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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 

   第 2 期  7 月 31 日 （周一）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2 期  7 月 31 日 （周一） 

    ●介护保险金 

      第 1 期  7月 31日 （周一） 

 ●国民年金保险金 

      6 月分   7 月 31 日 （周一）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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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792 人 

            (-1,221 人) 

    女  性：362,559 人 

            (-1,660 人) 

共  计：707,351 人 

           (-2,881 人) 

家庭数：312,957 户 

        (+2,239 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7 年 7 月  中文版 第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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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是“防止青少年不

正当行为及防止受害

强调月”/第 70届清水

港节/外国人住民的生

活咨询会/户外游泳池

/安倍川烟花大会 

 

开始受理国民年金保险金的免除申请 

    7月 3日（周一）开始受理 2017 年 7月分至 2018年 6月分的免除

申请。 

    2017年度国民年金保险金月额为 16,490 日元。因收入少等经济困

难无法支付保险金时，有免除或延缓保险金的制度(有日本年金机构的

审查)。 

    为了避免将来拿不到各种年金，现在没有能力支付的人，请办理

免除手续。 

※从申请日倒退至 2 年 1个月前的期间也可以申请免除。 

               静冈年金事务所          054-203-3707 

               清水年金事务所          054-353-2233 

 

葵  区保险年金课        054-221-1065 

骏河区保险年金课        054-287-8624 

清水区保险年金课        054-354-2134 

 

 7 月是“防止青少年不正当行为及防止受害强调月” 

 

●遵守社会规则！ 

在游戏中心，即使有家长陪同，未满 18 岁者也只能到 22点 

吸烟喝酒要从 20 岁开始    

禁止 23:00～凌晨 4:00之间的深夜外出 

    禁止携带、使用、购买、接收危险药物。买方也是处罚的对象。对身

体有与违法药物同等的危害。 

●制定家庭规则！ 

    青少年在使用智能手机及手机网络时，家长有尽可能利用网页过滤服

务的义务。为了避免被卷入纠纷，请全家人共同商讨并制定关于使用方法

及安全对策等规定。 

●进行街头宣传。 

    与警察、学校、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实施街头宣传、县内同时夏季少

年辅导、进入店铺内调查等活动。 

咨询:青少年育成课  054-354-2616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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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节日 

8/5(周六)、8/6(周日)     日出埠头 

●海上自卫队 护卫舰“Murasame” 一般公开  

●航空自卫队 装备品展示      展示飞行     

「Blue Impulse」之外(只限 8 月 6 日（周日）) 

●陆地自卫队 装备品展示      

  咨询:各活动的时间等， 

请咨询自卫队静冈地方协力本部广报室 

 054-261-3151 

●海上保安厅业务介绍  

8 月 5 日（周六）、10:00～12:00 、 13:00～15:00 

   

8 月 6 日（周日）、10:00～、在日出埠头周围举办市

内美食汇聚一堂的“海上广场”！ 

 

★巴士巡回绕行    

8/4(周五)、8/5(周六) 、  17:00～21:30 

《巡回路线》・・・三保山手线（※）、山原梅荫 

寺线、港南线、市立医院线 

※一部分乘车处将被移动。 

详情请咨询：静铁 Justline 

       （054-366-1212） 

★变更骏河湾客船的出发与到达地点 

8/6(周日)⇒变更骏河湾客船的出发与到达地点 

详情请咨询：S-Pulse Dream Plaza 

       （054-353-2221） 

日本平动物园          8/1(周二) ～ 8/20(周日)举办夏季动物园节！   8/1(周二)免费入园！！ 

Summer School 

时 间 内 容 对象（小学生） 报 名 

①8/2(周三)  ②8/8(周二) 与动物们做好朋友！ 1 年级各 30 名 
请打市热线电话  054-200-4894 

「7/18(周二)为止、多数抽选」 
③8/4(周五)    ④8/9(周三) 看、触摸、思考！ 2～3 年级各 40 名 

⑤8/3(周四)    ⑥8/10(周四) 动物的生活 4～6 年级各 40 名 

今年也举办！夜间动物园       
时间：9/2(周六)、9(周六)、23(周六)、30(周六)  17:30～20:30    ※最终入园时间为 19:30   
停车场的申请(完全预约制) 

●请在往返明信片上写好「希望日、住址、姓名、电话号码、回信用地址」后，寄到:日本平动物园 夜间动物

园停车场系「8 月 10 日(周四)必到，每天每台 1 张、多数抽选」 

※如果当选，回信用明信片将是当选后的停车券。当日，没有停车券不能停车。 

请利用免费循环巴士    JR东静冈站南口⇔日本平动物园  17:00～21:00 

※至动物园的最后班车时间为 19:00 

注意事项 

请穿易于活动的衣服来园。(穿拖鞋有危险)        禁止使用手电筒、使用闪光灯摄影。 

白天的部与晚间的部是完全交替制。              根据情况有不能观赏的场所。 

咨询：日本平动物园    〒422-8005 骏河区池田 1767-6   054-262-3251 

 

樱川 Pinsuke 社中 

成功祈愿祭、Kappore 丰纳 

8/4 日(周五)、9:30～ 

矢仓神社（清水区矢仓町） 

清水区内各处 

 
清水浴衣舞地舞众 
8/4 日(周五)  18:10～21:00 
清水 Satsuki大路 
※清水桥北侧～JR清水站前 

 
次郎长游街 
8/5 日(周六)、 8/6 日(周日) 
9:15～21:00 

次郎长大路之外清水区内各处 

神兴渡御 

8/6 日(周日)  12:00～ 

清水区内各处 

 

