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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在2月上旬发放2015年度的市民税、县民税的申报书和指导。关于申报书的发放，其详情请咨
询市民税课（☎51-2200），关于2014年度的确定申报请咨询丰桥税务暑(☎52-6201) 

向新一年级学生的入学通知

月的体验、信息月的体验、信息

请勿忘记申报税金请勿忘记申报税金

学校教育课(☎ 51-2817)

咨询处

向预定于2015年度进入市立中·小学的小朋友和家长发送入学通知书。
填写必要事项，请提交到被指定的小学校。如果到1月中旬未接到通知书或
有不清楚点，请咨询。

对　象:初次出生后大约1个月以内的人 
内　容:针对育儿及哺乳方法等，助产师等将会进行家庭访问、

接受咨询
其　他:详情请见与母子健康手册同时发放的 "爸爸妈妈需知"

时　间:2月2日（星期一）9:30～11:00
对　象:外国婴幼儿及其监护人
内　容:关于怀孕・出生・育儿的咨询、
 测量婴幼儿的身体 
定　员:4组（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新生儿访问指导

地　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 内） 
参加费:免费
申　请:儿童保健课(☎39-9153)

共通事项

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

２月のふれあい・子育て情報
がつ こそだ じょうほう

税金の申告を忘れずにしてください
ぜいきん しんこく わす

税金の申告を忘れずにしてください
ぜいきん しんこく わす

新一年生への就学通知のお知らせ
しんいちねんせい しゅうがくつうち し

天下の奇祭  鬼祭天下の奇祭  鬼祭
てんか きさい おにまつりてんか きさい おにまつり

鬼祭天下奇祭

安久美神户神明社(☎ 52-5257)、商业观光课(☎ 51-2430)

咨询处

鬼祭天下奇祭 鬼祭天下奇祭

参见下表参见下表日程等

安久美神户神明社(八町通三丁目)地  点

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市内电车“丰桥公园前”电车站下车)

其  他

鬼祭 主要活动

日　期 活　动时　间

2月10日(星期二)
散发消灾糖

2月11日(节日)

蓝鬼出动、岩户舞

散发消灾糖

子鬼参拜神社

红鬼和天狗相互嘲弄

司天师插秧民间舞蹈

祭神音乐舞蹈等

御神幸

10:00、15:00、16:00

10:00、16:00

10:00、11:50、12:30

11:50

14:00

17:00

1月30日（星期五）～3月15日（星期日）日　期

地　点

交　通

入园费

其　他

咨询处

免费

向山绿地内梅林园 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

从丰铁公交丰桥站前3、4号站台坐车到 "台町" 下车后步行约5分钟
※没有停车场。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当天因下雨终止活动等消息，可在“好棒丰桥时讯”官方

（ )进行查询。

春祭执行委员会
（商业观光课内☎ 51-2430）
春祭执行委员会
（商业观光课内☎ 51-2430）

梅花节2月22日（星期日）的计划

时　间 对　象/内　容

小学生以上，梅树苗免费发放（9:50开始发放整理券）

甜米酒招待（各先到的500人）

丰桥茶试饮展销会

10:00

10:00、14:00

二川宿本阵祭雅姬、琴姬摄影会（雨天中止）

绿色讲座（梅树苗的种植方法）10:30～11:00

11:00～12:00

10:00～13:00

10:00～15:00

防火体验活动（消防乐队的演奏和白色海鸥的表演(10:10

～10:50)、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展示等 ※雨天中止）

うめまつりうめまつり梅花节梅花节

丰桥税务署
（☎ 52 6201※自动语音提示 "2" 个人征税部门）

咨询处

豊橋税務署から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ぜいむしょ し

豊橋税務署から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ぜいむしょ し

丰桥税务署发出的通知丰桥税务署发出的通知

丰桥税务署将就2014年的所得税以及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确定申报，召开商谈会。
请务必阅读。

2月2日（星期一）～13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除外）9:00～12:00、13:00～17:00
※因制作申报书需要时间，请于16:00之前到来。

各种扣除证明书、收据（社会保险金（国民
养老保险金）扣除证明书等、小企业互助
等税金扣除证明书、人身保险金扣除证明
书、地震保险金扣除证明书、医疗费收
据、捐款收据等※在年末调整中已经扣除
的项目除外）、印章、本人名下的存储款
存折（账号可查）

