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值平成 24 年(2012 年)2 月的市议会定期例会召开，市议会将对平成 24 年年度预算案等各项提

案进行审议，我在此向各位议员就新年度市政运营的一些想法做一下汇报。 

 

前言 

 

自从我有幸被赋予建设市川市的重托，全身心投入工作，已经历了 2 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这个朝向

下一个目标前进的关键时刻，回首去年一年的工作，另我不能忘怀、也不应忘怀的记忆重新浮现于眼前。 

 

平成 23 年(2011 年)3 月 11 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当时，正巧是市议会 2 月定期例会的召开期间。在

议会大厅，我们经历了从未体验过的剧烈震动。这次地震震源达 200 公里宽、500 公里长，强地震带来的巨

大海啸袭击了我国太平洋沿岸的众多地区，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今天，在受灾地区，

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仍未抚平。 

在我们市川市，也有 170 多名不得不远离故乡的受灾群众生活于此。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早一天恢复

平静的生活，希望他们能早日重现由衷的笑脸。 

 

我市因距离震源较远，没有发生危害生命安全的建筑物倒塌或大规模的火灾、海啸等灾害。但在以东

京湾沿岸为主的一些地区发生了地面液化现象，对市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了影响。 

 

随后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和随之产生的大量放射性物质的外泄，给日本社会和全世界带来

了不可估量的打击。 

 

此后，由于电力供应的紧张而实施的计划性停电措施，又给市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 

 

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年，每当我看到市民、自治会、以及企业、学校等单位一同努力推进的“绿色植

物窗帘”，我就深深体会到这证明了每个市民的节电意识的提高、每个家庭对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人们为

节电所做的种种努力。 

 

对受灾群众、受灾地的援助成为加深区域之间相互合作、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契机，对节电所

做的各种努力，成为每个市民、每家企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方式重新审视的契机。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契机，继续不断地做出努力。 

 

每一个人的努力最终会形成巨大的力量，从而为整个地区、为整个日本带来活力。 

让“Gambaro Tohoku”“Gambaro Nippon”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信念，同心协力，实现目标。 

 

去年，是让我们每个人重新认识到家庭、区域的纽带关系、和互助精神的重要性的一年。 

今后，相信支撑日本发展的一定还是自古以来我们日本人世代传承的真心真意、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1． 市政运营的基本方针 



  

    新年度市政运营的基本方针之一，即防灾抗灾准备。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市民的防灾意识有所提高。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防灾准备的宣传，同时应当注意

到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对提高区域抗灾能力日显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亦深感尽快强化行政危机管理能力的必要性。 

  

因此，为预防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首都直下构造型地震，我们应强化行政组织的体制，根据实际

情况改善本市的防灾计划，并积极推进各种减灾政策，把市川建设为抗灾害性强的城市。 

 

    基本方针之二，是努力建设新型城市。 

    在日本，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人口高龄化等社会问题，已经蔓延到一直以来人口不断增长的首都

圈地区。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市常住人口也出现与上年、前年同比下降的情况。 

 

    人口结构的快速高龄化和劳动人口的减少，不仅对行政工作产生影响，对普通市民的生活、企业的经

营活动等整个社会都将产生极大的的影响。 

 

 尤其，在我市的财政收入中，个人市民税所占比率较高，人口的变化会直接对政府行政运营产生影响。 

 

    今后，为了将我市建设为人们希望前来居住、希望长久居住的城市，要推进固有市区的环境整备措施，

同时结合以武藏野线沿线地区为主的城区化调整区域的特色，就该区域的土地使用、新城区建设等展开各

项讨论。 

 

    基本方针之三，是最终完成本市长期以来不断推进的建设中项目。 

    以平成 27 年(2015 年)完工为目标正在进行整修的外环道路工程等、各项已取得确实进展的城市基础设

备强化工程，将实现圆满结束。 

  

    都市计划道路 3 号线、4 号线、18 号线的整修工程、中小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抗震改建工程、废弃物处

理中心(Clean Center)的使用期延长改建工程、以及东京湾及浦安市川医疗中心整修工程、本八幡站北口 A

区的城区再开发建设工程等大型项目，将使我们生活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安全和舒适。 

    我们将全力以赴，圆满完成本市多年来的心愿，顺利实现以上项目的完工。 

 

