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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 

  第 4 期  2 月 28 日 （周三）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第 7 期  2 月 28 日 （周三） 

    ●介护保险金 

      第 8 期  2 月 26 日 （周一）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9 期  2 月 28 日 （周三）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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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14 人 

            (-1,110 人) 

    女  性：361,973 人 

            (-1,644 人) 

共  计：706,287 人 

           (-2,754 人) 

家庭数：313,611 户 

        (+2,341 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8 年 2 月  中文版 第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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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届异国文化交流

体验节/请尽早申报税

金/育儿照片讲座实施

简章/Sweets 甜品图

章拉力/市立东中学

2 年级的学生们计划

的巴士旅游 

 

 

 

3 月 4 日（周六） 10:30～15:30 

    会场:S-Pulse Dream Plaza （静冈市清水区入船町 13-15） 

1楼 展厅 / 2楼  出租空间 Uminohako 

※入场免费     ※雨天照计划进行（如果当天天气恶劣将中止活动） 

 

 

 

咨询：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静冈市葵区追手町 4-16） 

054-273-5931 

 

届时将有世界的文化体验及各种小吃摊、舞台表演、试穿民

族服装、团体活动介绍等很多有趣的活动！ 

第 12届白沙青松再生之会・静冈市三保松原大会 

                  松 原 研 讨 会 

第 1 天 〈2 月 23 日（周五）〉 

●松原讲演会  13:00～16:30 

地点：清水 Terrsa（清水区岛崎町）   

人数：500名（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当天请直接到会场（免费） 

第 2 天 〈2 月 24 日（周六）〉 

●游览三保 

●三大松原意见交换会 

  13:30～16:00 

咨询：文化財课  

054-221-1019 

维持松原的菌、蘑菇 

～土壤下的菌根共生～ 

讲述关于去年首次实施的“使

用蘑菇的土壤改良”。另外还有当

地人及其他松原的保全事例报告。 

地点：三保生涯学习交流馆 

      （清水区三保） 

人数：100 名（免费、需要提前报

名） 

与气比之松原、虹之松原的保

全相关人员围绕各松原的特征及

课题等交换意见 

讲师：三重大学教授 

松田阳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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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书需要记载个人编号！       ※需要出示证明本人资料或附加其复印件。 

★申报时请利用便利的 e-Tax！缴纳税金请利用银行转帐！ 

所得税等的确定申告(年终申报) 

期限:2月 16日(周五)～3月 15日(周四)、9:00 ～17:00（受理结束时间为 16:00） 

※周六、周日除外。但是，2月 18日(周日)、2月 25日(周日)照常开设 

●上述期间不在税务局设置申报会场。       ●根据会场的人数有可能提前结束受理。 

●可以在「ネコの目.com」网站上确认会场的情况。 

会场:TWIN MESSE 静冈 

●申报会场是静冈与清水税务局的联合会场。 

●为了避免停车场(600台、收费)发生混乱，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机关。 

●请不要打电话向 TWIN MESSE静冈进行咨询。 

咨询:静冈税务署  054-252-8111        清水税务署  054-366-4161 

※自动语音向导。有关确定申告（包括邮寄申告表）的咨询请按“0”、有关国税的一般咨询请按“1”、 

有关税务局的调查核实请按“2”。 

建议您在国税厅网址(http://www.e-tax.nta.go.jp/)上填写申报书。  
◆如果利用 e-Tax进行申报・・・可以快速退款！省略提交附加资料！  

※截至 3月 15日(周四)、24 小时可以利用(维修时间除外)。 

2017 年份的申报及纳税期限 

 所得税、复兴特别所得税、赠与税 

 申报期限:3 月 15日(周四)  转账支付日:4月 20日(周五)    ※赠与税除外 

 个人事业者的消费税及地方消费税 

 申报期限:4 月 2日(周一)  转账支付日:4月 25日(周三)   

 

申报个人的市・县民税        ●市役所不进行所得税确定申告的咨询及受理事宜，请注意！ 

※2018年的市・县民税根据 2017年全年的所得而课税。 

期限 
～3月 15日(周四) 、8:30～17:15 
（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骏河区役所会场从 2月 13日(周二)开始） 

会场与咨询 
市役所静冈厅舍 2楼   (市民税课        054-221-1041) 
骏河区役所 1楼       (市民税课        054-221-1542) 
市役所清水厅舍 2楼   (清水市税事务所  054-354-2072) 

所需之物 

●可以证明所得与经费的资料 
●扣除手续时的必要资料 
●申告者本人及抚养家属等的“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及证明本人的资料” 
●印章 
※另外，根据申报的内容有其他的所需资料。详细内容请咨询。 

