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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614人 
 其中外国人 4,125人 
 (其中,中国人   241人) 
 

※市总人口为５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６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１．納税証明書のコンビニ交付サービスについて 

关于24小时便利店纳税证明的交付服务 

咨询处／収納課 ☎0778－22－3015 
 

从8月1日开始，可以在24小时便利店领取平成31 

年度的纳税证明。因为年度更替的操作，停止前一

日的纳税证明的发行。 

※因日本国新任天皇即位，因此从5月1日开始，更

改年号为‘令和’。 

■停止日／7月31日（星期三） 

■停止颁发的证明／納税証明書 

 
２．市営墓地の使用者を募集します 

募集市营墓地使用者 
咨询处／市民課 ☎0778－22－3001  

■ 对象／拥有本市居民票，能在3年内建坟者（每

个家庭仅限1人） 

※ 申请人数多时，由抽签来进行决定。 

※ 已经在使用市营墓地者和正在使用市营墓地者

家庭的其他成员不能进行申请。 

■ 申请场所／市民課３番窓口或今立総合支所市民

福祉課（除星期六·日，节假日以外） 

■ 所需携带／印章（认可印），身份证明（例如：

驾驶证等） 

■ 申请截止／7月19日（星期五）下午5点 

■ 抽签会／预定在7月26日（星期五）下午7点 

※ 抽签会场，将会在申请时进行说明。 

３．今立総合支所窓口をご利用ください 

请利用今立综合分所的窗口 
咨询处／市民福祉課 ☎0778－43－7812 

 

除今立地区以外的人也可利用。 

■主要业务／ 

● 住民票·户籍·税证明交付，住址变更手续，报户

口，印章登录，个人编码卡交付 

● 各种福利服务，介护保险的申请服务等 

● 国民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国民年金等

各种手续和申请 

● 市税的各种申报单和申请 

● 全部市税，后期高龄者·介护保险费，缴纳上下水道

费等 

※因为也有一部分业务仅限在总厅舍办理，因此办理前

请进行咨询。 

 

丢弃有害垃圾的方法 ４．有害ごみの出し方 
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南越清掃組合 ☎0778－22－2636 
 

无法取下充电电池，电子机器的处理方法 

扔移动电池和电子香烟等，无法取下充电电池的电子机

器时，请以‘有害垃圾’进行丢弃。 

如果错归为不可燃垃圾

等丢弃时，可能会着火

和冒烟。请遵守垃圾分

类的规定。 

 
1. 关于24小时便利店纳税证明的交付服务 

2. 募集市营墓地使用者 

3. 请利用今立综合分所的窗口 

4. 丢弃有害垃圾的方法 

5. 提前准备以防万一降临的水灾 

6. 長寿福祉課的通知 

7. 更新收费道路通行费的残障者优惠权了吗 

8. 关于补贴商品券业务 

9. 请尽早提交儿童补贴现状申请表 

10. 本期的健康信息 

11. 后期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通知 

12. 发放福井ミラクルエレファンツ正式比赛入场招待券 

13. 2019武生JC第61届地区论坛 in 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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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もしもの水害に備えよう 
6. 長寿福祉課からのお知らせ 
7. 有料道路通行料の障害者割引更新はお済ですか 
8. 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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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福井ミラクルエレファンツ公式戦入場招待券を配布 
13. 武生JC第61回地区フォーラム2019 ｉｎ 越前 

智能手机 电子香烟 

无法取下充电电池的 

电子机器属有害垃圾。 

移动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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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もしもの水害に備えよう 

