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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国际交流处将搬迁至中区役所分馆
随着中区政府大楼一体化建设完工，中区国际交流处将搬迁至中区役所分馆。同时，中区民活动中心
及福祉保健課（福祉保健课）、生活衛生課（生活卫生课）
、健診・予防接種センター（体检、预防接种中
心）也同时搬迁。交流处与区役所各部门一体化，为在日外国人提供很大的便利。

○搬迁处为中区役所主馆旁
因改建施工搬迁到関内站前 CERTE 6 楼的中区国际交
流处・中区民活动中心将搬回到中区役所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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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福 祉保健課、生活衛生課、健診・予防
接種センター也搬迁到中区役所分馆。

○改建后重启时间为 3 月 18 日
（星期三）AM10:00

从 3 月起依次搬迁，请注意各部门的搬迁日期有所不同。

★举办改建后重启纪念活动！
（1 尤克里里琴表演及手工制作摊位等）
3 月 22 日（星期一）12:00~15:00
注意！因 3 月 13 日（星期五）至 17 日（星期二）进行
搬迁相关工作，交流处与区民活动中心休息。

搬迁日和楼层地图

中区役所分馆
中区役所別館

中区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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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00 （星期二、六至20:00为止）
●第3个星期日休息 ●中区役所分馆1楼 电话：045-210-0667
●Email:nakalounge@yoke.or.jp
＊可使用英文、中文、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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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城市报（春夏秋冬）
下次发行日期 7 月 1 日（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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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地点
中区内的JR线、市营地下铁、京急线、みなとみらい线各站内的横滨
市PR角及区役所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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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网页阅读
中区役所发行的多语种报纸也可以在多语种网页上阅读。

福祉保健課
3月23日（星期一）
411 412 生活衛生課
窗口编号 5月7日（星期四）
401 402

体检·咨询楼层
5月7日（星期四）
（原体检、预防接种中心）
X光检查、饮食生活健康咨询、癌症检查、
艾滋病检查等

体检·咨询楼层
5月7日（星期四）
（原体检、预防接种中心）

福祉保健課
健康饮食生活的咨商及结核、
传染病等的咨询、癌症检查等、
艾 滋 病 检 查、 预 防 接 种、 民
生委员、儿童委员的相关业务、
中区地域福祉保健计划“中区
好极了！”。

生活衛生課
生活卫生课办理餐饮店、药房、
理发美容店、宠物狗的登记等
事项。

体检·咨询楼层
婴幼儿体检、结核、癌症检查、
艾滋病检查等的场所。

婴幼儿体检、等

中区国际交流处
中区民活动中心
3月18日（星期四）

中区国际交流处
您在这里可以获取与日常生活
相关的各种信息，增进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另外还举
办日语学习班。

●挥毫题字 ：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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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版 生活中有用的行政服务、咨询机构
・在区役所的窗口办理手续时，可接受中文翻译服务（8 ：45 ～ 15 ：45）
。其它机
构如没有写明语种则只能使用日语。
・◆→各部门窗口备有中文说明资料和手册。
・用手机打电话时按「045」后再按各电话号码。

医疗·健康

紧急情况时
因火灾、受伤、急病需叫叫救护车时
遭遇交通事故、盗窃、突发事件时

119
110

星 期 天 或 节日
患急病时

中区休息日急病诊疗所
电话 ：622-6372
内科・小儿科 10:00 ～ 16:00
（中区本牧町 2-353/ 市巴士「本牧２丁目」下车）

夜 晚 得了急 病
时

横滨市夜間急病中心
电话 ：212-3535
内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 毎天 20:00 ～ 24:00
（中区桜木町 1-1 健康福祉综合中心内 / 桜木町站旁）

日本居住需办理的手续

在留手续

在留资格・
关于出入国
手续的咨询
（可使用中文）

（☆）的业务从 3/23（星期一）起
（★）的业务从 5/7（星期四）起
搬迁到中区役所分馆。参阅 P1

东京入国管理局横滨支局
电话 ：0570-013-904
（外国人居留综合信息中心 / 可使用中文等多种语言）
居留卡、在留资格的更新·变更、资格外活动、再入国许可
手续等。
（金沢区鳥浜町 10-7/JR 新杉田站乘坐市巴士 61 路「入国管
理局前」下车）

