的形象，必须有效利用有限的经营资

源，并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作为横滨的基础的市民和行政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在齐心协力创造

城市魅力和活力的同时，实现能够安心愉快生活的社会。 

 

(1) 发挥市民的力量（创造新的公共事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市民和行政机构难以单独应对的新课题有所增加，为了解

决这些课题，有必要作出各种灵活多样的努力。 

  在横滨，聚集着各种丰富的人才，同时开展着各种活跃的市民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

这些丰富的市民力量，在互相帮助、自己也主动作出努力的同时，市民和行政机构都应相

互理解和尊重，互相协作进行努力。 

 

a. 以市民为主体的努力 

  以自食其力为基本原则，各世代之间应互相帮助，保持密切合作，以市民为主体自主

地集结智慧和行动，并作出努力。 

(a) 主动参与地区和社会活动，发挥所有的力量。 

(b) 自治会、街道居民会和市民公益活动团体等，都应发挥各自的特点，互相取长补

短，形成能解决地区问题的地区社会。 

(c) 尊重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所进行的地区活动，培育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文化。 

 

b. 通过合作进行努力 

  市民和行政机构应互相发挥特性，进行协作并努力解决地区问题和社会问题，针对不

同需求，一一予以处理，以提高市民生活的质量。 

(a) 市民和行政机构应站在同等的立场上，共享活动目的和课题等信息，加深相互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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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地区的特点，市民、企业和行政机构等维护地区的各主体应开展讨论，边达

成一致，边应对所面临的问题。 

(c) 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在适合于合作的领域灵活地进行努力。 

 

(2) 行政的作用（以自主的和分权的地方自治为目标） 

  在地方分权的潮流中，为了传播丰富多彩的“横滨特色”，创造出横滨新的魅力和活

力，在与市民协力进行“自治”和“经营”的同时，必须以致力于行政财政改革、进行能

长期维持的行政财政管理、市民满意程度较高、具有自主、自律的大都市管理为目标。 

 

a. 为了让市民能主动地参与地区和社会的活动，在更多地提供信息的同时，应完善

支援市民活动的结构。 

b. 为了能迅速、准确地应对地区内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应完善支援地区社会的

结构和体制。 

c. 应与其它自治体保持密切合作，从而应付防灾和环境问题等超越横滨市范围的广

域性课题。 

d. 应客观准确地掌握并分析地区的需求，提高形成自主性政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