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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的通知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的通知

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

从7月16日（星期六）开始在主会场三河举办“大海盛宴东三河”。

这里有很多可以感受大海的活动（如下）等。活动详情请阅览主页。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31日（星期日）
�地点 ：丰桥市、丰川市、蒲郡市、新城市、田原市、设乐市、东荣町、丰根村

�其他 ：活动内容会根据情况而变或中止。

海フェスタ東三河が始まります！

＜免费穿梭巴士＞
从丰桥站西口出发约20分钟
（始发时间8:30，约15分钟一班※7月16日（星期六）始发时间为10:00）

＜专线巴士＞
在西站前车站乘“神野埠头线”约20分钟
（单程成人370日元，儿童免费※第二名儿童起每位50日元）

到访主会场（三河港神野地区）的交通方式

※会场周边可能会比较混杂，来时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停车场车位有限，请尽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活动期间，推出“暑期小学生50日元PASS”优惠。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12:40·14:00
7月17日（星期日）10:00·11:20·13:10·14: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定员: 各472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免费穿梭巴士乘车站

免费穿梭巴士停车站
（新东洋酒店　前）

免费穿梭巴士停车站
（新东洋酒店　前）

丰桥站西口

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 帆船 MIRAIE帆船 MIRAIE

护卫舰 KONGOU护卫舰 KONGOU

水产实验船 爱知丸水产实验船 爱知丸 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

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 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

� 1护卫舰 KONGOU／2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
3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

�时间:
17月16日（星期六）～ 18日（节日）10:00 ～ 15:00（16日13:00 ～）
27月17日（星期日）10:00 ～ 15:30
37月17日（星期日）、18日（节日）10:00 ～ 15:30
�地点:
1神野埠头7号岸壁（神野埠头町）
23神野埠头3号岸壁（神野埠头町）

� 1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2水产实习船 爱知丸

3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

�时间: 7月23日（星期六）·24日（星期日）（①仅限24日）
10:0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 1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2帆船 MIRAIHE
�时间: 17月30日（星期六）·31日（星期日）

10:00 ～ 15:30
27月31日（星期日）13:3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向公众开放大型船舶 体验乘船游览船TATSUMI丸港内巡航

�时间: 7月30日（星期六）10:0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其他: 日落～ 20:30点亮夜景灯、7月31日（星期日）
13:00 ～ 16:00为扬帆演练