癌 症 检 查、 艾
滋病检查等

在医院或体检·预防接种中心（★）
检查

区役所５楼
健康づくり系（☆）

电话 ：224-8332

怀孕·生孩子时

YOKE 信息・咨询服务台
电话 ：222-1209
第１个星期四 13 ：00 ～ 16 ：00 ＊需要预约
（西区みなとみらい 1-1 Pacifico 横滨 横滨国际合作中心５楼 /
みなとみらい站下车）
南市民活动・多文化共生交流处
电话 ：242-0888
第 3 个星期四 13 ：30 ～ 15 ：30 ＊需要 1 星期前预约
（南区浦舟町 3-46 浦舟復合福祉施設 10 楼 / 阪東橋站・巴士
站浦舟町下车即到）
神奈川县行政书士会的免费电话咨询
电话 ：227-5560 星期五 13 ：30 ～ 16 ：30

母子健康手帳
◆

婴幼儿体检◆
（参阅 P4）

为了母子的健康管理请在窗口领
取。 需要居留卡等本人证件。附
有孕妇体检补助券等。
体 检 对 象为 4 个月、1 岁 6 个月、
3 岁的婴幼儿。详情 请看邮寄的
体检日通知（中文版）。体检地点
为体检·预防接种中心（★）。

区役所５楼
こども家庭系
电话 ：224-8171

儿童津贴◆

向抚养初中 3 年级以下儿童者发
电话 ：224-8172
放。根据收入发放金额会有所不同。

预防接种◆

区役所５楼
带上预诊券（向符合接种年龄者
健康づくり系（☆）

邮寄）和母子健康手册在医院接种。
电话 ：224-8332

幼儿医疗费
补助

参加健康保险的 0 岁婴儿可免费
看病。对小学入学前的幼儿有补
助。需要办理医疗证手续。

区役所 2 楼办理的主要申报和手续
市内搬家后 14 天以内在新居住地区役所
居民登录
办理手续。迁往市外或国外时提交迁出
（迁入・迁出申报）
申报。需要居留卡等。

区役所２楼
登録担当
电话 ：224-8298

开具
住 民 票 の 写し
时

需要居留卡等。代理人还需要委任状。

区役所１楼
戸籍课証明発行
窗口

印章登录

登录购买汽车及住房合同等需要按捺的
印章（正式印章）
。
代理人还需要委任状。

区役所２楼
登録担当
电话 ：224-8295

需要印章登录证（卡）

区役所１楼
戸籍课証明
発行窗口

开具 印 章 证 明
时

出 生・ 婚 姻・
需要办理居住手续和向大使馆申报
离婚・
死亡申报

区役所２楼
戸籍担当
电话 ：224-8291

特別永住者
证明书

更换外国人登录证（参阅 P4）
、有効期
的更新手续和补发申请在此窗口。

区役所２楼
登録担当
电话 ：224-8298

国民 健 康 保 险
的 参 保和 补助
金◆

在日本居住 1 年以上者须参加健康保险。
区役所２楼
工作单位没有健康保险者参加国民健康
保険系
保险。医院看病时付费会便宜，生孩子
电话 ：224-8315
时等可领取补助金。

参加国民年金

在日本居住的 20 ～ 60 岁未满者须参加国
区役所２楼
民年金（工作单位参加年金者除外）
。年
国民年金系
金自 65 岁（符合一定的条件时）起可以
电话 ：224-8311
领取。回国者有可能可以领取年金退保费。

区役所２楼
保険系
电话 ：224-8315

有关孩子
保育所◆

可寄放父母因工作等白天无法照
看的孩子。毎年 10 月前后受理下
一年 4 月的入所申请，如有名额 5
月以后也可以入所。

区役所５楼
こども家庭系
电话：224-8171 电话：
224-8175

中小学的
入学手续

横滨市立中小学的入学・转校手
续 在 此窗口办理。4 月起 达 到小
学入学年龄的孩子会在上一年 9
月初收到入学指南。

区役所２楼
登録担当
电话 ：224-8295

放課後
キッズクラブ・
放課後
児童クラブ

设在小学内的小学生放课后可以
安全玩乐的场所。在上学的学校
办理申请。还有不分学区都可使
用的“学童保育”。

区役所６楼
文化・スポーツ・
青少年等担当
电话 ：224-8137

向孩子在市内的中小学上学且经
济困难者援助学习用品费和伙食
费等。

在上学的中小学

就学援助
（参阅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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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教育
咨询
（可使用中文）

