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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下水道事业受益者负担金 

   第 1 期  6 月 26 日 （周一） 

●市民税・县民税 

      第 1 期  6 月 30 日 （周五）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1 期  6月 30日 （周五） 

 ●国民年金保险金 

      5 月份   6 月 30 日 （周五）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4 月末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量。 

（ ）内为与去年同月相比的数据。 

    男  性：344,787 人 

            (-1,220 人) 

    女  性：362,623 人 

            (-1,641 人) 

共  计：707,410 人 

           (-2,861 人) 

家庭数：312,741 户 

        (+2,248 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7 年 6 月  中文版 第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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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设置感震电闸/放

学后儿童教室/关于儿

童补贴现状报告书的

提交与母子家庭等医

疗费补助金/静冈市育

儿世代综合支援中心 

 

 

 

    为了防止自己的家被大火烧毁，建议设置在发生地震的时候，自动切

断电源的电闸。 

地震发生时火灾的 60%源于电气。 

东日本大地震时，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 

  与电气有关的占：65%    工厂设备占：11%    其它占：24% 

※数据来源：大规模地震时有关抑制电气火灾的检讨会“关于大规模地震 

  时电气火灾发生的抑制对策的检讨及推进（报告）” 

补助木制住宅感震电闸设置费用的一部分 

对象者 补助额 分电盘的种类及必要经费 

现在，在市内拥有木制

住宅或居住在木制住

宅的个人（关于在以出

租为目的的集体住宅

的设置，只限此住宅的

居住者） 

设置经费的三分

之二以内 

 

（限度额： 

2 万 5,000 日元） 

 

① 配电盘型 

（后安装型） 

大约 2 万日元 

（施工费另付） 

② 配电盘型 

（内部安装型） 

大约 5～8 万日元 

（施工费另付）    

在市内盖新的木制住

宅（独门独院）的个人 
1 万日元 

※请务必在施工申请之前提交申请书。 

●申请期限 
6月 1日（周四）～12月 28日（周四）、9：00～16：30（只限工作日） 
●受理场所 
6月 1日（周四）～6 月 2日（周五） 市役所静冈厅舍新馆 1 楼大厅 

6月 5日（周一）～6 月 30日（周五）葵消防厅舍（葵区追手町）6楼 

7月 3日（周一）～                 危机管理总室（静冈厅舍新馆 3楼） 

●补助总数 

大约 1,200件、按先到的顺序（不超过预算额的范围） 

●申请方法 

①请事先向电气施工店咨询关于设置感震电闸的详情。 

②请填好「感震电闸设置事业补助金交付申请书」的必要事项之后， 

  与其他必要的资料一起交到危机管理总室。 

※在电气施工店、危机管理总室、市 HP上有申请书。 

          咨询：危机管理总室   054-2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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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儿童教室”是以小学生为对象，提供安心安全的放学后利用场地的社会教育事业。静冈市现在

有 25所学校设置了“放学后儿童教室”，今后以市内所有的市立小学开设“放学后儿童教室”为目标。 

 

 

 

 

 

 

 

 

 

 

 

 

 

 

Q.哪所学校有呢？  

〈 已经开设的学校 〉 25所学校 

井川小学与中学、梅岛小学与中学、大川小学与中学、

大河内小学与中学、大谷小学、长田北小学、长田西

小学、清泽小学、贱机北小学、贱机中小学、贱机南

小学、清水江尻小学、清水冈小学、清水小河内小学、

清水宍原小学、清水和田岛小学、城北小学、玉川小

学、中藁科小学、西奈小学、服织西小学、东丰田小

学、松野小学、水见色小学、由比北小学 

 

〈 本年度预定开设的学校 〉 8 所学校 

葵小学、川原小学、北沼上小学、新通小学、清水小

岛小学、传马町小学、中田小学、宫竹小学 

 