训练帆船 海王丸 公众开放

游览船　TATSUMI丸

训练帆船　海王丸
（提供：海技教育机构）

大海盛宴东三河执行委员会 (☎:  34-6070)咨询处

至
国
道
23
号

新东洋酒店
至
往
完
町

旋
转

自7月1日（星期五）妊娠、生产、育儿综合咨询窗口开放，

《母子健康手册》的受理地点和时间也有所变化。

在如下2处受理。

市民课・窗口中心结束受理。

关于母子健康手册受理问题请咨询儿童保险课。

业务内容

丰桥市保健所  儿童保健课 儿童未来馆　COCONICO

综合咨询窗口

交付母子健康手册

育儿咨询 提供保育园、幼儿园的信息

开馆日（休馆日除外）
9:30 ～ 17:00

星期五（不需要预约）
星期六·星期日（要提前预约）
9:30 ～ 17:00
※年初年末除外

关于怀孕·出生的咨询

星期一～星期五（节日、年初年末假期除外）
8:30 ～ 17:15

星期一～星期五（节日、年初年末假期除外）
8:30 ～ 17:15
只有星期四交付到19:00

7月1日（金）から「妊娠・出産・子育て総合相談窓口」が始まりました

平成28年度国民健康保険のお知らせ

にんしんがつ にち きん こ  そだ はじ

うみ ひがしみかわ はじ

そうごうそうだんまどぐちしゅっさん

7月1日（星期五）起 “怀孕、出生、育儿综合咨询窗口”
正式开放

请确认纳税通知书所列出的2016年度课税明细，并于截止日期

前缴纳。

其中，自2016年1月1日起非特别征收（从养老金中直接扣除）人

士的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缴纳，原则上为银行划账的形式。受理

金融机构为在市内有总店或分店的金融机构及邮政储蓄银行。

具体情况请参考与纳税通知书一起发送的宣传页。如果不能银

行划账，可以持缴纳书到就近金融机构或便利店支付（邮政储

蓄银行和邮局仅限爱知、岐阜、三重、静冈境内，并于截止日期

前缴纳），也可以在可受理手机、智能手机支付的移动收银处缴

纳。另外，如果属于特别征收人士，每年6次（偶数月）直接从养

老金中扣除。

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纳税通知书7月份寄出。

■表1　2016年度税率和课税限额（年度额）
　※（　）内为2015年度的税率和课税限额

户主在工作单位已经参入健康保险或后期高龄者医疗制

度，该情况下户主不属于国民健康保险税的课税对象，但如

果同户还有其他人参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原则上以户主为

对象发送纳税通知书等。

纳税责任人为户主

为了减轻中等收入人士的国民健康保险税的负担，将医疗部

分、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的课税限额分别提升20,000日元，

包括护理部分在内一年合计课税限额调至89万日元（表1）。

提升了减免对象的收入基准额，增加了减免5成及减免2成

的对象户数。

关于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税的改订

国保养老金课
(西馆1楼☎: 51-2295)

咨询处

儿童保健课(☎: 0532-39-9188)
※星期一～星期四的8:30 ～ 17:00
　有葡萄牙语、英语翻译人员
　儿童未来馆 COCONICO:☎0532-21-5528
　※COCONICO没有翻译人员

咨询处

※所谓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是指从每位参入人员的总收入金额中扣除33万日元后的金额

へいせい ねん しど こく みん けん こう   ほ  けん

所谓大海盛宴是
每年由与大海颇有渊源的自治体举办的日本最大的大海主题盛典活动。
活动的目的在于，重新了解“海之日”“感谢大海的恩惠、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的本义，关心海洋，今年将在爱知县三河港附近的8处市村町举办。

平成28年度国民健康保険のお知らせ
へいせい ねん しど こく みん けん こう   ほ  けん

划分

收入比例

课税限额

被保险者
均等比例

按户分
平等比例

医疗部分 后期高龄者支援部分 护理部分（40～64岁人士）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6.92
（6.92）％

被保险者1人核算
19,800（19,800）日元

1户核算
40,800（48,000）日元

540,000（520,000）日元 190,000（170,000）日元 160,000（160,000）日元

1户核算
14,100（15,600）日元

1户核算
12,600（13,200）日元

被保险者1人核算
6,600（6,300）日元

被保险者1人核算
8,100（7,800）日元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2.27
（2.27）％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2.06
（1.95）％

14

宣传简报/丰桥

发行:宣传信息课 ☎51-2165

丰桥市人口：
丰桥市外国公民：
丰桥市中国公民：

378,039
14,338
1,391

截止2016年5月1日



欧洲最大的蜥脚亚目
图里亚龙复原图

图里亚龙复原骨骼 日本首次公开的图里亚龙左后足
（实物化石）

咨询处

活动期间，除东三河专线巴士/社区巴士的儿童乘车费为每次50日元外，

还对乘坐3次公交的小学生，提供3,000日元以内的“不错的邮购（丰桥特产品）”的抽奖活动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 8月31日（星期三）

其他: 只接受现金付款。

平时运费不满50日元的区间，就按实际价格。

请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乘坐。详情参考主页

暑假实施小学生50日元公交车

日语演讲比赛出场者

募集国际交流照片、比赛作品

都市交通课（☎: 51-2620）
咨询处

焰火盛典执行委员会 (☎: 53-7211)、
商业观光课 (☎: 51-2430)