同时，针对今后将不断增长的福利、医疗、教育等行政支出，必须建立可适应这一变化的行政基础，

对有限的人、物、财等经营资源进行有效分配，推进行政、财政改革。 

 

现行的行政改革大纲是从平成 21 年(2009 年)到平成 25 年(2013 年)末为止的 5 年大纲。由于市政所处

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在现行行政改革大纲到期的平成 25 年之前，提前 1 年，制定新的行政改革

大纲，建立可长期持续进行的财政运营基础。 



 

同时，进一步完善各种条件，实现我提出的“立足于市民的行政”这一政治信念。为及时听取市民的

声音，并作为市政宣传工作的一环，充分利用“市长意见箱”(市長目安箱)和市民需要（市民ニーズシス

テム）收取的意见，分析市民的需求倾向，并积极反应在了市政工作的各种政策措施中。 

 

具体如，在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我市将空气中测量出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数据公布在政府官方网站上，

但应市民要求政府提供更加简单易懂的数据的要求，通过向市民提供的 GIS“Ichi Annai”（いち案内），提

供视觉上一目了然的最新测量的数据。 

 

    要推进为市民着想的各项行政服务，需要了解不同年龄市民的不同需求，进行行政工作的宣传活动。 

比如，有小孩的家庭和老年人家庭的年龄构成不同，其各项需求也不同，他们对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

要求也有不同。 

 

此外，本市不同地区的发展历史多有不同，地区特色各异，行政工作还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求。 

    为了努力推进站在市民角度、站在不同地区角度的行政工作，在新年度中，将充分利用可直接传给政

府的市民声音，以及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居民迁入、迁出的社会动态等政府拥有的信息，积极开展各项

宣传，努力实现行政工作性价比的最大化，对整体行政工作进行有效管理。 

 

总人口减少等市川市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但我认为，我们市川市应该是一座可以给工作疲惫的

身心以休憩之所的适合生活的城市，是家人、朋友相聚一堂，感受温馨、愉快、舒适与安全的城市，是一

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并且，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可以在市川市充分发挥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作为人生舞台的主人公在

这里大显身手。 

 

2． 新年度的重点措施 

下面，由我就教育委员会管辖事项及新年度的重点举措进行陈述。 

 

新年度中，我们将充分利用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教训，积极采取“安全对策”保护市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健康，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育儿支援及治安防范的各项努力，建设使市民感到“安全放

心”的城市。并切实推进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整备，提高城市魅力，努力建设市民感到生活“舒适”

的城市。 

此外，进一步采取措施活化经济和区域社会的发展，加强个人与区域的合作，努力建设市民可充分

发挥各自能力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1) 安全对策 

为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健康，在新年度，主要在“震灾对策”及“放射性物质对策”的 2 个

方面，开展安全对策的工作。 

    



    首先，在“震灾对策”方面。 

    在今后有极大可能发生的首都直下构造型地震中，本市可能出现巨大的灾情。为了尽量减小受灾程度，

加强自主、共助相结合的地域抗灾能力，推进政府及相关机构互相合作的综合性减灾政策尤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为了在地震发生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成立由市长直接管辖的危机管理室，强

化危机管理体制。同时，在防灾计划时方面，有效借鉴东日本大地震的灾情及对策，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本市的防灾计划。 

 

    另一方面，在地震发生后，为实现及早的修复、重建，“紧急活动道路”的确保等要求区域之间建立协

作网络的工作不可或缺。 

    桥梁连接城市与城市，支撑着我们生活，同时也是灾害发生时作为避难通道的重要道路设施。 

    由千叶县实施建设的 Miaoden 桥(临时名称)，以及决定重建的 Gyotoku 桥及其他桥梁，将是地震发生

后的救援工作德不可缺少的重要道路设施。我们将强烈要求国家、县政府及早完成以上桥梁的整备工作。 

    此外，作为本市的安全对策之一，就本市管理下的 133 座桥梁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在新年度制

订“桥梁使用寿命延长计划”，进行高效率、高效果的修缮，提高桥梁使用寿命，并同时推进武藏野线过街

天桥的抗震化工程的实施。 

  

由于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市民的防震意识不断提高。在居民住宅的防震对策方面，就抗震诊断及住

宅抗震改建所需的费用、危险性混凝土砖墙等的拆除费用，将继续给予补助。 

在木造建筑方面，继续施行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开始的“木造住宅防灾改建推进项目”（木造住宅防

