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欢迎来到射水市！～ 
射水市大体位于富山县的中央，在大自然的绿色、湿润环境的包围下拥有着海、河、丘

陵地带。这里的历史以及传统被列入文化遗产。这里不仅有充满活气的商业、工业、农

业、渔业，还是一座浓缩于设备齐全的文化、文教、医疗等的城镇。 



【射水市的概要】 

射水市，位于邻接县内东西两大都市富山

市和高岗市的县中央位置。土地半径约

7km，面积为 109.43km
2
,大约占县土地面积

的 2.6%。 

【射水市的市章】 

射水的第一个文字「い」用于   

表现闪耀的日本海而设计 

 

TEL 0766-51-6600办公时间  月～金曜日【周一～周五】 早 8点 30分～晚 5点 15分 

（市役所的一部分周日开门。详细情报请咨询市民课） 

 

新凑地区办事处 

TEL  82-1964 

（新凑消防署内） 

射水市本町二丁目 13番 1号 

小杉地区办事处 

TEL  57-1636 

（旧小杉保健中心内） 

射水市户破 1032番地３ 

大门地区办事处 

TEL  52-7397 

（儿童教育综合支援中心内） 

射水市二口 1081番地 

下地区办事处 

TEL  59-8094 

（下村交流中心内） 

射水市加茂中部 838番地 2 

在地区办事处，可进行简单的咨询及发行各种证明书 

射
射
水
市
政
府

总官署厅 射水市新开发410番地1

议会事务局、企划管理部、财务管理部、市民生活部、福祉保健部、

教育委员会、监察委员事务局、会计管理者

大岛分署厅 射水市小岛703番地

产业经济部、都市配备部、农业委员会事务局

布目分署厅 射水市布目1番地

上下水道部



手续篇 

市民课     0766-51-6621 

■住民登录  住民票复印件/住民调动申请表 

          住址变更时，请务必申请                                               

■登记 申报  出生登记       婴儿出生 14天之内报户口 

       死亡申请          确认死亡事实起 7天之内提交 

       婚姻申请/离婚申请   详细情况请向中国大使馆进行询问                      

■印章登录   印章登陆证明书     移居市外或移民国外的情况下，登录将被取消 

  赋税课     0766-51-6618 

税金 

■市民税       

向符合以下①和②条件的朋友征收赋税 

①1月 1日目前住在射水市的朋友 ②前 1年间有一定收入的朋友             

■轻自动车税  

4 月 1日目前拥有轻自动车（轻四轮车，摩托车等）的朋友请纳税 

富山运输分局（轻摩托、小型摩托）                        050-5540-2044   

轻自动车检查协会富山办事处（轻三轮、轻四轮、拖拉机）         050-3816-1852   

■固定财产税  1 月 1 日目前在射水市有土地，家屋需要偿还财产的朋友请纳税 

0766—51-6619               

保险年金课    0766-51-6628 

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 

         自己负担医疗费的 30%。 

         在留期间不满 3个月的朋友不可加入                 

■疗养费       在没有保险证不得已去医院看病时，支付的钱有可能返回一部分         

■高额疗养费     一个月间，自己负担的医疗费超出了一定限度时，超出的部分给与支付                                                        

 



■生孩子一次性补助费  

孩子出生时给与 40．4万日元的（在有妇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应的医 

                   院分娩时给与 42万日元）补助费                                       

■丧葬费        丧葬时给与 3万日元               

晚期高龄者医疗保险 

■晚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证 

      负担缴纳的医疗费，根据收入所得需缴纳 10%或 30%。 

                  在留期间不满 3个月的朋友不可加入                                                       

■疗养费       在没有保险证不得已去医院看病时，支付的钱有可能返回一部分               

■高额疗养费      一个月间，自己负担的医疗费超出了一定限度时，超出的部分给与支付 

■丧葬费       丧葬时给与 3万日元。                                       

■晚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缴纳次数：8次（7月开始到第二年 2月每月都交） 

缴纳方法：缴纳书或者从银行转账  

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被保险者的申请 

（资格更新取得、住址变更） 

在日本的公司工厂工作时，加入的是厚生年金。加入手续由日本公司工厂办理。 

 

缴纳对策课   0766-51-6620 

纳税 

税金的种类 纳付次数 纳付月 纳付方法 

市民税 4次 6月，8月，10月，次年 1月 纳付书或银行汇款 

公司员工从每个月的工资

中控除 

轻自动车税 1次 5月 纳付书或银行汇款 

固定资产税 4次 4月，7月，12月，次年 2月 纳付书或银行汇款 

国民健康保险税 8次 7月到次年 2月为止的每个月 纳付书或银行汇款 

 

 