咨询处

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咨询处

招募羊羹手筒焰火(迷你手筒焰火)参加人员

炎の祭典（炎の舞）
ほのお さいてん ほのお まい

炎の祭典（炎の舞）
ほのお さいてん ほのお まい

ヨウカン手筒花火参加者募集
てづつはなび さんかしゃぼしゅう

ヨウカン手筒花火参加者募集
てづつはなび さんかしゃぼしゅう

9月10日（星期六）18:00

丰桥球场（丰桥公园内）丰桥球场（丰桥公园内）

■焰之舞 入场整理费(1人)

※仅限丰桥工商会议所销售（到达先后为序）

席位设置 预售费用 当日费用

看台SS席※

看台S席

座椅A席

摄影专区※

轮椅席

内场看台席

外场看台席

3,500 日元

2,500 日元

1,000 日元

3,000 日元

1,000 日元

4,000 日元

3,000 日元

1,500 日元

1,000 日元

  500 日元

申请:
请在各7月29日之前，向火焰祭典执行委员会提交申请书、参加费用、
必要文件资料（丰桥工商会议所内〒440-8508不需要写地址）
※申请书在火焰祭典执行委员会的主页分发

焰火盛典(焰之舞)

特别策划展 举办“丰桥大恐龙展”特别策划展 举办“丰桥大恐龙展”

招募羊羹手筒焰火(迷你手筒焰火)参加人员

时间

地点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

8月4日～9月4日、9月7日～11日、
Ticket pia(☎0570-02-9111[P编码:629-462])、
便利店(Circle K Sunkus、Seven-Eleven)、
丰桥工商会议所　入场整理费:下表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8月2日～9月2日、9月5日～9日、

Ticket pia(☎0570-02-9999[P编码:632-320])、
便利店(Circle K Sunkus、Seven-Eleven)、
丰桥工商会议所　

参加资格:18岁以上（高中生除外），
当天16:00在会场接受规定讲习的人员

定　　员:20人（按申请顺序）
参 加 费:4,000日元
其　　他:将燃放的羊羹手筒作为纪念品相赠参加者。燃

放手筒焰火后，可在演出人员观览赏区域观赏 
"焰火之舞"。

以发现于西班牙的欧洲最大的蜥脚亚目恐龙“图里亚龙”为主，共展示约50件标本，

并介绍了以“蜥脚亚目恐龙为什么那么大？”为主题的最新学说，探索恐龙巨大化之谜。

时　　间：7月15日（星期五）～10月10日（节日）9:00～16:30（8月 8:00～16:00）※入馆时间到闭馆30分前为止。

休 馆 日：星期一（除7月18日、8月15日、9月19日、10月10日外），7月19日、9月20日

※NONHOI Park 夜间花园期间也正常开放

地　　点：自然史博物馆（大岩町大洞）

参观票价：成人600日元、中小学生200日元（需要另外购买综合动植物公园门票）

※学龄前儿童、外籍儿童持护照免费入园、参观免费

停 车 场：普通车200日元、中大型车400日元

■纪念演讲　剑龙类的板与刺之谜
时间：8月28日（星期日）14:00～15:00
对象：小学三年级以上
内容：探究剑龙类恐龙背部及尾部的板和刺的作用之谜
讲师：林昭次（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学艺员）
定员：60人（按申请顺序）
入场费：免费
报名处：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Fax: 41-8020）

■纪念演讲　蜥脚亚目巨大化之谜
时间：7月24日（星期日）14:00～15:00
对象：小学三年级以上
内容：探究蜥脚亚目恐龙的身体结构和巨大化之谜
讲师：关谷透（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研究员）
定员：60人（按申请顺序）
入场费：免费
报名处：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Fax: 41-8020）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440-0888丰桥市站前大道2丁目33-1开发大楼3楼　☎: 55-3671 Fax: 55-3674  E-mail: tiea@tcp-ip.or.jp)

�主题: 自由

�参加资格: 日语为非母语的小学生以上的人

�部门／时间: 小、中学生组/3分钟以内(约800字); 高中生以上人普通组/5分钟以内(约1,000字)