    港 Kappore 总舞 

    8/4 日(周五) 

    清水 Satsuki大路 

    ※新清水站前～港桥 

    17:40 音乐游行 

    18:45 开幕仪式 

    19:00 舞蹈表演开始 

 

    8/5 日(周六) 

    清水 Satsuki大路 

    ※JR清水站前～港桥 

    17:40 开幕仪式 

    18:30 舞蹈表演开始 

 

70届纪念      豪华绚烂 

8/6日(周日)   日出埠头 

 

海上烟花大会 

17:30     开场 

19:00～   海港工作船的游行表演 

19:15～   烟花仪式 

19:30～   开始放烟花 

 

※展示飞行「Blue Impulse」，当

日海上烟花大会的举办与否，请打

市热线电话咨询。 

 

054-200-4894 

 

 

传统的竞演  美缘 

8/6 日(周日) 

13:40～17:00 清水 Marine Bldg.前 

(清水区日出町) 

神兴、大鼓、次郎长游街的竞演！ 

 

8/4(周五)～8/6(周日) 
清水港节实行委员会 
054-354-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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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住民的生活咨询会 

时间:7 月 22日（周六）、 13:00 ～16:00 

地点: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葵区追手町） 

对象:住在市内的外国人及相关的日本人 

    （免费） 

※届时有中文、菲律宾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及英语翻译 

咨询: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清水支部 

     054-354-2009 
 
 
 

户外游泳池 

(市热线电话   054-200-4894) 

●原则上入场免费           ●幼儿需家长陪同   

●天气不好时有可能休场     ●有午休 

●由比寺尾游泳池不开放   

●请利用公共交通机关或自行车 

葵区、骏河区 

7 月 15 日(周六)～8 月 31日(周四) 10:00～17:00 

✤大滨公园游泳池（骏河区西岛）  9:30～18:00 

✤用宗公园游泳池（骏河区用宗五丁目） 

※每周五至 15:00 

✤下川原公园游泳池（骏河区下川原六丁目） 

※每周五至 12:00 

✤东新田公园(戏水池)（骏河区东新田四丁目） 

✤田町公园游泳池（葵区田町三丁目） 

清水区 

清水综合运动场游泳池(清水区清开二丁目)   

7 月 18 日(周二)～9 月 10日(周日)  9:00～16:45 

※周一休息(节日除外、其它会有不能利用的时候) 

※7、8 月期间，50m 游泳池可以利用至 20:45 

※小学 2 年级以下、17 点以后中学生以下者需家长 

  陪同 

※50m 游泳池・・・3 岁以上 150 日元 

◆由比、蒲原地区    9:30～15:30 

・由比游泳池(由比)  

  7 月 29 日(周六)～8 月 24 日(周四) 

・由比入山游泳池(由比入山)   

  7 月 29 日(周六)～8 月 28 日(周一) 

・由比小学游泳池(由比町屋原)  

  7 月 31 日(周一)～8 月 25 日(周五) 

・蒲原游泳池(蒲原新田一丁目) 

  7 月 29 日(周六)～8 月 29 日(周二) 

  ※小学生以下可以利用 

・蒲原中学游泳池(浦原)   ※小学生以上可以利用 

  （小学 4 年级以下者需家长陪同） 

 

第 64 届  安倍川烟花大会 

时间：7 月 29 日(周六)   19:00～ 

※天气恶劣时顺延    顺延时：7 月 30 日(周日) 

●没有停车场。请利用自行车、步行或公共交通工具

到会场。 

●当日人多会很混乱，请听从警察、警卫员、交通指

导员的指示。 

●当日有循环巴士运行(收费)。 

※顺延时没有循环巴士运行。 

循环巴士（收费）站： 

县厅南巴士站（骏府城迹观光巴士停车场） 

※没有从 JR 静冈站北口运行的巴士。 

●当日实施与否・・・ 

  0180-99-5873（早上 7:00～） 

※请参阅市网站。 

咨询：安倍川花火大会本部  054-221-7199 

 

第 65 届   清水七夕节 

时间:7 月 6 日(周四)～9 日(周日)  10:30～21:00 

    ※7 月 8 日(周六) 至 21:30 

地点:清水站前银座商店街、清水银座商店街、清水中

央银座商店会、清水战江尻 Yotteko 商店街 

 

●图章拉力 

●市民手工竹饰展＆竞赛 

●心愿短册角 

●樱桃小丸子的庙会角等 

咨询：清水七夕节实行委员会   054-353-3401 

 

清水巴川灯笼节 

咨询:清水巴川灯笼节实行委员会 

     054-353-3401 
时间:7 月 16 日(周日)    18:30～21:00 

地点:巴川（稚儿桥～港桥）、清水银座商店街入江商 

     店会、次郎长大路商店街巴町繁荣会、万世町 

举办限一夜的市场！ 

    届时有流动车服务、音乐区、本地美食区、艺术・

手工艺区等，是商店街换成另一张面貌的夜晚。 

●水面漂灯笼、天空放烟花、地上还放手筒烟花。
请一定前来欣赏这一美丽的竟演。 

 

 

募集用英语交流的咖啡漫谈的参加者 

时间:7 月 21 日(周五) 、 18:00～20:00 

地点:Suzutora Cafe（葵区传马町） 

人数:20 名(最少举办人数 10 名) 

费用:2,000 日元 

报名:请打电话至国际交流协会清水支部 

  054-354-2009 

「7月 13日(周四)、至 17:00 、多数抽选」 

 

网
站
上
也
能
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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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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