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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在入间市官方网站获取关于 VOVID-9 的最新信息
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新冠肺炎的不确定信息。其中还有会带来种族歧视以及偏见的内容。请您不要参与不确定信息的
传播。
入间市政府开设了新冠肺炎最新信息专门网站，并在网站上公开了市内确诊阳性病例的报告。打开网站您可以利用 googl
e 翻译确认信息。
（http://www.city.iruma.saitama.jp/shisei/bousai/1010191/index.html）另外，入间市国际交流协会在 F
acebook 上用简单的日语或和英语定期发送与外国籍市民相关的信息。点赞即可随时接收最新信息。请您检索「＠isociety20
12」
如果有疑似症状时，请向以下部门咨询。 埼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县民支援中心0570-783-770
※包括周六、周日、国民假日 24 小时对应

关于 COVID-19（新冠肺炎）补助金的信息

在留期限更新手续期限 延长 3 个月

作为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居住日本的市民的紧急支援措
施，政府公布给 2020 年 4 月 27 日为止已经在日本进行居民
登记的所有人，不分年龄和国籍每人分发 10 万日元的补助金。
政府现与各地区政府协助正在筹备申请手续。
现在
（4 月下旬）
的状况是尽量在 5 月份寄送给每户户主申请表格，填写好必要
信息（户主的银行账号等）
，附上身份证件再邮送到市政府。详
情有待今后决定。
最新信息会在市里的官方网站（内容是日文，可以利用
Google 翻译功能）或者入间市国际交流协会的 Facebook（日
语和英语）上公开。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感染扩散，出入
国管理局公布，在留期限更新申请期
限延长 3 个月。 例如，在留期限为 5
月 15 日的话，在 8 月 15 日之前来办
理手续即可。此次延长措施限 3 月、4
月、5 月、6 月为期限的人员（现阶段）和持有短期签证资格
的人员。 另外，现在品川的东京入国管理事务所为了防止感
染的发生，设施内会有入场限制。办理手续需在外边等候。
咨询：出入国再留管理厅
（http://www.moj.go.jp/content/001316300.pdf）
市民负担有多少呢？
平均每人缴纳税金：Total 144,000 日元

2020 年度市预算开始执行 不老川堤坝修缮工程
入间市开始执行了 2020 年度预算。虽说市民税收会有少许增加，但社会保障、育
儿支援、不老川防止泛滥的堤坝修缮工程以及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将会有大幅度增加。
随之 2020 年的一般财务预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为 439 亿日元。这里包括投资支出

市民税

65,000 日元

固定资产税

63,000 日元

都市计划税

9,000 日元

烟税

5,000 日元

轻型汽车税

2,000 日元

市民得到的恩惠又是多少呢
(人均消费):Total 298,000 日元

的有不老川堤坝修缮工程、产业文化中心的回收以及市里防灾无线的数码化等等。
此次预算是 3 月份的计划，是现在的新冠肺炎危机的影响还未编入的数字。

节假日值班医院

民生费

130,000 日元

总务费

40,000 日元

教务费

31,000 日元

土木费

28,000 日元

卫生费

25,000 日元

公债费

25,000 日元

消防费

13,000 日元

其它

5,000 日元

在下表所示日期家属患病或受伤时，请到所示医院就诊。
可以利用保险的医疗为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和下午 1 点至 5 点。 就诊前请打电话咨询。本服务以无需住院的患者为对象。

5/10
5/17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小林医院（内科）

宫寺 2417

04-2934-5121

入间心脏医院（内科）

小谷田 1258-1

04-2934-5050

原田医院（内科、外科）

丰冈 1-13-3

04-2962-1251

丰冈第一医院 外科

黑须 1369-3

04-2964-6311

西武入间医院 内科

野田 3078-13

04-2932-1121

金子医院 内科

新久 680

04-2962-2204

丰冈整形外科医院（外科）

丰冈 1-7-16

04-2962-8256

原田医院（内科、外科）

丰冈 1-13-3

04-2962-1251

5/24
5/31

急救电话咨询 24 小时 365 天可以利用。 请按电话键＃ 7119 或 048-824-4199。护士会就伤病，给予是否需要去医院治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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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取消的活动

