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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市民税・县民税 

      第 2 期  9 月 7 日  （周一） 

    ●介护保险金 

      第 3 期  9 月 25 日 （周五） 

●下水道事业受益者负担金 

      第 2 期  9 月 25 日 （周五）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4 期  9 月 30 日 （周三）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 

      第 2期  9月 30日 （周三） 

●国民年金保险金 

      8 月份儿 9 月 30 日 （周三）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到平成 27 年 8 月 1 日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量。 

（ ）内为与去年同月相比的数据。 

    男  性：347,525 人 

            (-1,705 人) 

    女  性：365,826 人 

(-1,690 人) 

共  计：713,351 人 

           (-3,395 人) 

家庭数：308,810 户 

        (+2,291)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5 年 9 月  中文版 第 64 期 

 

 

 

 

 

“静冈人”是英文版静冈市资讯月刊“Shizuoka Jin”的中文版。其内容主要来自静冈市生活资讯报刊“静岡気

分”。本刊旨为生活在静冈的中国人及学习使用中文的人们提供静冈的各种生活信息。 

国势调查 2015/骑自

行车时也要遵守交通

规则并安全行驶/在社

会保障・税・灾害对策

等各种场面即将开始

个人编号制度/街头艺

术世界杯 in静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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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势调查呼叫中心（只限日语） 

(8/24 日～10/31 日 
每天 8:00～21:00) 

电话 0570-07-2015（导航号码） 
IP 电话・PHS 时，03-4330-2015 

●2015 年的国势调查即将开始了 
    国势调查是日本政府以全体人员及家庭为对象实施的统计调查。 
    从 9 月 10日（周四）开始，国势调查员将访问每个家庭，发放「利用互
联网回答向导」。从 9月 26日（周六）开始，将给没有在互联网上回答的家庭，
发放调查表。 
    国势调查员，在胸前上挂着调查员证，胳膊上戴着袖章。 
    调查员备有对应 27 种语言的「外语联络表」访问各家庭，请用手指等清
楚的指明您所能够理解的外语。 
    并且，根据统计法不会使用在税金等目的以外，所以请放心回答。 
◆调查员访问时：① 请告知您所能够理解的语言。 
（不懂日语时）② 请告知您需要几份调查表。（1张可以填写 4名） 

        ③ 调查员改日将『调查票的对译』与『调查票的填写方法 
对译』送到。 

◆回答方式：在网上回答或提交调查表  
            ※可以在网上回答的外语只限英语。 
◆回答期限：网上回答至 9月 20日（周日）， 

调查表的提交至 10月 7日（周三） 
 

●请按时提交 2015年国势调查的调查表 
     国势调查是日本政府以全体人员及家庭为对象实施的统计调查。 
     因工作等原因经常不在家的人，建议以邮送的方式提交。 
     并且，根据统计法不会使用在税金等目的以外，所以请放心回答。 
◆提交调查票：邮送或亲手交给调查员 
◆提交期限：至 10月 7日（周三）（即使超过期限也请邮送。） 
◆调查员会登门拜访确认有没有提交。如果不在家时，在信箱或邮箱里可能会 
有「外语联络便条」，请确认内容。 

 

国势调查呼叫中心（只限日语） 

(至 10/31 日，每天 8:00～21:00) 

电话 0570-07-2015（导航号码） 

IP 电话・PHS 时，03-433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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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自行车安全利用五则 
①原则上应在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人行道属例外。 
  在道路交通法上，自行车被定位于轻车辆。因此，分别有人行道与车道的地方，原则上在车道通行。 
②在车道左侧通行 
  自行车必须靠道路的左侧通行。 
③在人行道上行人优先，请靠车道慢行 
  在人行道上以立刻能停止的速度慢行，妨碍行人通行时必须暂停。 
④遵守安全规则 
  ◆禁止酒后骑车    ◆禁止骑车带人       ◆禁止并排骑行 
  ◆晚上必须点车灯  ◆遵守交通信号规则   ◆在十字路口暂停并确认安全 
⑤儿童要戴安全帽 
  儿童，幼童的监护人要给儿童，幼童戴上乘车用安全帽。 

●骑自行车者讲习 
  从 2015年 6月 1日开始，在骑自行车时如果重复违反交通规则的危险行为，将接受骑自行车者讲习。 
成为骑自行车者讲习对象的危险行为如下： 
  ◆无视信号                    ◆闯进遮断杆内                       ◆没有在指定场所暂停等 
  ◆违反在人行道上的通行方法    ◆骑制动装置（刹车）不灵的自行车     ◆酒后骑车 
 其它危险行为 
  ◎违反通行禁止     ◎违反十字路口安全行驶义务等    ◎在人行道上违反车辆义务（慢行违反） 
  ◎在十字路口妨碍优先车等      ◎违反通行区分       ◎在环状十字路口违反安全行驶义务等 
  ◎在路边带通行时妨碍行人通行                       ◎违反安全骑车义务 

●骑自行车者讲习制度            ※如果违反受讲命令・・・将被处以 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①骑自行车者               ②为了防止交通危险，              ③●讲习时间：3个小时 
    重复危险行为               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                ●讲习手续费：5,700日元            