災リフォーム推進事業）的减灾对策补助，由专门人员实施“住宅安全咨询”（あんしん住宅相談）等工作，

进一步完善对地震灾害的准备工作。 

 

另，在保育园及课后保育俱乐部等设施中，完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食品及饮料水，改善灾害发生时的

紧急通信手段。 

 

本年度，为了使在地震发生时，因海啸发生而需临时避难的群众可在购物中心避难，我们与购物中心

的经营企业缔结了合作协定，同时作为“归途难民援助措施”之一，我们由与饭店经营企业签订合作协定，

以为因地震而无法回家的“归途难民”提供临时居所。以外，又与在灾害发生时可协助清理垃圾、瓦砾、

排泄物等的清扫业企业团体签订了援助协定。新年度我们也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与政府与民营企业

的合作关系。 

 

对抗震强度有不足的市政府办公厅，我们将实施市民所希望的未来办公厅的形象的民意调查，成立“厅

舍整备基本构想策定委员会”，在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厅舍整备基本构想”，并建立厅舍

整备基金。 

 

下面就“放射性物质对策”进行陈述。 

 



为了对放射性物质对策工作进行一元化管理，我市于平成 23 年(2011 年)11 月成立了放射性物质对策

担当室，采取了各种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对策。从新年度开始，将在危机管理室设置放射性物质对策课，进

一步强化相关体制。 

 

我们将继续对市内公共设施的放射性物质污染量进行测定，实施下水口的清扫、沙坑的管理、受放射

性物质污染的土壤、杂草的铲除等减少核污染的各项对策。将全市的追加被辐射量控制在 1年 1毫西弗(mSv)

以内。 

另外，开展有关放射性物质的市民讲座，普及科学的知识，传授家庭中可实施的减少核污染的方法。 

 

在学校及保育园午餐所使用的原料中，对使用频度高或季节果蔬等根据产地变化而大量购入的原料、

以及实际提供给孩子们的午餐饭菜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测，保障提供更加安全的学校午餐。 

同时，对市内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确保食品的安全。 

 

(2) 建设放心、舒适、有活力的城市 

在实现以上安全对策的基础上，接下来就“第 2 个基本计划”确定的城市建设 10 年目标－“放心、

舒适、有活力的城市”构想，做一下陈述。 

 

①  建设放心的城市 

首先是放心的城市建设方面。 

 

安全、放心是 2 个听起来类似的词语。但它们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安全”与否，是从类如放射性物质的数据、抗震建筑比率等客观角度进行的判断。 

 

而“放心”是主观感受，根据每个个人的想法、认识的不同，即使面对相同的状况也会在是否“放

心”上产生差异。 

       例如，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周密调查并采取相应对策，政府发布了“安全宣言”，但还是会有人感

到放心，有人感到不放心。 

 

我们认为，安全的城市仍应是今后全日本自治体努力建设的都市形象。 

那么，今后，在推进安全城市建设的同时，通过迅速准确地公开信息，建设市政与市民之间形成强

有力的信赖关系的放心城市，尤为重要。  

 

       只有在放心城市，人们才愿意在这里生育、抚养下一代，与家人共同在此生活，因此加强完善育儿

环境、教育环境的举措同样是建设放心城市的重要环节。 

 

     这里,具体谈一下解决保育园“待机儿童”(适龄，但因名额有限无法入园的儿童)问题的举措。 

 



        新年度，将新开设原木中山保育园“儿童之家”(kids stay-临时名称)，并扩建新井保育园，从

而增加 111 名入园儿童名额。 

        此外，新建将于平成 25 年(2013 年)4 月开园的东国分 2 丁目保育园和行德站前 1 丁目保育园分别

有 90 名和 60 名的名额，另外加上通过改建增加 10 名招生名额的牧场保育园，共可确保 160 名的新增

招生名额。 

 

       此外，考虑多样化保育的需要，在加强市政府认可的家庭保育员制度的同时，对将孩子托送在简易

保育园的父母给予一定补助，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另，为提高保育环境的安全性要素等，对满足一定标准的简易保育园发放补助。 

 

    作为新推出的“待机儿童”解决办法，在无法设置认可保育园，而保育需求又很高的车站周边地区，

为促进保育园的建设，讨论建立认证保育园制度的本市独自标准。 

 

    下面是关于学校午餐。 

 