福祉

YOKE 信息・咨询服务台
电话 ：222-1209
第 2 个星期六（可使用中文）
10 ：00 ～ 12 ：30/ 需要预约
（西区みなとみらい 1-1 Pacifico 横滨 横滨国际合作中心５楼 /
みなとみらい站下车）
南市民活动・多文化共生交流处
电话 ：242-0888
第 4 的星期四 13 ：30 ～ 15 ：30/ 需要 1 星期前预约
（南区 3-46 浦舟町浦舟综合福祉设施 10 楼 /
阪东桥站・巴士站浦舟町下车即到）

儿童抚养津贴

向因离婚等抚养 18 岁以下孩子
的单亲家庭发放。有收入限制。

区役所５楼
こども家庭系
电话 ：224-8171

生活保护

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资产无法支
付生活费和医疗费时请咨询。

区役所 3 楼
保護担当
电话 ：224-8246

老年人和残
疾人的生活·
健康咨询

有各种福祉服务。需要护理时，
还可以享受介護保険的服务。

区役所 5 楼
高齢・障害系
电话 ：224-8161

税金
区役所４楼
市民税担当
电话 ：224-8191

市・县民税
的申报

对以１月１日为基准日的去年 1 年
的 所 得 进 行 征 税。 没 有通 过 公
司缴纳市・县民税的人需要申报。
如无收入则申报「无」
。

市・县民税
的缴纳

工资先行扣除以外者须根据 6 月
区役所４楼
上旬发送的纳税通知书于 6 月・8
月・10 月・次年 1 月去银行、邮局、 収納担当
电话 ：224-8225
便利店等缴纳。也可以银行账户
转账。

开具纳税
证明书、
课税证明书时

需要居留卡等本人证件。代理人
需要委任状和代理人的本人证件。
＊没 有申报市・县民税者不能开
具证明。

垃圾的分类与丢弃方法
横滨市实施垃圾分类收集。请按照以下方法放入可看清的半
透明垃圾袋里，在收集日早晨 8 点前丢弃在各地区规定的堆放场所。
我们还将发送垃圾分类说明手册（有中文等 9 种语言版）。
●可燃垃圾（厨房垃圾等）/ 不可燃垃圾（玻璃、荧光灯等）/
干电池 / 喷雾罐 每周 2 次 ＊分别装入垃圾袋
●有玻璃制容器包装标志物 每周 1 次
●罐、瓶、饮料瓶 每周 1 次
●废纸 每周 1 次
＊废纸、废布采用资源集体回收。回收日请参阅张贴告示。
＊大件垃圾 ( 家具等・收费 ) 用日语打电话向大件垃受理中心申请
电话 ：0570-200-530（用手机打时 电话 ：045-330-3953）
星期一～星期六 8:30 ～ 17:00
＜区役所６楼 64 資源化推進担当 电话 ：224-8140 ＞

区役所４楼
税証明発行窗口

～网上查阅垃圾的分类～
Mictionary 有中文版

工作
工作介绍

公共职业安定所横滨外国人雇用服务处
电话 ：663-8609
＊中文接待（星期二 9:00 ～ 12:00、13 ：00 ～ 16 ：00）
（中区本町 3-30/ 馬車道站下车）

在电脑和智能手机上输入垃圾名称
可知道垃圾分类的搜索系统

自行车、摩托车不要在路上违规停放

劳 动 条 件、 工 神奈川劳动中心劳动咨询处电话 ：662-1103
资 纠 纷、 工 伤 ＊中文接待（星期五 13 ：00 ～ 16 ：00）
（中区寿町 1-4 L 广场２楼 / 石川町站北口）
的咨询