提前准备以防万一降临的水灾 
在去年6月到7月间下得那场「平成30年7月暴雨」中、以西

日本为中心的广域范围内下了创下纪录性的大雨，发生了大

水灾 。为防万一之时将受灾程度降到最低，本期将为大家

介绍大雨、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防备以及紧急状况时应采取的

行动。 
 

请确认避难场所・避难路径 

为了能够在万一之时及时安全避难，请大家事前确认各自所

居地的避难所及到避难所的路径有无危险的地方。其次，和

家人提前商量好天各一方时的集合地也很重要。市府为了协

助大家确认避难所及平时的备灾，绘制了「危险度地图」，

请与家人及本地区居民一起进行确认哦。灾难发生时，通信

手段很可能会中断，最好提前商定好多种联系方式以备不时

之需。 

＊ 发生大规模灾难时，可以利用NTT提供的「灾害用留言电

话171」或各移动电话公司开设的「灾害用留言板服

务」。 
 

 

准备紧急便携品・储备品 

在平时就准备好紧急携带品并集中装到双肩背包里以备需要

避难时，说走就走。除此之外，请在家中及自家用车等处也

准备些储备品。 

清单 

●紧急便携品（例） 

☐ 水 

☐ 食粮 

☐ 便携式收音机  

☐ 手电筒 、急救包常备药  

☐ 衣服，线手套 

☐ 其他自认为有必要准备的物品(书、手机充电器等) 

●储备品（例） 

☐ 水（1人1天3立升） 

☐ 备灾食品 

☐ 便携式厕所 

☐ 手纸 

 

当灾难发生的风险性增加时 

及时收集信息，是防灾对策很重要的一环。要在平时养成利

用电视等媒体收集气象情报的习惯。当灾难的风险性增加

时，市会使用警报等手段通知大家避难。听到警报后，请及

时利用电视或市府网页等确认避难信息，并马上采取行动去

避难所等处以确保人身安全。 

丹南有线电视台生命线电子邮件（ライフラインメール） 

会为大家提供市府发布的紧急信息邮件。＜丹南有线电视台

生命线电子邮件（ライフラインメール） ⇒ HP （http://

message.t-catv.co.jp/）或是扫右侧的二维码进行登记。 

避难注意事项 

1. 穿易于活动的服装，尽量减少随身携带

物品 

2. 雨靴里灌进水后无法走路 ，避难时尽量

穿运动鞋 

3. 夜间看不见路容易发生危险，请尽早自

行避难 。 

4. 请不要开车避难(因为仅仅数十公分的浸

水，有可能造成发动机故障 ) 

5. 外出反而危险或是夜间能见度低时，请

到没有倒塌危险的建筑物2楼以上的高处

避难。 

6. 避难时，不仅限于指定的避难场所，也

可以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难。（如

亲朋好友家等）  
 

 

还要注意泥石流 
泥石流的发生，不像洪水那样可以根据水位

来判断，所以很难根据雨量来预测。 

居住在泥石流警戒区域或是山边的居民，要

留心尽早避难。 

 

危险前兆的例子 

● 土石流：山鸣；河水突然变得浑浊。 

● 滑 坡：地面出现裂痕；井水变浑浊 

● 崖 崩：山坡出现裂痕；有小石头从高处

掉落。 
 
 

※ 不要去现场

观望，危险！ 

 

 

 

 

 

 

 

 

 

 

 

 

 

 

 

请确认警戒等级并迅速采取行动 

2019年3月内阁府改订了「避难劝告指南」 

采用5个「警戒等级」来发布防灾信息。 
 

举例说明：当发布避难劝告时，会如是说

「○○地区发布了4级警戒避难劝告。请大

家开始避难」 

请根据清单点检一下家里的

物品，以便及时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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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寿福祉課的通知 ６．長寿福祉課からのお知らせ 

问询处／長寿福祉課 ☎ 0778-22-3784 

 