◎需要申报市·县民税者・・・ 

〈工薪者(公司职员等)时〉 

●除工薪外另有收入者。(与所得税不同，工薪以外的收入即使在 20万日元以下也需要申报。) 
●所属公司未向市役所提交工薪支付报告书者等。 

    〈非工薪者时〉 
 2017 年的总收入额超过免征税限度额的人。但是，提交了 2017 年分所得税年终申报的人，不

需要申报市・县民税。 

〈非课税限度额计算式〉315,000 日元 ×（扣除对象配偶者与抚养家属的总人数+1）+189,000日元（※） 

 ※加 189,000日元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有配偶者及抚养家属的人。 

申告书上需要记载个人编号 

    从 2017年度开始，市・县民税的申告书上需要记载申告者本人及抚养家属等的“个人编号”。并且，

在提交申报书时需要出示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等证明本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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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照片讲座实施简章 

1 主题 儿童照片 

～任何人都能简单的会拍育儿照片的讲座～ 
2 日期 2018年 3月 18日（周日） 
   13点至 15点 30分（12点 30分开始受理） 
3 内容（方案） 

“想学会上传博克及 SNS的育儿照片”。向抱
着这种想法的人推荐的讲座。从摄影技巧到相机
的使用方法，是可以体验职业摄影师的指点及实
际拍摄课程的宝贵的机会。讲师是被认为将日常
的戏剧性照片拍得非常有特色而有名的，住在静
冈市的摄影师杉山雅彦先生。欢迎各位踊跃参加
这既愉快又有意义的照片讲座。 
4 对象 以育儿为主题在博克和 SNS传播信息的人
及从今以后想传播信息的 80 名 
5 未就学的孩子 30名【免费】 
（但是，拍照片时可以协助成为摄影模特的人） 
6 报名 2018年 2月 9日（周五）开始在 
 静冈市儿童未来课（054-354-2603）受理 
7 地点 静冈县 Covention＆Arts中心 
       【Granship】 
 地址：静冈市骏河区东静冈二丁目 3番 1号 
        054-203-5710 
8 路径 JR：乘坐 JR东海道本线在 JR东静冈站下 

车、经南口出口步行大约 3分钟 
  开车：请利用 Granship的停车场 

（有大约 400台的普通车停车位） 
（Granship利用者 100日元/1小时 
※返回时请用馆内的自动补票机结算） 

9 简历及照片（杉山先生准备） 
10 携带物品  照片 
（可以携带智能手机，但最好携带单透镜反射式 

照相机或小型相机） 
11 参加费   免费 
12 主  办   静冈市 
13 咨  询   静冈市 儿童未来局 儿童未来课 
            054-354-2603 
 

 

Sweets 甜品图章拉力  至 2月 25日(周日) 

奖品 

◆Hotel Century或 Hotel Assosia静冈的 

1 万日元餐饮券     通过抽选的 2名 

有效期为 2018年 4月末 

◆静冈市产应时水果  通过抽选的 4名 

市内 JA送到 

◆对象店限定  2,000日元分的商品券 

通过抽选的 26名 

有效期为 2018年 4月末 

详细内容请参阅「ZRATTO！Shizuoka」的网站！ 

 

静冈马拉松 

时间:3 月 4日(周日)       上午 8:20 开始 

    静冈马拉松是县内唯一得到日本田径联合

会公认的全程马拉松大会。 

    大会当天将在路线周围实施交通限制。届时

会给大家带来诸多不便，请谅解并给予合作。 

举办项目:①马拉松(42.195km)  

         ②业余爱好者(11.6km)  

         ③小学生部(1.6km) 

路线:市役所静冈厅舍前～北街道～流通中心大 

道～麻机街道～本通折回～安西大道～ 

国道 150号～JR 清水站港口(东口) 

相关活动           ☆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 ☆ 

◆静冈马拉松集会 2018     静冈会场 

时间：3月 3 日(周六)、10:00～20:00 

地点：青叶活动广场等 

◆静冈马拉松集会 2018     清水会场 

时间：3月 4 日(周日)、10:00 ～16:00 

地点：JR清水站港口(东口) 

※公交车的运行情况请咨询 ⇒ 静铁 Justline 

至前一天0120-012-990(工作日 9:00～18:00)  

当日 054-252-0505 (7:30～20:00) 

咨询:静冈马拉松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静冈朝日电视台内)   054-251-3369 

 

 

市立东中学 2年级的学生们计划的巴士旅游 

            募集参加者 

●行程概要 

时间：①3月 24日(周六)、②3月 28日(周三) 

9:15 ～17:30  ※JR 静冈站前集合解散 

内容：路线 ⇒ 石部屋(安倍川糯饼点心)～小柳 

津制茶(参观工厂及试吃) ～久能屋(制作草莓糯

饼) ～清水港游览、午餐(三色点缀便当) ～山梨

罐头(参观金枪鱼罐头厂) ～由比渔港(黑鱼饼制

作体验、观看捕获樱虾的录像片) 

人数：各 20名  费用：1万 800日元 

报名：请打电话至 ⇒ 静铁观光服务 

   054-252-2306 

【2月 23日(周五)为止、多数抽选】 

担当：学校教育课   054-354-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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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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