    随着食品原料的价格上张，为避免午餐费的上调，继续实施以大米为主的食材实物发放制度。 

 此外，新年度开始推行新制度，对有 3 名以上儿童在中、小学就学的家庭，免除第 3 个孩子及以下儿

童的午餐费。 

 

    接下来是安全、放心的教育环境的完善政策。 

 

    关于中、小学校舍的抗震加固修缮工程，新年度将对 10 所小学 11 栋楼房及 5 所中学的 5 栋楼房进行

抗震加固修缮，对国分小学与第四中学将进行重建。 

 

关于其他公共设施的抗震加固修缮工程，本年度已开始的行德支所及市营住宅改造工程将继续进行，

新年度将开始对行德保育园、保健中心、北消防署曾谷支所、及市营住宅的 2 栋建筑进行改造。 

 

最后是安全防范的相关举措。 

 

为了建设市民可安全、放心生活的社会环境，制定“市川市暴力团排除条例”，致力于创造市民安稳的

日常生活及企业经营活动的健全发展的环境。 

    同时，由区域自身的力量进行的符合区域特色的安全防范活动日显重要，为加强与区域社区联合进行

的安全城市建设工作，将防止犯罪课从总务部移至市民部。 

 

    另外，大量没有得到适当管理的空置房屋，在安全防范、防震减灾、环境卫生等方面成为区域社会急

需解决的课题。为此，在新年度，将就空置房屋的管理办法制定本市独有的制度，努力提高区域社会的居

住环境。 

 



②  建设舒适的城市 

    下面是建设舒适城市方面的构想。 

 

我市朝着“健康城市 市川”的目标，在“健康”“合作”的主旋律下，努力建设理想的都市形象。本

年度，更具体开展了可以看到并亲身感受到的“园艺城市-市川”的工作项目。 

 

新年度中，将在企划部内设置花园化课，通过与市民之间的相互合作，推进提高市川市魅力的

各项业务。 

“园艺城市 市川”的具体工作包括，在市中心举办“花园节”、通过与“园艺城市 市川”的赞

助商协作搭建花圃，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提高城市魅力、推进源自市民的城市建设。 

 

在硬件建设方面、继续整备主要道路及车站广场的花坛。并通过市民的合作，将本年度已完工

的花坛建设为充满魅力的活动场所。 

 

干线道路的整备，是建设舒适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解决我本面临的南北交通网及流域下水道等积累多年的问题，积极推进都市计画道路 3号

线、4 号线及 18 号线的整修。目前已确保了 99%的整修用地，今后为了顺利实现平成 27 年(2015 年)

的完工目标，努力争取各方对本项目的理解和支持，继续推进项目的进展。 

 

此外，对都市计划道路 3 号线、4 号线、及 13 号线等县政府管辖工程，将继续提出要求，实现

原木高速路口为止路段的法人化。 

 

另一方面，就外环道路的建设，将继续与外环建设企业及千叶县等相关机构就工程进展等进行

细致调整，努力使相关下水道、道路等的硬件整备得以顺利进行。 

 

与主干道路同样重要的生活道路方面，本年度开始，推出了狭窄道路对策，对路宽在 4 米以下

的市政管理道路，如发生进行扩宽时建筑物、土地的退后所需费用、扩宽工程的测量、整修等费用，

由市政予以一定补助。今后将讨论进一步完善此政策，以更方便实际应用。 

 

另一个狭窄道路对策“真诚道路”（まごころ道路），于本年度刚刚启动。截止年度末共有 4 处

道路得到整修。新年度中，不仅要急需推进已经开始的优先交通线路的修整，还将征集市民的意见，

确定新的道路整修地点，在市民的合作下进一步推进道路整备工作。 

 

此外，道路沿途的电线杆，由于其所在位置占据人行道的行走空间，成为阻碍行人安全、顺畅

行走的障碍。我们将与相关企业进行协商，在公共设施等建筑物改建需要搬移电线杆、或在住宅开

发建设需要新设电线杆时，力争使道路电线杆移至公共设施占地内或个人宅地内。 

 

在京成本线沿线的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对京成八幡站周边地区、及位于市川真间站与国府站中



间地段的五方向交叉路口（変則五差路）进行了各种研讨。在新年度，为了收集市民的意见，将实

施市民民意调查。 

    在京成八幡站周边地区建设面临的课题－车站西侧的菅野 5 号铁路道口，为了保障安全步行的

空间，将按市道的标准扩宽铁路道口。 

 