�奖:给各个部门前3名获奖者授予奖状和图书卡之外，多数都有奖

�审查方法: 审查以第一次证件审查合格者为对象，在庆祝活动会场进行演讲

�其他: 这次比赛也是兼“第7回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

　(预定明年1月22日(星期日)在丰川市内举行)的预先会。

�应招方法:

10月22日前(必须送达)把原稿(原则上使用日语※罗马

字母也可)和申请书都交与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申请书由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网站发布

�主题: 用一张照片与全球连接

�应招资格: 业余人员

�作品: 黑白、彩色。A4(210×297mm)以上、4开(254×305mm)以内。自作未发表的作品1人最多3张

�奖: 优秀奖6张/奖状和图书卡片5,000日元，入围奖10张/奖状和图书卡片2,000日元

�其他: 在庆祝活动会场展示作品，后天也在国际协力市民沙龙Pal进行展示。入选作品的版权归属

于主办方。对于落选的作品在展示后可返还(希望返还时，应招时请提出申请。)

�应招方法: 10月22日前(必须送达)把照片背面贴上申请书的作品、寄送给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申请书由主页发布

共同事项

�日期: 11月20日(星期日)

�地点: 儿童未来馆COCONICO(松叶町三丁目)

详情参考主页(http://www.toyohashi-tia.or.jp/)

相关活动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の出場者・作品を募集します
しゅつじょうしゃ さく ひん ぼ  しゅう

夏休み小学生50円バスを実施します
なつやす しょうがくせい えん じっ　し

●入场整理费:下表

E-mail: sizensi@toyohaku.gr.jp

市制110周年纪念活动市制110周年纪念活动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

募集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的出场者、作品

生活信息游乐信息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2 3



欧洲最大的蜥脚亚目
图里亚龙复原图

图里亚龙复原骨骼 日本首次公开的图里亚龙左后足
（实物化石）

咨询处

活动期间，除东三河专线巴士/社区巴士的儿童乘车费为每次50日元外，

还对乘坐3次公交的小学生，提供3,000日元以内的“不错的邮购（丰桥特产品）”的抽奖活动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 8月31日（星期三）

其他: 只接受现金付款。

平时运费不满50日元的区间，就按实际价格。

请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乘坐。详情参考主页

暑假实施小学生50日元公交车

日语演讲比赛出场者

募集国际交流照片、比赛作品

都市交通课（☎: 51-2620）
咨询处

焰火盛典执行委员会 (☎: 53-7211)、
商业观光课 (☎: 51-2430)

咨询处

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咨询处

招募羊羹手筒焰火(迷你手筒焰火)参加人员

炎の祭典（炎の舞）
ほのお さいてん ほのお まい

炎の祭典（炎の舞）
ほのお さいてん ほのお まい

ヨウカン手筒花火参加者募集
てづつはなび さんかしゃぼしゅう

ヨウカン手筒花火参加者募集
てづつはなび さんかしゃぼしゅう

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炎の祭典（炎の舞）
ほのおほのおほのお さいてんさいてんさいてんさいてんさいてんさいてんさいてん

9月10日（星期六）18:00

丰桥球场（丰桥公园内）丰桥球场（丰桥公园内）

■焰之舞 入场整理费(1人)

※仅限丰桥工商会议所销售（到达先后为序）

席位设置 预售费用 当日费用

看台SS席※

看台S席

座椅A席

摄影专区※

轮椅席

内场看台席

外场看台席

3,500 日元

2,500 日元

1,000 日元

3,000 日元

1,000 日元

4,000 日元

3,000 日元

1,500 日元

1,000 日元

  500 日元

申请:
请在各7月29日之前，向火焰祭典执行委员会提交申请书、参加费用、
必要文件资料（丰桥工商会议所内〒440-8508不需要写地址）
※申请书在火焰祭典执行委员会的主页分发

焰火盛典(焰之舞)