健康福祉中心
关于婴幼儿体检和 BCG 注射日程的通知
受新型冠状肺炎感染扩散的影响，原定 3 月和 4 月
在健康福祉中心举行的婴幼儿体检和 BCG 注射以及育儿
教室的日程被迫变更。这些活动的日程还没有具体确定。



入间市戏剧节：原定 5 月 6 日



福祉交流节



狂犬病预防接种：原定 5 月 16 日



入间育儿节：原定 5 月 24 日



AMIGO！春季活动：原定 5 月 30 日

今后会以邮寄的方式通知预定体检和注射 BCG 的相关家



市民清扫日：原定 6 月 7 日

庭。咨询：地域保健科



青少年相扑：原定 6 月 14 日



狂言 AT AMIGO！
：原定 6 月 13 日

基本上 5 月、6 月的活动全部取消

国际交流协会的活动日程变更

近 期 活 动

日语教室：国际交流协会在产业文化中心和西武图书馆举行的日
语教室的开学日期将延期到 9 月 12 日和 9 月 9 日开课。
去横须贺的巴士旅行：原定 5 月末举行的一日游巴士旅行将延
期至 11 月 28 日。这次旅行将探访三浦半岛的横须贺看美军军
舰和美丽的大海。
I_HOP 学习会：春假期间的学习会取消。暑假期间的学习会未
定。

入间市所有中小学第二学期将提前开学
为了丰富授课内容，入间市内所有的中小学今年暑假将会
缩短。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为 8 月 25 日（周二）
，结业 典礼为
12 月 24 日（周四）
。 咨询：学校教育科

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树木
5 月 31 日（周日）下午 2 点起在图书馆金子分馆举行。
一起学习我们身边的树木。5 月 7 日以后打电话到金子分馆申
请报名。按先后顺序限 30 名。
咨询：图书馆金子分馆04-2936-1811
成人自然观察会 蜗牛
6 月 13 日（周六）上午 9 点半在埼玉绿之森博物馆举行。
用放大镜观察蜗牛的世界。对象是成人和学生（中学生以上）。
参加费为 100 日元。限前 20 名。5 月 13 日起接受电话或网上
报名。咨询： 04-2934-4396
最新消息请从 FBI（FM 茶笛 77.7 ）获取

市立图书馆读绘本活动

每周二的 19 点到 19 点半为英文广播
第一、第三个周二的 19 点半到 19 点 55 分为西班牙语广播

如果想学会一门语言，尽可能多接触那国语言非常重要。市

第二、第四个周二的 19 点半到 19 点 55 分为中文广播

立图书馆举行的读绘本活动就是一个解决方法。市里的 4 家图
书馆都有举行取名为《故事会（お話し会）》的读绘本活动。男

外国人咨询窗口

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参加也不需要预约和费用。现在因受新冠肺

在市政府 2 楼的外国人咨询窗口，

炎扩散的影响，图书馆全部停业中。等开业时请一定参加。
图书馆

意在帮助外国籍市民解除烦恼并为您保密。

读绘本活动日程

每周二为英语,周三为西班牙语咨询。时间均为上午 9 点 到 12 点。

图书馆本馆

每周六、日和国民假日 下午 2 点

西武分馆

每周三、周六 上午 10 点半

金子分馆

每周四下午 3 点半

中文咨询，每月第一个周四上午 9 点到 12 点。 近期为 5 月 7 日和 6 月 4 日
还接受传真（04-2964-1720）、 邮件(i-society@city.iruma.lg.jp) 咨询。

周六市民科窗口办公时间

第三个周四和第 1、第 3 个周六下午 11 点
藤泽分馆

每周四和第 1、第 3 各周六上午 11 点-

9 日& 23 日上午 8 点半～12 点

办理迁入• 迁出登记、 住民票、 户籍藤本的发行、

咨询：图书馆本馆 04-2964-2415

印鉴登记证明的 发行 出生• 死亡• 结婚• 离婚等

本月纳税 ６月 1 日日之前缴纳
固定资产税

都市计划税 轻型汽车税

请在挂历上记录市税交期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期限

6/1

6/30

7/31

8/31

9/30

11/2

11/30

12/25

2/1

3/1

市县民税

1期

固定资产税 都市计划税

1期

轻型汽车税

全期

国民健康保险税
介护保险税

2期

3期

4期

2期

1期

3期

2期

3期

4期

5期

6期

4期

7期

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