补助理发・美容服务的上门费（出张费）  

对于到家里来的理发或美容服务的上门费 ， 

政府将予以补助。 

■ 补助对象／已认定的要护理度３～５的在家要护

理者 

■ 补助额／一次2000日元（一年最多3次） 

■ 补助条件／ 

● 仅限于理发・美容服务的「上门业务」所需费

用。理发美容本身的费用，以及实际上门费与补

助金额之间的差额由本人负担。 

● 上门服务地仅限其住所（养老院等地的上门服务

不在范围内） 

● 同一住所同一天上门服务时，多人实施理发・美

容时，从第3名开始补助费为1000日元。 

■ 申请方法／请本人或家人，其护理员提出申请。

详情请参阅市网页或垂询我们。 
 

援助在家护理用品的购买费用 

政府将援助一部分护理用品的购买费用。符合条件的

人请提交第1期（4月～6月）的申请表。 

■ 援助对象／市内在住、需要护理的家居老年人

（平时使用纸尿裤、且要护理为2级以上的人） 

■ 申请期限／6月28日（星期五） 

■ 申请必携／申请表、印章（橡皮印章不可）、 

   使用者本人名义的存折（只限初次申请时） 

※每季度都需要申请。  

※受理新的申请，详情请垂询我们。 
 

“介護保険負担割合証”将变更 

从8月1日开始“介護保険負担割合証” （证的颜色

到7月为止是桃色，8月开始为黄色）将变更。7月中

旬会给大家邮寄新证。从8月1日开始请将新的“介護

保険負担割合証”（黄色）和“介護保険被保険者

証”（兰色）一起提交给提供服务的单位。 

７．有料道路通行料の障害者割引の更新はお済ですか 

更新收费道路通行费的残障者优惠权了吗 
问询处／社会福祉課 ☎ 0778-22-3004 

 

更新手续在有效期的2个月前就可办理。使用ETC和

不使用ETC时，所需材料不同，请事先垂询我们。 

■ 对象／ 

● 有残障者证并自己开车的人 

● 残障者证或疗育证记载有「第一种」字样并由

其护理人开车的人 

■ 申请处／社会福祉课或今立综合支所市民福祉课 
 

 

８．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事業について 

关于补贴商品券(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业务 

问询处／社会福祉課 ☎ 0778-22-3004 
 

为了缓解将在10月份上涨的消费税率给低收入居民

及育儿家庭的消费带来影响，政府决定销售附带补

贴的商品券。 

商品券销售及使用期（暂定） 

■ 商品券销售期／2019年10月1日（星期二）～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 商品券使用期／2019年10月1日（星期二）～

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详情请确认市府网页，广报7月号也将登载。 

警戒等级 提示行动信息 居民应采取行动 

５级警戒(警戒レベル５) 灾害发生信息 优先保命 

市 ４级警戒(警戒レベル４) 避难劝告・避难指示（紧急） 全员避难 

３级警戒(警戒レベル３) 准备避难・老年人等开始避难 老年人等避难・其他居⺠做准备 

２级警戒(警戒レベル２) （大雨等）注意警报 确认避难行动 气

象

台 
１级警戒(警戒レベル１) （大雨等）警告级别的可能性 充分做好心理准备 

※ 根据灾害发生的实际状况，会有不按上述等级而发布信息的情况。望理解！ 

９．児童手当の現況届はお早めに 

请尽早提交儿童补贴现状申请表 
问询处／子ども福祉課 ☎0778- 22-3006 

 

我们会在6月中旬给符合条件的居民邮寄通知。

收到后请确认内附指南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现状

申请表及所需资料。请大家一定注意，忘提交的

话、6月份开始发放的儿童补贴将被停发。 
 

■ 提交期限／6月28日（星期五） 

※电子申请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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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福井ミラクルエレファンツ公式戦入場招待券を配布 
发放福井ミラクルエレファンツ 

正式比赛入场招待券 
咨询处／スポーツ課 ☎0778－22－7463 

 