时间

丰桥税务署（大国町）

地点

①养老金领取者并要提交申报书接受返还的市民
②工资所得者并且从金融机构贷款建造新房屋或取得二手住宅的市民

对象

［符合①的市民］公共养老金等的源泉微收票（原件）［符合②的市民］工资所
得的源泉微收票（原件）、住民票副本、房屋登记事项证明书、房屋买卖合同书
或承包合同书的副本、从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接受的补助金等额的证明材料、住
宅取得资金相关贷款的年末余款证明书（对用地也进行扣除时，另需提交土地登
记事项证明书及买卖契约书的副本）、长期优良住宅建筑等计划的认定通知书的
副本（新建或取得认定长期优良住宅）、住宅用房屋证明书(副本可)或认定长期
优良建筑证明书

必要文件 ①②共同

宣传简报/丰桥

发行:宣传信息课 ☎

丰桥市人口：
丰桥市外国公民：
丰桥市中国公民：

截止2014年12月1日



时　间:1月25日(星期日）13:30～16:30
地　点:田原文化会馆文化厅(田原市田原町)
内　容:由居住在东三河5市并在各市的预赛中胜出的

外国人，以在日本的生活等为题材用日语进
行演讲。丰桥市有9人参加

入场费:免费
定　员:38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

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外国人担当者研讨会外国人担当者研讨会

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 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 

业务课 ☎
咨询处

展示期间:1月31日(星期六)～2月5日(星期四)9:00～17:00(1月31日、2月1日至16:00)
地　　点:市政府市民馆、长廊（东馆1楼）
内　　容:将再生产品装裱用具卖给以最高金额申请的人。还有中小型家具现货出售。
其　　他:日后请由当选者本人搬运家具。

更多详细内容确定后将在主页( ）等公布。
申　　请:展览期间，申请表请交到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接待处(市政府市民大厅内）。

※申请书由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接待处分发。

丰桥蔬菜健康烹饪！
使用卷心菜，烹饪健康佳肴
日　期:2月19日(星期四)10:00～13:00(9:40开始接受)
地　点:保健站、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Hoippu”内)
对　象:市内居住者
内　容:丰桥产蔬菜、水果讲座，并用足量的香甜卷心菜等冬季蔬菜烹饪健康佳肴
讲　师:饮食生活改善推进人员等
定　员:20人(抽选)
参加费:500日元(食材料费)
申　请:1月30日之前将写讲座名、住址、姓名、年龄、电话号码提交给健康增进课
 (☎  ※解除手机的接收拒绝设定等)

東三河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
ひがしみかわにほんご

東三河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
ひがしみかわにほんご

家具等再生品展示・販売会
かぐとうさいせいひんてんじ はんばいかい

豊橋野菜 De ヘルシークッキング！

キャベツを使ってヘルシー料理
つか りょうり

とよはしやさい で

ほの国イベント情報

（1～３月）
がつ

くに じょうほう

ほの国イベント情報

（1～３月）
がつ

くに じょうほう

2014年辞职
未申报抚养亲属(因为抚养亲属向外国汇款也包括)
在2家以上的单位领取工资
支付了全家合计总额在一定金额以上的医疗费
加入着国民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没控除

源泉微收票(原本)、外国人登记证或在留卡、护照、存折、印章、
如果向外国抚养亲属汇款时出生证明书(必须原本)，结婚证明书
(必须原本)等(带译文），汇款委托书，医疗费的收据，
国民保险、社会保险、人寿保险额的证明材料等。

举办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1(2月1日):
法律免费咨询会(国际结婚或离婚、年金协定、劳动法等) ·岛袋 外国法事务律
师办公室
※2(2月8日):
行政书士的免费咨询会(签证、归化、住基卡等)。
合作:爱知县行政书士会 东三支部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电子邮件
当天

预约·咨询处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2015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外国人担当者セミナー
がいこくじんたんとうしゃ

日　期:2月1日(星期日)※1(法律咨询)
 2月8日(星期日)※2(行政书士咨询)
时　间:10:00～16:00
地　点:丰桥市政府 13楼 讲堂
 (因为停车场有限度，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预　约:需要(电话或电子邮件)
定　员:一天8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1月25日(星期日)10:00～12:00
地　点: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Pal(站前大道二丁目)
讲　师:马 一原 Abanse Corporation
内　容:日本社会礼节(问候，电话对应，日本的习惯等）
定　员:2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免费
语　言:仅限日语
申　请: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姓名、性别、国籍、职业、电话号码、电子邮件）