●3年以内 2次以上         命令骑自行车者接受讲习            （标准额） 
 
 
 

 
 
 
 
 
 
 
 
 
 
 
 
 
 
 

 

 

 

 

 

 

 

  

2016 年 4 月入园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幼儿园等的入园受理 

●发放募集要点 

①1 号认定用・・・9 月 17日（周四）～， 
  在接收 1 号的园发放 

②2 号，3 号认定用・・・9月 17 日（周四）～， 
  在接收 2 号，3 号的园以及各区保育儿童课发放 
●受理申请 
①1 号认定・・・10 月 1 日(周四)～，请向您志愿的 
  园申请(市立认定儿童园，至 10 月 6 日(周二)） 
②2 号，3 号认定・・・10月 1 日(周四)～15 日(周四),  
  请向您的第 1 志愿园或各区保育儿童课申请 
  (到 12 月 18 日(周五)为止的申请为第 1 次选考对象， 
   请尽量在上述期间内申请) 
●原来的幼儿园手续 
①私立幼儿园・・・9 月 17日(周四)～， 
  在各园发放募集要点，10 月 1 日(周四)～在各园受理 
②静大教育学部附属幼儿园・・・8 月 31 日(周一)～ 
  9 月 3 日(周四)，13:00～16:00，9 月 4 日(周五)， 
  9:30～10:00 发放募集要点，9 月 7 日（周一）， 
  8 日（周二），13:00～16:00 受理) 
  (每所园的利用费不同。继续私立幼儿园的就园奖励 
   费补助金制度)。 

咨询：幼保支援课   054-221-1092 

                        传真 054-251-1063 
 

 

 

 

 

 

秋天的连休请到日本平动物园！ 

★清晨的动物园   9月 20日(周日)～23日(节日) 
  7:00～16:30  (通常开园 9:00) 
★免费循环巴士   9月 19日(周六)～23日(节日) 
  9:00～17:00(每隔 30 分钟运行，前往动物园的 
  末班车为 15:30) 
●通行区间:JR東静岡駅南口⇔日本平動物園 
★免费临时停车场 9月 19日(周六)～23日(节日) 
                 9:00～17:00    
  设置在 JR 东静冈站北口侧(大约 300 台以上)  
※根据日程停车场有所不同。详细内容请参阅 HP。 

募集动物园博士入门课程的参加者！ 

     有魅力十足的智力竞赛！ 

向修了者赠送认定证和特制纪念章！ 
时间:10 月 4 日(周日)，10:00～15:30 
     ※下雨延至 10 月 11日(周日) 
人数:大概小学 4 年级以上的人或家属 
费用:每人 500 日元，每个家庭 1 组最多 5 名 
     1,000 日元（入园费，停车场费另付 ） 
报名:请将明信片或传真发到，静岡市動物園協会  
    （〒422-8005駿河区池田 1767-6  
      054-262-3252  传真 054-262-7135） 
「9 月 19 日(周六)必到。请填写活动名，住址，全
体人员的姓名(注假名)，电话号，年龄。多数抽选」 

 日本平動物園(駿河区池田)  054-26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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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制度（社会保障・税编号制度）是，对所有持住民票的人指定 12 位数的个人编

号，将被利用在社会保障・税・灾害对策领域，以行政工作的效率化及提高市民服务，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

为目标。 
 
 
10 月～邮送通知卡 
    向所有在静冈市内有住民票的人邮送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及记载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性别的 
  纸制「通知卡」。 
●邮送到住民票上的地址。         ●按各家庭装进信封，用简易挂号信的方式邮送。 
●请妥善保管通知卡（如果丢失或烧毁以及明显受损时可以再次交付，但要另行收费）。 
※办理各种手续而提交记载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的资料时，为了防止他人冒充，需要通过确认通知卡 

号码及驾驶证等证实身份。 
来年 1 月～交付个人编号卡 
「个人编号卡」是记载了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并附有照片的 IC 卡。向申请者免费交付。 
●可以作为公共身份证使用。  ●可以在便利店等取得住民票等的证明书（预计从明年 1 月开始提供服务）。 

●可以利用于 e-Tax 等的电子申请。  ●有效期限是，20 岁以上的人从交付后到第 10 次的生日为止。 
  未满 20 岁的人到第 5 次的生日为止。 
 
 
 
 
 
雇用职员的所有事业者也需要对应制度！ 
★从职员等取得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 

●在明示利用目的之后，需要从职员等取得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 
●取得时需要通过通知卡确认编号及通过驾驶证确认身份。 
★在申报资料上记载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来年 1 月～） 
●需要在社会保险的有关资料及源泉征收票上记载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      
●逐渐扩大对象手续。 
★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的安全管理 
●与其它个人情报一样，请务必严格管理。 
●因职员退职等原因已不需要的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请及时作废。 
※概括了必要对应的指导方针，请参阅市网站。 
 
 
 
 
 
 
 
 
 
 
 
 
 
 
 
 
 
 
 
 
 
 