Q.儿童教室是什么样的地方？ 

✤活动日期：每周 1～5 日（根据学校有所不同） 
✤活动时间：下课后～至完全放学时间(大约 16:00) 
✤地    点：小学的校园、体育馆、图书室等处 

✤内    容：自由游戏、各种体验活动、各种学习 

            活动、其他活动等 

✤会费：免费（一部分需要实际负担） 

Q.与儿童俱乐部有什么不同？ 

    与就业支援事业“儿童俱乐部”不同的是，全校

儿童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直道下班为止，儿童俱乐

部的孩子们也可以一起参加活动。 

Q.由什么样的人运营？ 

    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并委托由地区有志者与家长组

成的实行委员会，同时作为活动支援者进行监护、活

动企划、实施等运营活动。 

 

 

请于 6月 30日(周五) (必到)为止提交，儿童补贴・特例支付的现状报告书！ 

    继续领取 6 月分以后的补贴时，为了确认收入所得等，需要提交现状报告书。并且，根据审查超过所得
限制限度额的人，每个儿童的补贴额为每月 5,000 日元。详细内容请参阅与现状报告书同封的说明。如果到
6 月中旬还没有收到现状报告书时请咨询。 
●将儿童补贴・特例支付金(2 ～ 5月分)进行银行汇款 
    6月 13日(周二)，向 5月末现在的领取者进行银行转帐。对于 5月中旬以后提交“儿童补贴・特例支付”
认定请求书的人，将在 7月以后进行银行转帐。如果 5月中旬以后已经解除银行帐号等时，有可能不能转帐，
请注意！ 
●母子家庭等的医疗费补助 
    针对母子・父子家庭或没有父母的孩子家庭中，2016年分的所得税非课税的家庭，将通过保险诊疗补助
医疗费。接受补助需要申请。并且，根据抚养的孩子人数与年龄等条件，课税家庭也有可能会成为助成金支
付对象。详细内容请咨询。 
咨询：各区育儿支援课        葵  区 054-221-1093      骏 河 区 054-287-8674 
                            清水区 054-354-2120      蒲原支所 054-385-7790 

 

          6 月中旬邮寄国民健康保险金缴纳通知书 

〈 扩充了减轻对象家庭！ 〉 

    随着制度的改正变更了减轻判定所得的计算方法， 

扩充了减轻 50%、20%的对象家庭。 

〈 正式决定了 2017 年度的保险金比率 、限度额 〉 

 医疗份 支援金份 护理份 

所得比率 5.49% 2.30% 2.33% 

均等比额 23,900 日元 9,800 日元 18,400 日元 

平等比额 18,900 日元 7,600 日元  

征收限度额 54 万日元 19 万日元 16 万日元 

          保险年金管理课   054-221-1540    葵 区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骏河区保险年金课  054-287-8621    清水区保险年金课  054-354-2141 

 

○原则上普通征收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所以请

办理银行转账手续（除了从年金扣除保险金者以外

的人）。收到缴纳通知书的人请办理银行转账手续

（也可以照例使用支付单缴纳）。 

区役所窗口可以申请银行转帐！ 

「对象金融机关」 静冈银行、清水银行、静冈信

用金库、静清信用金库 

「携带物品」 缴纳通知书及保险证、对象金融机

关的银行卡（※）、附照片的本人证明资料 

（※）银行卡必须是办理手续者名义的卡或是 

同一家族人员带来的户主名义的卡。 

 

              教育总务课 

           054-354-2524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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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是环境月   

   用 COOL CHOICE（精明的选择）阻止温暖化！ 

Q：何谓“COOL CHOICE”？ 

A：为了促进地球温暖化对策而实施的“精明的选 
    择”的国民运动称作“COOL CHOICE”。 
    我国为了将 2030 年度的温室效应气体排出量
削减为 2013年度的 26%，而在推进“COOL CHOICE”。 
Q：地球温暖化加深会怎么样？ 
A：如果地球温暖化继续加深，预测会带来下列问 
    题，并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气象异常〉产生强大的台风及发大洪水等 
〈海水异常〉海面水温上升、海面上升等 
〈陆地异常〉干燥、缺水等 
〈动植物〉  生态系的变化、灭绝危机等 
〈人类〉    中暑、因热带虫而生病等 
    地球温暖化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年的平均
气温在 30年间上升了 1.1℃。 