③  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 

作为重点措施的最后一项就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 

 

 由于全球经济长时期不景气，加上日元的破纪录性升值，日本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影响东

日本大地震的灾后复兴。放射性物质外泄问题和不科学传言带来的商业损失，不仅对农水产品、对

我国的几乎所有产业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我市今后依然成为一座充满活力、使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

以放心生活城市，通过产业振兴活化区域发展尤为重要。 

 

我市在本年度，根据已开始实施的产业振兴基本条例，在作为消费者的市民的理解下，努力开

展企业、经济团体和行政部门的相互合作、共同促进产业振兴。 

 

区域品牌的构建，可充分利用地域资源、有效促进城市整体的活性化，为此我们将充分利用“市

川之梨”品牌，提高本地区物产的市场价值，全力促进其他农产品的品牌化。 

 

同时，通过市川物产商品目录及举办各种活动，积极宣传市川港产的鱼和海苔等产品，进一步

活化地域经济的发展。 

 

为扩大企业的销售渠道，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于本年度举办并获得强烈反响的“商业提案发布

会”，计划在临近市区的协助下扩大实施范围，促进更广泛区域内的企业间的相互合作。 

 

在商店街的振兴计划方面，由于商店街街灯兼具为城市提供照明的功能，由市政对商店街街灯

LED 化、商店会举办的活动经费等进行补助，以整备城市环境，支持区域活动。 

 

在都市农业振兴举措方面，为了建立长期从事农业的环境，今后将进一步完善“市川市农业振

兴地域整备计划”，确保优良农业用地的保护地区。 

         同时，为推进环保型农业的发展，对减少农药、化学肥料使用的高持续性农业生产方式、对为保

护周边环境进行的防止农药扩散工程，将继续给予补助。 

         由志愿成为农业帮手的市民成立“Ichikawa Ennotai”，在农忙期进行志愿活动，以缓解农户缺

少继承人、农业从业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对水产品的产出港市川渔港，将改善老朽设施，同时为确保地震和潮汐来临时防波堤的安全，促



进市民与渔业人员的交流、创建市民亲近海洋的活动场所，新年度中将进行具体制定实施计划。 

 

在雇用政策方面，去年市川职业介绍所“Hello Work”与市川市工商会议所共同举办了就业见面

会，新年度将扩大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前来参加，促进用工市场的扩大。 

 

平成 21 年(2009 年)10 月设立的 I-link Town 展望台，自开设以来已迎接了 50 多万人前来。新

年度中，将增加介绍、销售本市及临近地区的观光景点及物产的购物角，开设咖啡休息厅，进一步完

善观光、休息设施。 

 

去年，由于地震的影响被迫中止的市川市民纳凉烟火大会，将重新举办。大会开始 3 周前，将与

区域“祭典”联合举办“烟火大会复活节”等产业振兴活动。其中将包括品尝不同饮食店小吃的

“Ichikawa Baru”（市川バル）和销售地区特产的“Ichikawa Ichiba”（市川マルシェ）。 

  

接下来使有关创建有活力的城市方面。 

对本八幡站北口 A 区的城区再开发工程，以住宅楼、商业楼的建筑工程为主，为了保证工程的确

实进展，将继续给予技术支持及项目费用的补助。 

 

在城市建设的新举措方面，在由城区化区域环绕的城区化调整区域，根据我市城市建设的蓝图，

结合该区域的特色，具体研讨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准许道路建设等土地使用方法。 

 

就武藏野沿线的城区建设，结合东北部地区拥有水、木、农等魅力资源的整体的情况进行市场宣

传，探索项目效果及可能性。 

 

在外环道路市川市区路段整修工程进行过程中，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争取在跨境道路上的

“Mitinoeki”服务站（道の駅）－这一提供休息场所、传发信息、并承担地区合作功能的地方，宣

传我市的魅力，充分利用地区资源吸引更多来客、促进交流、并提供抗灾功能。更进一步就具体实施、

摊点设置进行磋商。 

 

        就一直在进行讨论的外环道路的入口－原木/高谷地区的原木 2 丁目土地区划整理问题上，将继续

支持为实现法人化而与土地所有人进行的协商。 

 

最后，是有关行德临海地区的城市建设。 

“三番濑”滩涂，不仅是我市、也是首都圈地区所保留的珍贵历史财产。为了滩涂的再生和保护，

计划建设提供市民接近海洋的海滨设施，在盐滨 2 丁目护堤前铺洒沙子，继续要求县政府协助，重现

滩涂原貌。 

 