例如，在这种场面利用 
①所得税的确定申报（从 2016 年份儿开始）     ②在工作单位等办理税与社会保障手续时 
 
 

个人编号卡可以通过与通知卡同封的申请书或互联网申请。 个人编号卡上不记载所得与年金记录，病历
等信息。  住民基本台帐卡可以利用到有效期限为止，但是，在交付个人编号卡时回收。  个人编号卡从
申请到领取需要花几天时间。请务必提前申请。 办理迁入，迁出等手续时，需要带「通知卡」或「个人编
号卡」到受理窗口。 
 
 
 
 
 
 

详情请参阅市网站或 
拨打呼叫中心0570-20-0178      
※9:30～17:30（周六，周日，
节日・年初年末除外）。 
0570-20-0291 
（对应英语・中文・韩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 
担当：戸籍管理課 
   054-221-1480 

行政管理課 
    054-221-1004 

全国儿童的城市首脑会议 in 静冈 

    介绍正在全国各地举行的致力于儿童的城市工作
以及举办儿童会议等！ 
时间:10 月 11 日(周日)，12 日(节日) 
※有木下勇先生(千叶大学大学院园艺学研究科教授) 
  的演讲！ ⇒  10 月 11日(周日)，13:15～14:00 
※想参加首脑会议者，请从专用受理处报名。 
  详细内容请参阅专用 HP！ 
10 月 12 日(节日)，10:00～举办交流集市！ 
  静岡市こどもクリエイティブタウン ま・あ・る 
〒424-0806 清水区辻一丁目 2-1  054-367-4320 

 

 

 

 

 

 

 

 

 

         街头艺术世界杯 in 静冈 2015 

向 250 组 500 名赠送试演入场券！ 
时间:10 月 30 日(周五)   18:30～21:00(预定) 
地点:静岡市民文化会館 大ホール 
报名:请将明信片寄到，大道芸ワールドカップ実行
委員会プレビューショー係(〒420-8602静岡庁舎
17階シティプロモーション課内054-221-1228 )
「10 月 1 日(周四)必到。请填写住址，姓名，年龄，
电话号，观看时需要特别照顾的人(手语翻译，要点
记录等)请写明此意。多数抽选」 
※网上也可报名(http://www.daidogei.com/)。 
向当选者发送 1 组 2 人份儿的入场券(全部自由席) 

大道芸ワールドカップ実行委員会 
054-205-9840(平日 10:00～18:00) 

 
 
 
 

骏府天下泰平节关联活动～在会场出售加价商品券～ 

    1,000 日元的商品券 12 张一套（合计 1 万 2,000
日元份儿）以 1 万日元即可购买，向一个人最多出售 2
册。购买者还可以参加中静冈市本地产品等的抽选。 

时间:9 月 21 日(节日)，10:00～ 
※出售 1,000 册。售完为止。 
咨询：家康公四百年祭記念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 
      事業実行委員会  0120-621-400 
      商業労政課      054-354-2306 
 
 
 

     
 
 
 

艺术之秋     ～内蒙古的舞蹈与文化～ 
时间:10 月 17 日(周六)， 13:00～15:00 
人数:100 名(免费) 
报名:打电话或请直接到窗口报名 
【9 月 16 日(周三)， 9:00～，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江尻生涯学習交流館 054-367-3321 

 
 
 
 

在社会保障・税・灾害对策等各种场面即将开始个人编号制度 

 

http://www.daidog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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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联络簿 

各个主要政府机关代表电话 

●葵区役所     054-254-2115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54-2111 

葵区追手町 5-1 葵区追手町 5-1 

●清水区役所   054-354-2111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111 

清水区旭町 6-8 清水区旭町 6-8 

●骏河区役所   054-202-5811 ●市役所（蒲原地区）       054-385-3111 

骏河区南八幡 10-40 清水区蒲原新田 1-21-1 

 

常用市政服务窗口 

主要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葵区 骏河区 清水区 

有关外国人登记手续的咨询与服务 
户籍住民课 

054-221-1061 054-287-8611 054-354-2126 

有关保险和退休金的咨询与服务 
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054-221-1065 

054-287-8621 
054-287-8624 

054-354-2140 
054-354-2134 

有关纳税和税金的咨询与服务 
纳税课 

054-221-1035 054-287-8670 054-354-2092 

生活咨询 
地域总务课 

054-221-1053 054-287-8698 054-354-2036 

有关儿童及儿童津贴等咨询与服务 
保育儿童课 

054-221-1093 054-287-8674 054-354-2120 

部门名称 市役所（静冈地区） 市役所（清水地区） 

垃圾回收 
收集业务课 

054-221-1365 
收集中心 

054-366-2751 

有关公立学校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学事课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377 

有关体育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体育振兴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037 

有关多文化、共生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303 

 

与外国人相关的组织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静冈本部 清水支部 

054-273-5931 054-354-2009 

入国管理局静冈支所 054-653-5571 

 

本资讯刊制作单位为 静冈市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如果您有任何咨询、建议或意见，请联系我们。

地址 静冈市葵区追手町 5-1  邮政编码 420-8602 电话 054-221-1303 email:sankaku@city.shizuoka.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