开办餐饮店时

需要营业许可和食品卫生责任
人的资格。

在车道或人行道上违规停放自行车或摩托车会妨碍交通，阻
碍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通行，因此将随时采取撤除措施。提取需要
手续费（自行车 1,500 日元、摩托车 3,000 日元）。车站附近有自行
车停车场。
＜区役所６楼 64 地域活動担当 电话 ：224-8132 ＞

健診・予防接種センター
3楼
食品衛生系（★）
电话 ：224-8337

请勿走路吸烟。
横滨市所有区域禁止乱扔烟头。関内・桜木町
站周边地区还是禁止吸烟地区。美化推进员将
进行巡视，在此地区吸烟、乱扔烟头将被罚款
2,000 日元。
＜資源循環局業務课 电话 ：671-2556 ＞

住房·宠物
需符合申请条件。
招募时可在区役所 1 楼的総合案内处索取招募资料。

市营・
县营住宅的
申请


关于外国人
寻找住房的
咨询

养宠物狗时

市营住宅（４・１０月）→
住宅供給公社
电话 ：451-7777
县营住宅（５・11 月）→
土地建物保全協会
电话 ：201-3673

中区役所
中区日本大通 35（地图请参阅 P1）
时间 ：平日 8:45 ～ 17:15
中国的吉祥物
swingy
第 2・4 星期六 9:00 ～ 12:00
（仅有住民登录、国民健康保险、母子健康手帳的领取等一部
分业务）
＊健診・予防接種センター在中区山下町 116
（业务自 5/7 起搬迁到中区役所分馆。参阅 P1）

外国人住房支援中心
电话 ：228-1752
介绍不动产店，进行住房纠纷咨询，帮助填写、翻译公营住
宅申请书等。 ※ 请事先询问
中文 / 星期三 10 ：00 ～ 17 ：00
（中区常盤町 1-7 横滨ＹＭＣＡ 2 楼 / 関内站南口）

办理登录及每年 1 次的狂犬病
预防注射。

想知道中文生活信息时

健診・予防接種センター
3楼
環境衛生系（★）
电话 ：224-8339

⇒ 中区国际交流处（请参阅 P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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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回答为日语。
●在在横滨市的网页上，每个月都有用多种语言发布的「広報よこはま」（横滨信息报）的节选版。另外，横
滨市的网页也可通过机器翻译中文，请点击首页（www.city.yokohama.lg.jp）上方的语言名称。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的租户招募

对于拥有中小学生、经济上有困难的
人〜就学援助制度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是房租比较便宜的
公营住宅。招募期间中在区役所 1 楼综
对于孩子在横滨市立中小学上学且经济困
合指南等处发放带申请书的「募集のし
难者援助学习用品费、修学旅行费、学校
（招募指南（日语））。里
伙食费等。 领取援助有收入限制等条件。 おり（日本語）」
面有招募的住房情况及申请条件等内容。
请阅读通过学校送交的「就学援助制度の
お知らせ」
●市营住宅 预定 4 月招募⇒
（就学援助制度的通知）
。请向
横滨市住宅供给公社市营住宅课
学校提交其中的申请书等进行申请。另外 ,
电话 ：045-451-7777
还向有外国籍孩子就读市内的外国人学校
（初级、中级部）且经济困难者提供的援助。 ●县营住宅 预定 5 月招募⇒
神奈川县土地建筑物保全协会
详情请向孩子就读的学校询问。
公营住宅课
迁入中区后想让孩子编入横滨市立
电话 ：045-201-3673
中小学者
*读不懂招募指南及不能用日文填写申
请书者请联系神奈川外国人住房支援
我们将进行学校说明会。想让自己的孩
中心获得帮助。
子就 读日本学校的各 位外国朋友一定
电话 ：045-228-1752
会对日本的学校有不明白或者担心之处。
日本的学校确实与各个国家的学校有许
您家里的婴幼儿有接受婴幼儿体
多不同。中区国际交流处懂中文、英语
检吗 ?
的工作人员将进行入学指导 , 对日本学校
啊！
与各个国家学校的不同进行说明并回答
婴幼儿体检是检查
很 顺利
大家的提问。
婴幼儿各成长阶段
时间 3 月 2 日（星期一）至 3 月 31 日
的发育状况的重要
（星期二）的工作日 10:00~17:00
体检。这里还可以
★以上期间在区役所办理迁入手续后 ,
进行育儿咨询。为
对想参加者进行学校说明会。不需要预约。 了您可以放心地进
地点 中区役所 6 楼 65 号窗口
行体检 , 我们安排了中文翻译。
●体检内容 身高、体重的测量、医生
地域振興課（地域振兴课）
电话 ：045-210-0667
检查孩子的发育状况。1 岁 6 个月、3 岁
（可使用英文、中文）
的体检检查蛀齿情况。时间约 60 分~90 分。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2 窗口
（中文）
8:45 〜15:45 （英文）10:00～17:00