此外，连接上述三番濑与行德近郊绿地的盐滨地区，既有不可多得的自然环境，又具备距离东京

市中心交通便利的特点。为充分利用这一良好的地理环境，建设新型城市，根据土地区划整理项目，



做为第 1 期先行工程地区，在盐滨 2 丁目的市川盐滨站南侧约 12 公顷的土地上开始基础设施的整备，

为此将与相关机构进行协商。 

 

区域社区完善工程方面，都市公园、运动设施等的整备已有计划，将继续就未收购用地进行交涉。 

已经开始整备工作的区域内少年棒球场，将于 4 月开始运营。 

 

3． 新年度的主要措施 

以上就新年度的重点举措作了陈述。接下来就新年度的主要政策，按照综合计划的 5个基本目标依

次做一下说明。 

 

（真正感受到富足的城市) 

首先，是为建设“真正感受到富足的城市”所推出的措施。 

建设一个让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市民，都可以感受到充满梦想和活力的高品质生活的城市，非常

重要。为此，要重点加强以保健、医疗、福利为主的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的实施。 

 

在确保区域必须的医疗设施方面，已实现民营化的东京湾及浦安市医疗中心拥有 18 个诊疗科室的

新医院将于 4 月份开始运营。随后，将阶段性完善医疗内容，扩充急救、孕产科等诊疗内容。 

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的政策方面，建设让市民终生都可放心居住、健康居住的环境尤为重要。 

继续实施孕妇与婴幼儿体检制度，努力实现孕妇、婴幼儿疾病的早期发现，使孕妇可以放心生产、

母亲可以安心育儿。还将继续实施针对成年人的体检、癌症检查、肝炎检查等制度，实现疾病的早期发

现，促进市民的健康管理。 

 

在防疫接种方面，多年来独自实施的腮腺炎接种年龄将由目前的 2 岁降至 1 岁，进一步扩大接种实

施范围外。另外，从本年度开始对子宫颈癌症预防接种、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hib)、小儿肺炎球菌

疫苗的接种将实施全额公费负担。 

 

有关儿童政策方面，为了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减轻抚养人的经济负担，将继续实施对新生儿至初

中 3 年级儿童的医疗补助政策。 

 

儿童虐待案件的增加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和生命安全，需要对相关儿

童和家庭给予各种支援。 

针对儿童虐待问题，除继续坚持与相关机构合作，迅速做出适当反应外，为了提早发现虐待问题并

开展预防启发活动，将在儿童家庭综合支援中心，就儿童和育儿问题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新年度开始，将建立育儿援助网站，该网站可通过手机轻松登录，不仅提供行政、保育设施的相关

信息、还包括非营利机构、育儿活动小组等民间育儿支援组织的信息。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将在

第一时间发布有效信息。 

 



在针对老年人及身障人士的福利政策方面，结合区域特色开展区域互助福利尤显重要。 

根据本年度进行的市民民意调查分析结果，本着建设区域内互扶互助的社会结构的目的，制定“第

3 期市川市残障福祉计划”。 

 

对市内 14 家地区社会福利协议会为主运营的区域护理服务体系，在新年度，将充分利用宫久保、

下贝冢地区商店街的闲置店铺支持其活动，并通过提供同一地区内居民日常聚集、交流的场所，努力建

立居民之间互扶互助的福利社区。 

 

老年人政策方面，新年度，社会福利法人运营的“特别护理老人之家”（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将

在柏井町新建 2 家，共增加 150 个床位。 

根据新年度开始实施的“第 5 期市川市老福祉计划及护介理保险事业计划”，将增加 24 小时定期巡

回、随时提供服务等制度，进一步充实家庭护理援助制度。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利用护理保险的人越来越多，为此，除增加相应的设施设备，充实护理服务外，

新年度还将对护理保险费进行修订。 

 

在残疾人政策方面，举办针对失语症患者的“失语症患者交流技巧讲座”（失語症会話パートナー

の養成講座），同时制作向残疾人提供的外出活动地图，标注设有多功能卫生间(可供残疾人使用)、轮

椅用电梯、及轮椅用斜坡等无障碍设备的市内公共机构及大型商业设施。为残疾人的外出提供帮助。 

 