8月4日在丹南综合公园棒球场内将举行福井ミラクルエレ

ファンツ与福島レッドホープス的球赛（下午1点开始）。

以越前市民为对象，在以下场所发放入场招待券。 

● 发放场所／①スポーツ課（分厅舍2楼）②今立総合支所

地域振興課 ③ＡＷ－Ｉスポーツアリーナ 

● 发放期间·时间／6月24日（一）～8月2日（五）①②平

时 上午9点～下午5点 ③上午9点～下午9点 

※每人最多可领取4张，以先到顺序进行领取。 
 

１３．武生JC第61回地区フォーラム2019 ｉｎ 越前 

2019武生JC第61届地区论坛 in 越前 
咨询处／武生青年会議所事務局 ☎0778-23-0650 

 

可以品尝当地美食，体验捉鱼，碳烧烤和体验传统文化

等。在文化中心，有「地区经济×ＳＤＧｓ」的演讲会和

迎来相声演员「次長課長」的河本準一先生。还有举办

「与未来相关的防灾项目」公开座谈讨论会。 

● 时间／7月6日（星期六）上午11点～下午4点 

● 地点／武生中央公園多目的グラウンド、文化センター

大ホール  

● 参加費／免费 

本期的健康信息 １０．今月の健康情報 

咨询处／健康増進課 ☎0778－24－2221 
 
 

免费牙科健康诊疗通知 
 

■ 2019年度对象者 

41岁 · 46岁 · 51岁 · 56岁 · 61岁 · 66岁 · 71岁

（2020年4月1日时的年龄）符合以上年龄

者，将邮送受诊券。请在市内牙科医院接受

诊疗。 

 

免费风疹抗体检查・预防接种 

伴随全国风疹患者的增加，特别对于1962年4月

2日～1979年4月1日出生、抗体保有率较低的男

士为对象实施3年的免费风疹抗体检查及预防接

种。 

本年度已在6月上旬给1972年4月2日～1979年4

月1日出生的男士邮寄了体检券。收到体检券

后，请先进行抗体检查。 

※ 1962年4月2日～1972年4月1日出生的男

士、需要体检券的请垂询我们。 

预防由蚊子传播感染症 

像登革热或寨卡病毒等是由蚊子传播的感染症，其特

点是一旦发烧就会全身出疹子。因其目前没有有效的

预防接种，所以预防方法就是要避免被蚊子叮咬到、

这点很重要。孕妇（或有怀孕计划的人）请不要涉足

感染病流行地区。 

■预防对策／ 

 ① 要防止蚊子繁殖 

● 清除积水以防蚊子幼虫的生成 

● 供洒水用的蓄水要定期更换并清扫蓄水场所 

● 清除杂草，让蚊子无处可居 

 ② 要防止被蚊子叮咬 

● 到户外时穿长袖长裤 

● 使用防蚊喷剂 

● 安装纱窗纱门以防蚊虫进入室内 

 

请留心别食物中毒 

要想预防食物中毒，就要遵守不让食品沾染病菌、不

让已附着的细菌繁殖、杀菌三原则。 

其次，从梅雨季节到夏季这段时期、由于持续高温多

湿易于细菌繁殖、烹饪后要尽早食用。 

１１．後期高齢者医療制度に関するお知らせ 

后期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通知 

问询处／保険年金課   ☎ 0778-22-3002 
 

2019年度的保险费将重新改定。 

均摊比减轻比率的变更 

■  对象／同一家族的总收入等在33万日元

以下，而且家族内的被保险成员全员其

仅养老金收入在80万日元以下的人。 

■  变更点／2019年度均摊比（4万5千日

元）从减轻90%变为减轻80%。 

均摊比减轻基准额的变更 

■  对象／同一家族的总收入等在（33万日

元＋基准额×归属于同一家族的被保险

人数） 

■  变更点／ 

● 均摊比为50%减轻对象人 

 基准额从27万5千日元为28万日元 

● 均摊比为20%减轻对象人 

 基准额从50万日元变更为51万日元 

※详情请确认将在7月份邮寄的后期高

龄老年人医疗保险费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