对象:

(不需要预约，以到达先后为序)

同时举办

免费咨询会

需要证件:

2015

去年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的情形

活动名称（市町村） 时  间 咨  询地  点 内  容

赶海

（蒲郡市）
3月中旬～6月上旬

蒲郡市内7个地方（三谷温泉海

岸、大岛、水神、竹岛海岸、形

原海岸、西浦海岸、松岛渔场）

海潮退去时可以捉到三河湾产的肥美多汁的蛤

仔。赶海之后，可以泡温泉，当天去当天回。

蒲郡市观光商工课

☎ 0533-66-1120 

渥美半岛油菜花节

（田原市）
至3月29日（星期日） 渥美半岛一带以及伊良湖岬周边

不仅可以观赏金灿灿的油菜花，还可以品尝到

油菜花做的菜和甜品。

渥美半岛观光事务所

☎ 0531-23-3516 

新城樱花节

（新城市） 
3月下旬～4月上旬 樱渊公园

（新城市庭野字八名井田）

被誉为 "三河岚山" 的赏樱圣地，举办各种活

动以及市内各商店出展的商品展

新城市观光协会

☎ 0536-32-0022 

田峯田乐、田峯
观音奉纳歌舞伎

（设乐町）

田峯田乐/2月11日

(节日)8:00～22:00

田峯观音奉纳歌舞伎

/2月12日(星期四)

11:00～19:00

谷高山高胜寺（田峰观音）

（设乐町田峯锻冶泽）

夜田乐模拟从选种到收获一系列的农活，以祈

求五谷丰登，不容错过。（国家指定重要非物

质民俗文化遗产）

设乐町观光协会

☎ 0536-62-1000 

二川宿本阵资料馆
☎

咨询处

二川宿本阵节  女孩节二川宿本阵节  女孩节 二川宿本陣まつり
ひなまつり

ふたがわしゅくほんじん

二川宿本陣まつり
ひなまつり

ふたがわしゅくほんじん

相关活动

活动名称 时  间 对象／内容／讲师※敬称省略／定员／参加费／携带物品／其他／申请

女孩节集印戳拉力赛
2月1日（星期日）～

3月15日（星期日）

围绕在县内的博物馆等地举办的女孩节展进行的集印戳拉力赛。赠送各馆独特的礼物。详细内容请

参照主页（ ）。

二川宿甜点的日

2月8日(星期日)10:00(二川宿

本阵资料馆)3月1日(星期日)

10:00(商家「驹屋(KOMAYA)」)

每天，出售二川柠檬柏饼2个装330日元（100包）、二川宿红薯1个200日元·3个一组500日元

（300个）。

体验讲座

“试试变成人偶吧”

2月14日(星期六)

10:00、11:00、13:00、

14:00、15:00

4岁儿童到小学生的小女孩(身长到140cm左右)/NPO法人二川宿「二川向导驹屋(KOMAYA)相接触组」

各4人(以到达先后为序)/免费(需支付入场费)/

1月31日开始在二川宿本阵资料馆(☎41-8580)

糖米糕大赠送 
3月1日（星期日）

10:00 

初中生以下／在本阵内游行队伍的雅姬、琴姬赠送糖米糕／30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身着和服的

入场者、高中生以下免费入场

和琴演奏会 
3月8日（星期日）

14:00 
二川南小学和式乐器俱乐部的和琴演奏会／免费（需支付入场费）

2月1日（星期日）～3月15日（星期日）9:30～17:00
（入馆时间至16:30。星期一闭馆）

※除此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时  间

二川宿本阵资料馆（二川町字中町）地  点

适逢上巳节（女孩节），展示以二川宿传统家庭保留
的人偶为中心的府邸装饰、吊饰等

内  容

一般400日元、小学、中学、高中生100日元入场费

活动信息（1～3月）活动信息（1～3月）

无论何时轻松尽享！

穗之国
无论何时轻松尽享！

穗之国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

咨询处

田峯观音奉纳歌舞伎的情形（设乐町）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游乐信息生活信息



时　间:1月25日(星期日）13:30～16:30
地　点:田原文化会馆文化厅(田原市田原町)
内　容:由居住在东三河5市并在各市的预赛中胜出的

外国人，以在日本的生活等为题材用日语进
行演讲。丰桥市有9人参加

入场费:免费
定　员:38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

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外国人担当者研讨会外国人担当者研讨会

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 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 