   如果不进行任何改善，照此下去世界的平均气
温到 2100年时有可能最多上升 4.8℃。 

Q：我们能做什么呢？ 
A：减少电气、水道、燃气的使用，清扫空调的滤
尘网，根据季节调整冰箱的设定温度等，平时稍微
用心的节省能源、省电，便可以是 COOL CHOICE（精
明的选择）。 
特别推荐！ 
    将电灯泡换成 LED 灯泡会节省 80%的能量，一
年可以节约 2,400日元左右（节电 89.2kWh） 

※出自“光线中的日子”委员会『居家的照明节省能量书』 

    如果换成能转换「出/停」开关的淋浴头，可以
节省水与燃气的能量！ 
1年可以节约 9,879日元左右 
（4口之家 1 天使用 1次时） 
※出自东京燃气“超节省能源书” 

咨询：环境创造课  054-221-1077 

 

      由我们回答从怀孕到育儿的有关咨询！ 

静冈市育儿世代综合支援中心 

葵 区 → 城东町/城东保健福祉区域 
     保健福祉复合大楼 2楼  054-249-3193 
骏河区→ 曲金三丁目/南部保健福祉中心内 

054-285-8577（6月开设） 
清水渠→ 涩川二丁目/清水保健福祉中心 3楼 
          054-348-7766 
※9：00～16：00  周一 ～ 周五 
  （节假日、年初年末除外） 
    对应从怀孕到育儿期的各种疑问、提问及咨询的
综合咨询窗口。有咨询员（保健师、助产师等）支援。
根据情况还可以进行家访。请随意咨询。 
 
 
 
不要一个人烦恼，我们会帮助您！ 

怀孕时期 

            经期延后 
            意料之外的怀孕 

  可能怀孕了，却无人诉说 
            不知道该不该生 

怀孕了却没有自信抚养 

育儿时期 

婴儿总是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担心发育有没有问题 
育儿时感到孤单 
感觉不到育儿的乐趣 
情绪焦躁时发泄在孩子身上 

 

 

 

 

免费咨询   严守秘密 

奥静（オクシズ）温泉、美食图章拉力                  收集图章去应征！ 

期限：6 月 1 日(周四)～来年 1 月 31 日(周三) 

应征期限：第 1 次截至 9 月 30 日(周六)      第 2 次截至来年 1 月 31 日(周三) 

参加方法：①先拿到宣传册    ◆发放处：各区役所、5 所市营温泉、邻接的饮食加工物出售处及其他 

②带上宣传册到对象温泉设施泡温泉盖图章。 

③收集 5 个图章后到温泉设施的窗口应征。向应征者全体人员赠送礼品     并且・・・参加抽选中豪华奖品！ 

温泉篇对象设施            美食篇对象设施 

① 阿尔卑斯赤石温泉 白桦荘      ①白桦荘 餐厅 

② 汤岛温泉浴场               ②玄国茶屋(汤岛温泉浴场 邻接) 

③ 岛新田温泉 黄金之汤        ③黄金之里(黄金之汤 邻接) 

④ 水西里温泉浴场 Yamasemi 之汤    ④Yamasemi 之汤 餐厅             ⑤Yamasemi 之汤  饮 

                            ⑤餐厅 Takenoko 

                            ⑥笑味之家 

 

 

 

咨询：儿童家庭课  054-354-2647 

另外，如果在对象饮食加工

物出售处购物并收集 3 个图

章，还有可能会抽中美食篇

的奖品！ 

咨询：中山间地振兴课  054-294-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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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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054-287-8611 

1F 

054-354-2126 

1F 

有关保险和退休金的咨询与服务 

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1F 

054-287-8621 

1F 

054-354-2140 

1F 

有关纳税和税金的咨询与服务 

纳税课/市税事务所 

054-221-1035 

3F 

054-221-1531 

3F（葵区） 

054-354-2092 

2F 

生活咨询 

地域总务课 

054-221-1053 

1F 

054-287-8698 

3F 

054-354-2036 

1F 

有关儿童及儿童津贴等咨询与服务 

保育儿童课 

054-221-1093 

2F 

054-287-8674 

2F 

054-354-2120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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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冈人的网址：      http://www.city.shizuoka.jp/000_002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