特别策划展 举办“丰桥大恐龙展”特别策划展 举办“丰桥大恐龙展”

招募羊羹手筒焰火(迷你手筒焰火)参加人员

时间

地点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

8月4日～9月4日、9月7日～11日、
Ticket pia(☎0570-02-9111[P编码:629-462])、
便利店(Circle K Sunkus、Seven-Eleven)、
丰桥工商会议所　入场整理费:下表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8月2日～9月2日、9月5日～9日、

Ticket pia(☎0570-02-9999[P编码:632-320])、
便利店(Circle K Sunkus、Seven-Eleven)、
丰桥工商会议所　

参加资格:18岁以上（高中生除外），
当天16:00在会场接受规定讲习的人员

定　　员:20人（按申请顺序）
参 加 费:4,000日元
其　　他:将燃放的羊羹手筒作为纪念品相赠参加者。燃

放手筒焰火后，可在演出人员观览赏区域观赏 
"焰火之舞"。

以发现于西班牙的欧洲最大的蜥脚亚目恐龙“图里亚龙”为主，共展示约50件标本，

并介绍了以“蜥脚亚目恐龙为什么那么大？”为主题的最新学说，探索恐龙巨大化之谜。

时　　间：7月15日（星期五）～10月10日（节日）9:00～16:30（8月 8:00～16:00）※入馆时间到闭馆30分前为止。

休 馆 日：星期一（除7月18日、8月15日、9月19日、10月10日外），7月19日、9月20日

※NONHOI Park 夜间花园期间也正常开放

地　　点：自然史博物馆（大岩町大洞）

参观票价：成人600日元、中小学生200日元（需要另外购买综合动植物公园门票）

※学龄前儿童、外籍儿童持护照免费入园、参观免费

停 车 场：普通车200日元、中大型车400日元

■纪念演讲　剑龙类的板与刺之谜
时间：8月28日（星期日）14:00～15:00
对象：小学三年级以上
内容：探究剑龙类恐龙背部及尾部的板和刺的作用之谜
讲师：林昭次（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学艺员）
定员：60人（按申请顺序）
入场费：免费
报名处：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Fax: 41-8020）

■纪念演讲　蜥脚亚目巨大化之谜
时间：7月24日（星期日）14:00～15:00
对象：小学三年级以上
内容：探究蜥脚亚目恐龙的身体结构和巨大化之谜
讲师：关谷透（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研究员）
定员：60人（按申请顺序）
入场费：免费
报名处：自然史博物馆（☎: 41-4747 Fax: 41-8020）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440-0888丰桥市站前大道2丁目33-1开发大楼3楼　☎: 55-3671 Fax: 55-3674  E-mail: tiea@tcp-ip.or.jp)

�主题: 自由

�参加资格: 日语为非母语的小学生以上的人

�部门／时间: 小、中学生组/3分钟以内(约800字); 高中生以上人普通组/5分钟以内(约1,000字)

�奖:给各个部门前3名获奖者授予奖状和图书卡之外，多数都有奖

�审查方法: 审查以第一次证件审查合格者为对象，在庆祝活动会场进行演讲

�其他: 这次比赛也是兼“第7回东三河日语演讲比赛”

　(预定明年1月22日(星期日)在丰川市内举行)的预先会。

�应招方法:

10月22日前(必须送达)把原稿(原则上使用日语※罗马

字母也可)和申请书都交与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申请书由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网站发布

�主题: 用一张照片与全球连接

�应招资格: 业余人员

�作品: 黑白、彩色。A4(210×297mm)以上、4开(254×305mm)以内。自作未发表的作品1人最多3张

�奖: 优秀奖6张/奖状和图书卡片5,000日元，入围奖10张/奖状和图书卡片2,000日元

�其他: 在庆祝活动会场展示作品，后天也在国际协力市民沙龙Pal进行展示。入选作品的版权归属

于主办方。对于落选的作品在展示后可返还(希望返还时，应招时请提出申请。)