不出去走走吗

●体检时期及通知 4 个月、1 岁 6 个月、
3 岁时接受体检。体检日根据生日而定。
体检日临近时 , 我们将根据国籍寄送英
文或中文说明资料。请按照资料上的时
间前往中区健診・予防接種センター（中
区体检·预防接种中心）
（5 月以后在中
区役所分馆）。
* 如果在指定日不能接受体验 , 请向区役
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儿童家庭支援课）
（中
联系。<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电话 ：045224-817.>

外国人登录证的更换办完了吗 ?
因外国人登录法的废除 , 需要在 2015 年
7 月之前更换持有的外国人登录证。以
下斜体字者为本次更换对象。
居住资格

更换期限

申请地点
东京入国管理局
永住者 2015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横滨支局（参阅 P2）
下次确认日为
2015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之前者至
中区役所戸籍課
特別 2015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中区役所户籍课）
永住者 为止
22 号窗口
其他人至下次确认日为止
不到 16 岁者为 16 岁生
日的 6 个月前至生日为止

有效期到期前窗口会拥挤 , 建议您尽早
办理。
详情请参阅以下网页。
http://www.immi-moj.go.jp/
newimmiact_1/zh-CN/point_3-4.html

帮助介绍区役所业务、窗口的翻译、在开具各种证明时填写申请表等。
对于用日语办理手续感到不便的人，可向这里的此服务员求助。

探寻横滨与生丝互相交错的历史，
重新发现彼此的新魅力！
①旧横滨生丝检查所

横滨与生丝的密切关系

现在的横滨第 2 综合政府楼是利

横滨自 1859 年开港以来，一直作为出口港繁荣兴旺。 用进行出口生丝检查的旧横滨生丝
横滨第 2 综合政府楼的外观
开港当初日本的主要出口品是生丝，横滨港是最大的出 检查所的建筑物建造的。
口港。生丝从世界遗产富冈制丝厂的所在地群马县等关
②生丝贸易商・中居屋重兵店铺原址
东各地运到横滨港，这条道路被称作「絹の道」
（绢之道）
。
中居屋重兵衛是开港当初经营生丝的横滨最富有的商人。
以前大宅地的地方现在建起了石碑，向游客介绍当时的
开港的舞台中区内有各种与生丝有关的设施、石碑等。您
情况。
可以在中区各处探寻、缅怀当时的情景。
描述当时情况的石碑

横滨红砖仓库

③丝绸大街

大码头

象之鼻公园

横滨第二
综合政府楼

马车道

①

山下公园
横滨海关

④

海岸大街

横滨开港资料馆
神奈川县政府
马车道站

中居屋重兵卫②
店原址

横滨市开港
纪念会馆

③

丝绸大街
中区役所

下一期预定在2015年7月1日发行

④丝绸博物馆

丝绸博物馆

开港广场
横滨海岸教会

日本大通站
日本大街

马车道

神奈川县立
历史博物馆

本町大街

丝绸大街上从事生丝贸易的外国商馆鳞次栉比。
照片是商馆之一德洛罗商会原址上的当时建筑物
墙的一部分。
当时的德洛罗商会的
建筑物一部分

这是一家在横滨为数不多的丝绸专门博物馆。您
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养蚕、制丝、机织的过程以
及生丝与横滨的历史等。博物馆的原址是曾经
拥有最多达 70% 横滨贸易额的英国的「Jardine
Matheson 商会」
。
有丝绸相关的各种展览。 ＜ 9 ：00 〜 16 ：00 开放 星期一休息
普通票 500 日元 电话 ：045-641-0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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