                生活篇 

上下水道服务中心  0766-84-9642 

■开栓・闭栓・使用费   

开栓，闭栓的手续可以用电话解决。 费用支付方法：收费通知书或者从银行转账          

上水道工务课    0766-84-9645 

■水道出现故障时  

水龙头出现漏水时，请与指定给水装置工事的事业者联系维修。 

(株)北建           0766-54-6665 

■市营住宅 收入标准、同居条件等，具有一定的入住条件。 

环境课        0766-51-6624 

■扔垃圾的方法     

家庭垃圾分为「可燃性」、「不可燃性」、「资源性」请在收集日的早上 8点之前扔到居住

地方的指定收集处。「可燃性」垃圾请装入指定的垃圾袋内。                                           

■狗的登录 饲养狗时必须进行登录（一只狗 3000日元）                                        

■狂犬病预防针  

每年在动物医院进行狂犬病预防针的注射。有必要及时受取注射完了凭证。 

（一只狗发行的注射完了凭证需 500日元，注射预防针的钱要另外收取。）                           

■屎尿委托收集  

由于不可能当天进行收集，请事先联络。 

屎尿的收集费用支付方法：缴纳书或者从银行转账（收集后的下个月支付） 

射水市民医院    0766-82-8100 

内科、循环器内科、小儿科、外科、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皮肤科、泌尿器科、妇产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牙科口腔外科、麻醉科、放射线科 

  

射水警察局            射水市消防本部          国际交流协会   

0766-83-0110         0766-56-0119         国际交流事业    

盗窃・犯罪・交通事故 110        火灾・急救 119            0766-52-6811 



儿童教育・健康篇 

保健中心      0766-52-7070 

■发行母子健康手册  

怀孕时，请尽快接受医生的诊断，并提交「怀孕申请书」。在发行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还

将发行「妊婦一般健康診査受診票」「産婦健康診査受診票」等可用于县内医疗机构就诊的

手续。                                                                 

■婴儿幼儿健康诊察     

对 3～4 个月婴儿・1岁 6个月乳儿・3岁 6个月幼儿进行集团性健康诊察。另外，在县内医

疗机关对于 1岁未满的婴儿发行一般健康诊察受诊票。                                                 

■儿童抚育咨询  

 以婴幼儿及其监护人为对象，针对抚养・母乳咨询・辅食离乳等提供抚育相关咨询及辅导             

■虫牙预防教室 

以 1岁 6个月～3岁 6 个月的儿童为对象，每半年 1次共 5次进行氟素的涂抹，针对虫牙预

防的教室。                                                                                 

■父母教室    

对头胎孕妇及其丈夫，以提升怀孕・分娩・抚育的相关知识和意识为目标的教室。                                          

■孕妇产妇・乳幼儿家庭访问 

以孕妇产妇以及乳幼儿的家庭为对象，保健师・助产师将进行家庭访问。                                                      

■预防疫苗接种  

对于秘密部位、小儿肺炎球菌、B型肝炎、BCG、四种混合（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不活化 

小儿麻痹）、MR（麻疹・风疹）、水痘、日本脑炎发行预防疫苗接种券。请到市内指定医疗 

机关进行接种。                                                                             

■癌症检诊  为在射水市内有住所，在职场没有检诊机会的人实施各种检诊。              

 儿童抚养支援课        0766-51-6629 

■儿童补贴        抚养中学毕业前的孩子给与家长的补贴。接受补贴要进行认定申请。            

■扶助儿童医疗费   在射水市，对于中学毕业前的孩子扶助医疗费。 

①实物供给 

提示儿童医疗费受领资格证和健康保险证，在窗口无需支付医疗费 

 



对象年龄 实物供给指定医疗机构 

0岁 富山县内的医疗机构 

1岁～ 

中学 3年生 

吴西 6市（射水市，高岡市，氷見市，砺波市，小矢部市，南砺市） 

的医疗机构，富山大学附属医院，富山县立中央医院， 

富山县康复医院，儿童支援中心 

②支付偿还 

在以上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或没能提示儿童医疗费受领资格证时，先在窗口支

付医疗费，日后，去市役所办理支付偿还的手续。                           

■保育园   保育园是为保护者，监护人有工作或生病等时设立的设施。 

       根据地方的税金、儿童的年龄以及受保育的必要程度、收取保育费用。           

■幼儿园   幼儿园，教育上小学之前的幼儿。入园手续，在各幼儿园自行办理。 

             ・公立七美幼稚園・公立大門わかば幼稚園                                        

■认定儿童园     

认定儿童园是结合幼儿园和保育园的机能与特点为一体的为地方儿童提供支 

援的场所。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在认定儿童园办理，保育园的入园手续在市政 

府办理。             

・認定こども園海老江こども園・認定こども園小杉東部保育園 

・認定こども園太閤山あおい園・認定こども園あおい幼稚園 

・認定こども園第三あおい幼稚園 

                

学校篇 

 学校教育课      0766-51-6635 

■小学   入学前，对新入学的儿童进行健康诊断。 

另外「入学通知书」由入学的学校 1月末发送。 

■中学   「入学通知书」由入学的学校 1月末发送。            

■转校时 

转校到射水市或在射水市内跨校区搬家时，到市民课的異動受付窗口领取住民 

異動所需的书面材料。将此材料和转校前的学校所提供的书面材料一起提交到 

新学校。由射水市的学校转到市外的学校时，需在转校前办理转出手续，并受 

取需要提交到新学校的书面材料。    



射水市的吉祥物    

ムズムズくん 

 

 

本人简介 

出身地 : 水的国度 

居住地 ：水的国度 

性别：男 

出生年月日：2005年 11月 1日 

 

◆射水市的各种小知识◆  

市花               市树           市的花木 

                

长萼瞿麦          日本白蜡树        八仙花又名紫阳花 

 

   市的代表鱼         市的代表鱼         市的代表鱼 

 

白虾           西太平洋雪蟹          香鱼 

 

 

市的指南以外，还有多语言生活情报可查询 

http://www.clair.or.jp/tage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