业务课 ☎
咨询处

展示期间:1月31日(星期六)～2月5日(星期四)9:00～17:00(1月31日、2月1日至16:00)
地　　点:市政府市民馆、长廊（东馆1楼）
内　　容:将再生产品装裱用具卖给以最高金额申请的人。还有中小型家具现货出售。
其　　他:日后请由当选者本人搬运家具。

更多详细内容确定后将在主页( ）等公布。
申　　请:展览期间，申请表请交到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接待处(市政府市民大厅内）。

※申请书由家具等再生产品展示·展销会接待处分发。

丰桥蔬菜健康烹饪！
使用卷心菜，烹饪健康佳肴
日　期:2月19日(星期四)10:00～13:00(9:40开始接受)
地　点:保健站、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Hoippu”内)
对　象:市内居住者
内　容:丰桥产蔬菜、水果讲座，并用足量的香甜卷心菜等冬季蔬菜烹饪健康佳肴
讲　师:饮食生活改善推进人员等
定　员:20人(抽选)
参加费:500日元(食材料费)
申　请:1月30日之前将写讲座名、住址、姓名、年龄、电话号码提交给健康增进课
 (☎  ※解除手机的接收拒绝设定等)

東三河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
ひがしみかわにほんご

東三河日本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
ひがしみかわにほんご

家具等再生品展示・販売会
かぐとうさいせいひんてんじ はんばいかい

豊橋野菜 De ヘルシークッキング！

キャベツを使ってヘルシー料理
つか りょうり

とよはしやさい で

ほの国イベント情報

（1～３月）
がつ

くに じょうほう

ほの国イベント情報

（1～３月）
がつ

くに じょうほう

2014年辞职
未申报抚养亲属(因为抚养亲属向外国汇款也包括)
在2家以上的单位领取工资
支付了全家合计总额在一定金额以上的医疗费
加入着国民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没控除

源泉微收票(原本)、外国人登记证或在留卡、护照、存折、印章、
如果向外国抚养亲属汇款时出生证明书(必须原本)，结婚证明书
(必须原本)等(带译文），汇款委托书，医疗费的收据，
国民保险、社会保险、人寿保险额的证明材料等。

举办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1(2月1日):
法律免费咨询会(国际结婚或离婚、年金协定、劳动法等) ·岛袋 外国法事务律
师办公室
※2(2月8日):
行政书士的免费咨询会(签证、归化、住基卡等)。
合作:爱知县行政书士会 东三支部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电子邮件
当天

预约·咨询处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2015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外国人担当者セミナー
がいこくじんたんとうしゃ

日　期:2月1日(星期日)※1(法律咨询)
 2月8日(星期日)※2(行政书士咨询)
时　间:10:00～16:00
地　点:丰桥市政府 13楼 讲堂
 (因为停车场有限度，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预　约:需要(电话或电子邮件)
定　员:一天8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1月25日(星期日)10:00～12:00
地　点: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Pal(站前大道二丁目)
讲　师:马 一原 Abanse Corporation
内　容:日本社会礼节(问候，电话对应，日本的习惯等）
定　员:2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免费
语　言:仅限日语
申　请: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姓名、性别、国籍、职业、电话号码、电子邮件）

对象:

(不需要预约，以到达先后为序)

同时举办

免费咨询会

需要证件:

2015

去年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的情形

活动名称（市町村） 时  间 咨  询地  点 内  容

赶海

（蒲郡市）
3月中旬～6月上旬

蒲郡市内7个地方（三谷温泉海

岸、大岛、水神、竹岛海岸、形

原海岸、西浦海岸、松岛渔场）

海潮退去时可以捉到三河湾产的肥美多汁的蛤

仔。赶海之后，可以泡温泉，当天去当天回。

蒲郡市观光商工课

☎ 0533-66-1120 

渥美半岛油菜花节

（田原市）
至3月29日（星期日） 渥美半岛一带以及伊良湖岬周边

不仅可以观赏金灿灿的油菜花，还可以品尝到

油菜花做的菜和甜品。

渥美半岛观光事务所

☎ 0531-23-3516 

新城樱花节

（新城市） 
3月下旬～4月上旬 樱渊公园

（新城市庭野字八名井田）

被誉为 "三河岚山" 的赏樱圣地，举办各种活

动以及市内各商店出展的商品展

新城市观光协会

☎ 0536-32-0022 

田峯田乐、田峯
观音奉纳歌舞伎

（设乐町）

田峯田乐/2月11日

(节日)8:00～22:00

田峯观音奉纳歌舞伎

/2月12日(星期四)

11:00～19:00

谷高山高胜寺（田峰观音）

（设乐町田峯锻冶泽）

夜田乐模拟从选种到收获一系列的农活，以祈

求五谷丰登，不容错过。（国家指定重要非物

质民俗文化遗产）

设乐町观光协会

☎ 0536-62-1000 

二川宿本阵资料馆
☎

咨询处

二川宿本阵节  女孩节二川宿本阵节  女孩节 二川宿本陣まつり
ひなまつり

ふたがわしゅくほんじん

二川宿本陣まつり
ひなまつり

ふたがわしゅくほんじん

相关活动

活动名称 时  间 对象／内容／讲师※敬称省略／定员／参加费／携带物品／其他／申请

女孩节集印戳拉力赛
2月1日（星期日）～

3月15日（星期日）

围绕在县内的博物馆等地举办的女孩节展进行的集印戳拉力赛。赠送各馆独特的礼物。详细内容请

参照主页（ ）。

二川宿甜点的日

2月8日(星期日)10:00(二川宿

本阵资料馆)3月1日(星期日)

10:00(商家「驹屋(KOMAYA)」)

每天，出售二川柠檬柏饼2个装330日元（100包）、二川宿红薯1个200日元·3个一组500日元

（300个）。

体验讲座

“试试变成人偶吧”

2月14日(星期六)

10:00、11:00、13:00、

14:00、15:00

4岁儿童到小学生的小女孩(身长到140cm左右)/NPO法人二川宿「二川向导驹屋(KOMAYA)相接触组」

各4人(以到达先后为序)/免费(需支付入场费)/

1月31日开始在二川宿本阵资料馆(☎41-8580)

糖米糕大赠送 
3月1日（星期日）

10:00 

初中生以下／在本阵内游行队伍的雅姬、琴姬赠送糖米糕／30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身着和服的

入场者、高中生以下免费入场

和琴演奏会 
3月8日（星期日）

14:00 
二川南小学和式乐器俱乐部的和琴演奏会／免费（需支付入场费）

2月1日（星期日）～3月15日（星期日）9:30～17:00
（入馆时间至16:30。星期一闭馆）

※除此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时  间

二川宿本阵资料馆（二川町字中町）地  点

适逢上巳节（女孩节），展示以二川宿传统家庭保留
的人偶为中心的府邸装饰、吊饰等

内  容

一般400日元、小学、中学、高中生100日元入场费

活动信息（1～3月）活动信息（1～3月）

无论何时轻松尽享！

穗之国
无论何时轻松尽享！

穗之国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

咨询处

田峯观音奉纳歌舞伎的情形（设乐町）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游乐信息生活信息



広報とよはし中国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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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在2月上旬发放2015年度的市民税、县民税的申报书和指导。关于申报书的发放，其详情请咨
询市民税课（☎51-2200），关于2014年度的确定申报请咨询丰桥税务暑(☎52-6201) 

向新一年级学生的入学通知

月的体验、信息月的体验、信息

请勿忘记申报税金请勿忘记申报税金

学校教育课(☎ 51-2817)

咨询处

向预定于2015年度进入市立中·小学的小朋友和家长发送入学通知书。
填写必要事项，请提交到被指定的小学校。如果到1月中旬未接到通知书或
有不清楚点，请咨询。

对　象:初次出生后大约1个月以内的人 
内　容:针对育儿及哺乳方法等，助产师等将会进行家庭访问、

接受咨询
其　他:详情请见与母子健康手册同时发放的 "爸爸妈妈需知"