�应招方法: 10月22日前(必须送达)把照片背面贴上申请书的作品、寄送给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申请书由主页发布

共同事项

�日期: 11月20日(星期日)

�地点: 儿童未来馆COCONICO(松叶町三丁目)

详情参考主页(http://www.toyohashi-tia.or.jp/)

相关活动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の出場者・作品を募集します
しゅつじょうしゃ さく ひん ぼ  しゅう

夏休み小学生50円バスを実施します
なつやす しょうがくせい えん じっ　し

●入场整理费:下表

E-mail: sizensi@toyohaku.gr.jp

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举办“丰桥大恐龙展”

市制110周年纪念活动市制110周年纪念活动

入场整理券的发售

募集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的出场者、作品

生活信息游乐信息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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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的通知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的通知

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大海盛宴东三河开始了!

从7月16日（星期六）开始在主会场三河举办“大海盛宴东三河”。

这里有很多可以感受大海的活动（如下）等。活动详情请阅览主页。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31日（星期日）
�地点 ：丰桥市、丰川市、蒲郡市、新城市、田原市、设乐市、东荣町、丰根村

�其他 ：活动内容会根据情况而变或中止。

海フェスタ東三河が始まります！

＜免费穿梭巴士＞
从丰桥站西口出发约20分钟
（始发时间8:30，约15分钟一班※7月16日（星期六）始发时间为10:00）

＜专线巴士＞
在西站前车站乘“神野埠头线”约20分钟
（单程成人370日元，儿童免费※第二名儿童起每位50日元）

到访主会场（三河港神野地区）的交通方式

※会场周边可能会比较混杂，来时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停车场车位有限，请尽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活动期间，推出“暑期小学生50日元PASS”优惠。

�时间: 7月16日（星期六）12:40·14:00
7月17日（星期日）10:00·11:20·13:10·14: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定员: 各472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免费穿梭巴士乘车站

免费穿梭巴士停车站
（新东洋酒店　前）

免费穿梭巴士停车站
（新东洋酒店　前）

丰桥站西口

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 帆船 MIRAIE帆船 MIRAIE

护卫舰 KONGOU护卫舰 KONGOU

水产实验船 爱知丸水产实验船 爱知丸 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

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 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

� 1护卫舰 KONGOU／2深海调查研究船 KAIREI
3海洋气象观测船 启风丸

�时间:
17月16日（星期六）～ 18日（节日）10:00 ～ 15:00（16日13:00 ～）
27月17日（星期日）10:00 ～ 15:30
37月17日（星期日）、18日（节日）10:00 ～ 15:30
�地点:
1神野埠头7号岸壁（神野埠头町）
23神野埠头3号岸壁（神野埠头町）

� 1海上保安厅 大型巡视船／2水产实习船 爱知丸

3清淤兼油回收船 清龙丸

�时间: 7月23日（星期六）·24日（星期日）（①仅限24日）
10:0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 1海洋环境整备船 白龙／2帆船 MIRAIHE
�时间: 17月30日（星期六）·31日（星期日）

10:00 ～ 15:30
27月31日（星期日）13:3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向公众开放大型船舶 体验乘船游览船TATSUMI丸港内巡航