当今时代是一个追求丰富精神生活和生活品质的时代，为了健康生活和寻求人生价值开始体育运动

的人越来越多。 

为此，我们计划推进体育设施的修缮与整备，例如更新国府台球场老朽的计分显示屏等。 

同时，因我市不断对县政府提出要求，4 月份新成立的县立特别支援学校－市川大野高等学园的棒

球场将改为由我市管理，并向市民开放。 

 

有关教育方面。 

为提高学校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进一步完善学生的学习环境，推进具备电子黑板功能的投影器进

行教学的学习支援系统的普及，及可进行出勤统计、成绩处理、成绩表制作等校务支援系统的进一步完

善。 

 

同时，为推进各中、小学校的特色环保活动和再生节能活动的开展，继续针对学校进行环境 ISO 认

证,。新年度计划认证 5所学校，截止平成 25 年(2013 年)计划使所有学校获得认证。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市与美国加迪纳市缔结友好城市正值 50 周年纪念，双方将派代表实现互访。

同时，就我市与法国伊西莱穆利欧市缔结友好城市的协定将继续进行相关协商。 

由于地震影响而延期的“市川德国节”，将通过罗森海姆市的官方代表团的访问，实现活动的正式

举办。 



 

(培养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艺术的城市) 

接下来，是力求建设“培养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艺术的城市”的措施。 

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切身体会到历史的长河中孕育出的市川文化和艺术，非常重要。 

 

文学馆(临时名称)的整修工程上，为实现平成 25 年(2013 年)的开馆运营，将对“终身教育中心”（生

涯学習センター）所在的 2 层和 3层进行改建，并推出各种展览，介绍与我市有渊源的文化界人物。 

 

在艺术及文化的振兴方面，为了加深市民对市川文化的了解，除继续在芳泽花园画廊举办“市川的

文化名人展”和“市川市收藏作品展”等展览外，还将开展“中国分地区巡回展”（中国分地区街巡回

展）等。 

 

东山魁夷纪念馆，自平成 17 年(2005 年)开馆以来，迎来了 20 多万人前来参观，新年度中，将举

办“东山魁夷 川崎铃彦 二人展”（临时名称）的特别展览。 

 

市史的编撰、编订方面，将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继续历史、民俗、自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和资料收集。 

 

(安全、舒适、有魅力的城市) 

接下来，是建设“安全、舒适、有魅力的城市”的相关措施。 

 

由于地震灾害的影响被迫中止的 9都县联合防灾训练，将在新年度予以实施。训练将以江户川河岸

地、市内小学、县立现代产业科学馆等设施为演习场地，并动员众多市民参加，进行初期应急训练、海

啸发生时海岸附近的避难训练、及无法回家的“归途难民”训练等。 

 

消防方面，在充实、强化消防体制日显重要的情况下，将更新、强化消防车辆等装备，并同时推进

将于平成 25 年(2013 年)开始的消防指令业务的共同运营、及消防急救无线设备的数码化工作。 

 

在下水道的修护方面，作为强降雨对策之一，在浸水受害频发的市川南排水区，调整横贯排水区的

外环道路修整工程的进展，推进排水干线的整修及大和管道整修等建筑工程的进展。 

在污水处理方面，将推进西浦处理区及江户川左岸处理区的整修工程。 

 

在汇流式下水道改善项目方面，将实施菅野下水终端处理场的蓄雨池、高速过滤设施建设工程等项

目。 

 

在治水、防浸水政策方面，将对一级河流大柏川由滨道桥至镰谷市境内的约 1.6 公里的河段进行扩

宽河道工程。对真间川流域的排水干线水路的改建将继续推进相关工程的进展。 

 



为提高“西部公民馆”的使用便利性，将在西部公民馆增设电梯。 

在大野公民馆，也将增设电梯并扩建研究室，力争实现平成 25 年(2013 年)的完工。 

 

(人与自然共存的城市) 

下面是建设“人与自然共存的城市”的措施。 

因地震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电力消耗型生活方式。新年度中，电力供应

不足的问题依然值得担忧，节电的行动可以说与发电同等重要。今后继续节能活动，减轻环境负荷是我

们工作的重要课题。 

根据平成 22 年(2010 年)4 月修订的<<节能法>>，本年度，我市为推进主要设施的节能工作，就空

调设备的使用制定了具体管理标准。新年度，电力价格有可能上调，其他公共设施也应制定相应的管理

标准，恰当使用空调等设备，或进行设备更新，积极实现能源使用的合理化。 

 