时　间:2月2日（星期一）9:30～11:00
对　象:外国婴幼儿及其监护人
内　容:关于怀孕・出生・育儿的咨询、
 测量婴幼儿的身体 
定　员:4组（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新生儿访问指导

地　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 内） 
参加费:免费
申　请:儿童保健课(☎39-9153)

共通事项

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

２月のふれあい・子育て情報
がつ こそだ じょうほう

税金の申告を忘れずにしてください
ぜいきん しんこく わす

税金の申告を忘れずにしてください
ぜいきん しんこく わす

新一年生への就学通知のお知らせ
しんいちねんせい しゅうがくつうち し

天下の奇祭  鬼祭天下の奇祭  鬼祭
てんか きさい おにまつりてんか きさい おにまつり

鬼祭天下奇祭

安久美神户神明社(☎ 52-5257)、商业观光课(☎ 51-2430)

咨询处

鬼祭天下奇祭 鬼祭天下奇祭

参见下表参见下表日程等

安久美神户神明社(八町通三丁目)地  点

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市内电车“丰桥公园前”电车站下车)

其  他

鬼祭 主要活动

日　期 活　动时　间

2月10日(星期二)
散发消灾糖

2月11日(节日)

蓝鬼出动、岩户舞

散发消灾糖

子鬼参拜神社

红鬼和天狗相互嘲弄

司天师插秧民间舞蹈

祭神音乐舞蹈等

御神幸

10:00、15:00、16:00

10:00、16:00

10:00、11:50、12:30

11:50

14:00

17:00

1月30日（星期五）～3月15日（星期日）日　期

地　点

交　通

入园费

其　他

咨询处

免费

向山绿地内梅林园 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

从丰铁公交丰桥站前3、4号站台坐车到 "台町" 下车后步行约5分钟
※没有停车场。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当天因下雨终止活动等消息，可在“好棒丰桥时讯”官方

（ )进行查询。

春祭执行委员会
（商业观光课内☎ 51-2430）
春祭执行委员会
（商业观光课内☎ 51-2430）

梅花节2月22日（星期日）的计划

时　间 对　象/内　容

小学生以上，梅树苗免费发放（9:50开始发放整理券）

甜米酒招待（各先到的500人）

丰桥茶试饮展销会

10:00

10:00、14:00

二川宿本阵祭雅姬、琴姬摄影会（雨天中止）

绿色讲座（梅树苗的种植方法）10:30～11:00

11:00～12:00

10:00～13:00

10:00～15:00

防火体验活动（消防乐队的演奏和白色海鸥的表演(10:10

～10:50)、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展示等 ※雨天中止）

うめまつりうめまつり梅花节梅花节

丰桥税务署
（☎ 52 6201※自动语音提示 "2" 个人征税部门）

咨询处

豊橋税務署から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ぜいむしょ し

豊橋税務署から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ぜいむしょ し

丰桥税务署发出的通知丰桥税务署发出的通知

丰桥税务署将就2014年的所得税以及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确定申报，召开商谈会。
请务必阅读。

2月2日（星期一）～13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除外）9:00～12:00、13:00～17:00
※因制作申报书需要时间，请于16:00之前到来。

各种扣除证明书、收据（社会保险金（国民
养老保险金）扣除证明书等、小企业互助
等税金扣除证明书、人身保险金扣除证明
书、地震保险金扣除证明书、医疗费收
据、捐款收据等※在年末调整中已经扣除
的项目除外）、印章、本人名下的存储款
存折（账号可查）

时间

丰桥税务署（大国町）

地点

①养老金领取者并要提交申报书接受返还的市民
②工资所得者并且从金融机构贷款建造新房屋或取得二手住宅的市民

对象

［符合①的市民］公共养老金等的源泉微收票（原件）［符合②的市民］工资所
得的源泉微收票（原件）、住民票副本、房屋登记事项证明书、房屋买卖合同书
或承包合同书的副本、从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接受的补助金等额的证明材料、住
宅取得资金相关贷款的年末余款证明书（对用地也进行扣除时，另需提交土地登
记事项证明书及买卖契约书的副本）、长期优良住宅建筑等计划的认定通知书的
副本（新建或取得认定长期优良住宅）、住宅用房屋证明书(副本可)或认定长期
优良建筑证明书

必要文件 ①②共同

宣传简报/丰桥

发行:宣传信息课 ☎

丰桥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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