�时间: 7月30日（星期六）10:00 ～ 15:30

�地点: 神野埠头3号岸壁

�其他: 日落～ 20:30点亮夜景灯、7月31日（星期日）
13:00 ～ 16:00为扬帆演练

训练帆船 海王丸 公众开放

游览船　TATSUMI丸

训练帆船　海王丸
（提供：海技教育机构）

大海盛宴东三河执行委员会 (☎:  34-6070)咨询处

至
国
道
23
号

新东洋酒店
至
往
完
町

旋
转

自7月1日（星期五）妊娠、生产、育儿综合咨询窗口开放，

《母子健康手册》的受理地点和时间也有所变化。

在如下2处受理。

市民课・窗口中心结束受理。

关于母子健康手册受理问题请咨询儿童保险课。

业务内容

丰桥市保健所  儿童保健课 儿童未来馆　COCONICO

综合咨询窗口

交付母子健康手册

育儿咨询 提供保育园、幼儿园的信息

开馆日（休馆日除外）
9:30 ～ 17:00

星期五（不需要预约）
星期六·星期日（要提前预约）
9:30 ～ 17:00
※年初年末除外

关于怀孕·出生的咨询

星期一～星期五（节日、年初年末假期除外）
8:30 ～ 17:15

星期一～星期五（节日、年初年末假期除外）
8:30 ～ 17:15
只有星期四交付到19:00

7月1日（金）から「妊娠・出産・子育て総合相談窓口」が始まりました

平成28年度国民健康保険のお知らせ

にんしんがつ にち きん こ  そだ はじ

うみ ひがしみかわ はじ

そうごうそうだんまどぐちしゅっさん

7月1日（星期五）起 “怀孕、出生、育儿综合咨询窗口”
正式开放

请确认纳税通知书所列出的2016年度课税明细，并于截止日期

前缴纳。

其中，自2016年1月1日起非特别征收（从养老金中直接扣除）人

士的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缴纳，原则上为银行划账的形式。受理

金融机构为在市内有总店或分店的金融机构及邮政储蓄银行。

具体情况请参考与纳税通知书一起发送的宣传页。如果不能银

行划账，可以持缴纳书到就近金融机构或便利店支付（邮政储

蓄银行和邮局仅限爱知、岐阜、三重、静冈境内，并于截止日期

前缴纳），也可以在可受理手机、智能手机支付的移动收银处缴

纳。另外，如果属于特别征收人士，每年6次（偶数月）直接从养

老金中扣除。

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纳税通知书7月份寄出。

■表1　2016年度税率和课税限额（年度额）
　※（　）内为2015年度的税率和课税限额

户主在工作单位已经参入健康保险或后期高龄者医疗制

度，该情况下户主不属于国民健康保险税的课税对象，但如

果同户还有其他人参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原则上以户主为

对象发送纳税通知书等。

纳税责任人为户主

为了减轻中等收入人士的国民健康保险税的负担，将医疗部

分、后期高龄者支援金部分的课税限额分别提升20,000日元，

包括护理部分在内一年合计课税限额调至89万日元（表1）。

提升了减免对象的收入基准额，增加了减免5成及减免2成

的对象户数。

关于2016年度国民健康保险税的改订

国保养老金课
(西馆1楼☎: 51-2295)

咨询处

儿童保健课(☎: 0532-39-9188)
※星期一～星期四的8:30 ～ 17:00
　有葡萄牙语、英语翻译人员
　儿童未来馆 COCONICO:☎0532-21-5528
　※COCONICO没有翻译人员

咨询处

※所谓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是指从每位参入人员的总收入金额中扣除33万日元后的金额

へいせい ねん しど こく みん けん こう   ほ  けん

所谓大海盛宴是
每年由与大海颇有渊源的自治体举办的日本最大的大海主题盛典活动。
活动的目的在于，重新了解“海之日”“感谢大海的恩惠、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的本义，关心海洋，今年将在爱知县三河港附近的8处市村町举办。

平成28年度国民健康保険のお知らせ
へいせい ねん しど こく みん けん こう   ほ  けん

划分

收入比例

课税限额

被保险者
均等比例

按户分
平等比例

医疗部分 后期高龄者支援部分 护理部分（40～64岁人士）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6.92
（6.92）％

被保险者1人核算
19,800（19,800）日元

1户核算
40,800（48,000）日元

540,000（520,000）日元 190,000（170,000）日元 160,000（160,000）日元

1户核算
14,100（15,600）日元

1户核算
12,600（13,200）日元

被保险者1人核算
6,600（6,300）日元

被保险者1人核算
8,100（7,800）日元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2.27
（2.27）％

参入人员收入比例基础额
（※）合计×2.0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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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6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