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工作方面，继续对个人住宅设置太阳能发电装置给予一定补助，并通过可再生能

源装置设备进行环保教育，通过宣传手册、宣传报、市政府官方网站等各种渠道对环保的重要性进行宣

传启发。 

 

我市拥有国府台的斜坡林和大町自然观察园等珍贵、丰富的自然遗产。珍惜自然环境，为各种生物

提供生息繁衍的环境，同时将这个保护环境的人物传给下一代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使命。 

 

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为制定“生物多样性地区战略”，组织专业人员开办各种演讲会和论坛，在

加深市民的理解、听取市民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方案。 

 

在绿色植被的保护和增生方面，根据与市民共同制定的国分川蓄水池上方利用计划，利用中央部分

的上方建设多目的广场；按照市川市绿色植被基本计划，将河岸部分建设成附有魅力的绿色空间。 

 

 

废弃物处理中心方面，为使其功能持续到平成 35 年(2023 年)而进行的强化工程，在保障稳定操作

的前提下，将按计划推进，力争实现平成 25 年(2013 年)的完工。 

 

另，有关废弃物的处理，导入了家庭垃圾的 12 种分类回收体系，有效实现了垃圾总量的减少。我

们将继续进行减少垃圾的宣传启发活动，以及 3R(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宣传活动。实现垃圾总

量的减少，同时确保垃圾最终处理的用地。 

 

(市民与行政共同构建的城市) 

最后，是建设“市民与行政共同构建的城市”的措施。 

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地域经济的发展等，仅靠行政提供公共服务已难以解决的课题日益增多。作

为新型公共管理方式，与各种各样社会机构及个人进行相互协作非常重要。 

本年度实施的“园艺城市 市川”项目，就是通过市民、企业与行政的相互合作，从而推动了项目



的进展。 

 

对自治会活动的援助方面，自治会为防止犯罪的发生，计划在新年度增设的 1300 个安全防范路灯

所需经费将得到部分补助。其中 600 个新设的路灯更换为节电效果高的 LED 灯。 

另外，在自治会的集会设施上，市政将继续补助集会用建筑的修整经费，并建立对新购入土地的补

助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自治会援助体制。 

 

对市民活动的援助方面，新年度将迎来实施第 8 年的“1%支援制度”，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将在

听取市民及市民团体的意见的同时，展开广泛讨论。 

 

在新年度中依然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的宣传工作方面，为进一步扩大通过电子邮件广泛征集市民的意

见的“在线监督制度”（e-モニター制度）的注册人数，新增监控系统的简易注册功能。 

 

为了提高市民使用去年 12 月有超过 10 万人提交的居民基本台账卡的方便性，提供可在全国的

7-Eleven 便利店发行“住民票”副本及印鉴登录证明书的服务。4 月份开始，将通过便利店向市民提供

纳税证明书及户籍证明书的发行。 

 

以上，就是新年度我市的重点措施和主要措施。 

 

总结 

 

从我市浩浩荡荡流过的江户川，因江户时代的一大工程－在野田附近对利根川的分流，成为从铫子

到东京湾的重要水路。 

物资搬运要道、人员的频繁往来、以及农业用水的保障使江户近郊的城市功能得到飞跃发展，以行

德地区为主的沿江户川沿岸城市出现了众多集货市场，昌盛一时。 

 

目前，正在进行的外环道路整修工程，是现代社会流通及交通等众多网络的再构建工程，是我市面

临的本世纪一大工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年度的施政方针中，主要提出了建设抗灾害性强的城市、着手新型城市建设、

确实推进已实施工程的三项基本方针。 

我深信，这三项基本方针正如翻土施肥、向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是让精心培育出的花枝开出美丽

的花朵，是可以向后人引以为傲，迈向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市川市的一步。 

 

新年度的市政预算中，一般会计预算项目，比上年增加 0.9%为 1,388 亿日元，特别会计预算项目，

虽废止了市川站南口地区再开发项目的特别预算，但因国民健康保险、护理保险等保险支付费用的增加，

整体比上年增加了 3.4%达到 762 亿 6,900 万日元。 

 



一般会计、特别会计、官营企业会计的预算总额，共比上年增加 1.7%，达到 2,129 亿 8,000 万日

元。 

 

以上为我市新年度的施政方针的内容，希望能得到所有市民及各位议员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