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次  INDEX 

市政府 办事处 

協义窗口 

户口，居民登记 

税金 

生活 

舒适环境 

医疗，健康 

福祉 

健康保险，养老金 

文化，运动 

教育 

农业，工商业 

议会，选举 

设施引导 

电话摘要 



欢迎 

从东京市中心最近森之成市 
流山市是录菛繁茂的城市，大鹰和枭栖息市野谷的森代表市内各处森和草木繁茂地带不断

扩大。以前流山市繁荣利用江户川和户根运河用船运和白甜料酒的釀造业，废藩置县前明治时

代在流山有县政府，还有千叶大学的前身千叶师范学校，流山市是历史上有名的城市。 

平成 17年 8月从东京秋叶原到流山，最短 20分到达的 TUKUBA EXTX开业了。很近从东京，

录阴繁茂的 质量 良好的住宅城市，流山市提高人气。流山市为了舒适，有魅力的成市， 

特别，流山市强调，健康，坏境，养育孩子，教育 

大家，请利用这个笔记本为了生活引导。重新感谢对协助的很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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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办公司 

流山市政厅 

所在地     平和台 1-1-1 

主页网页  http;//www.city.nagareyama.chiba.jp/ 

 

交通 

流山站（流铁流山线）徒步 3分 

流山中央站（TUKUBA快车）徒步 15分 

流山大鹰之森站（TUKUBA快车，东武野田线） 

从西门出入口公共汽车 

 

1东武公共汽车；6班车站开往「南流山站」 

「流山市政厅入口」下车徒步约 5分 

2京成公共汽车 7班车站「平和台站入口，或经由流山市政厅 

 环行流山大鹰之森西出入口」「流山市政厅」下车徒步约 3分 

南流山站（TUKUBA快行，JR 武藏野线） 

从北出入口公共汽车 

1 东武公共汽车开往「流山大鹰之森站西出入口」或「流山清洁中心」「流山市厅

入口」下车徒步 3分 

 

窗口接受时间 

关厅日  星期六，星期天，节日，年末年初 

市政府门卫室 

在市政府门卫室可能处理下个事务除了星期五星期天， 

节日，平日公作时间以外， 

从 12月到 1月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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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户口关系的申报 
（2）处理死尸火葬许可证或公布许可证 
（3）预约翼会馆柏斋坛谈（死亡申报的时候） 
户口关系的申报收在市政府门卫室， 
翌开厅日送文件对市民课但是受理时候是在门卫室收的日期 
 
办公事 
接待日，时间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除了节日，年末年初 
 
申报的种类 
户口关系的申报（受到申报，发给证明书） 
居民登记关系事务（迁入，迁出，迁居等申报，交付居民表） 
印鉴登记印鉴登记证明书交付的事务 
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年金的加入或丧失书关系的事务 
市税的个种证明（除一部分） 
儿童津贴，乳幼儿医疗费领受券的关系事务 
儿童医疗（乳幼儿）支援金的申报的关系事务 
接受妊娠申报书接受和母子健康笔记本的交付 
尸体火葬许可证交付申报书的受理和许可证的交付柩车和火葬场的使用申请交付 
选举人名册的登记，变更和删掉适合者的报告 
市立小中学校的入学，退学通知的交付 
市税等收纳关系的事务（只有大鹰森办公司） 
 
东部办公司   
所在地 名都借 313-1（木图书馆内） 
电话号码 TEL7144-2175 
交通 录色的公共汽车松丘线，东小学校前下车步行快到 
     JR常盘线南柏站西口下车步行 20分钟 
 
南流山办公司 
所在地南流山 3-3-1（南流山中心内） 
电话号码 TEL7159-4512 
交通 JR武藏野线，筑波快车南流山站南口下车步行 3分钟， 
京成公共汽车 江户川台西口-松户站西口，南流山中心下车步行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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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川台站前办公司 
所在地 江户川台东 1-4 
电话号码 TEL7152-3132 
交通 东武野田线江户川站东口下车步行 1分钟 
 
大鹰森办公司 
所在地 西初石 6-185-2（大鹰森采购中心 3楼） 
电话号码 TEL7154-0333 
交通 东武野田线，筑波快车大鹰森站南口下车步行 3分钟 
 

政府机构的建筑物 

第一机构建筑物 

4楼 议会场，议会事务处，第一，第四委员会室 

3楼 市长室，副市长室，秘书宣传课(市民协议室)，计划政策课（ 

男 共同参与室）市场活动课，招徕推进课，行政改革推进课，工程检

查室，城市创造推进课， 

录色的课，西平井，鳍崎地区区划整理办公司 

2楼 

总务课，人才培养课，财产充分课，教育长室，教育总务课，学校教育

课，指导课，生涯学习课，选举管理委员会事务局，情报公开场 

1楼 

市民课，国民保险年金课，税制课(债券回收对策室)，市民税课，会计

课，千叶银行办事处市民画廊 



1 

 

第二机构建筑物 

4楼 

会议室 

3楼 

工商课，农业行政课，农业委员会事务局，检查委员会事务局，会议室 

二楼 

地方自治团体课，（消费生活中心）防灾危机管理课，城市计划课， 

(交通计划推进室)，建筑住宅课（住宅对策室）住宅用地课，道路管理

课，道路建设课，河川课 

一楼 

 

社会福利课，（健康福祉政策室），高龄者的有意义的生活推进课，看护

支援课，障碍者支援课，孩子家庭课（孩子对策室）保育课 

 

为了更加理解市政 

【宣传流山】  秘书宣传课 TEL7150-6063 

为了通知流山市的个钟事业和活动和制度发信【宣传流山】 

每月 1号，11号，21号，3次，分发报纸的夹在报刊里的宣传品， 

还有配置在市政府的办公司和公民馆，图书馆和市内的站。还有可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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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山市的网页。 

【对市政的邮件】秘书宣传课 TEL7150-6063 

市政关系的意见从网页得到，反映对市政办理和回到市政府的想法利

用因特网回到。【对市长的信】秘书宣传课 TEL7150-6063 

市政关系的问题和意见反映市政运营。 

专用纸张配置在办公司，公民馆。 

【信息公开制度】总务课 TEL7150-6067 

为了贡献由于市民自治推进创造城市和公开的市政发展，保证市民的 

知道的权利，如果有要求的话市政府公开保有的信息的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总务课  TEL7150-6067 

这是制度市部门办理个人信息正确和安全，订立规则 

 

商量窗口 

市政府准备各种窗口，为了各种商量 

 

       ，保护人权委员，行政商量委员，消费生活商量委员，青少年

专门委员等专家商量，商量是免费。请轻松商量。 

市政府的商量窗口 
法律商量(要预约) 跟律士的商量，日常生活的法律全班的商量每周星期二，星期四 1300=1500 
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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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苦恼(人权，行政)的商量（要预约）跟人权保护委员，行政商量委员，人权和行政关系的
商量。每星期一 1000=1500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生活手续商量（要预约）跟行政代书人商量关于写文件偶数月第三次星期五，奇数月第二次星

期天在大鹰森星期天信息中心 TEL7158-1616 
税商量（要预约）跟税理士继承，赠送，买卖，关于税的商量每月第一次星期三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不动产商量（要预约）跟住宅用地建筑交易协会，出租，买卖住宅用地建筑关于的商量 
每月第一次星期三 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登记商量（要预约）跟司法代书人登记手续关于的商量每月第二次星期三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交通事故商量（要预约）交通全班的商量每月第三次星期一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外国
人商量（要预约）对外国人商谈苦恼每第四次星期三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8-1616 
消费生活商量关于消费生活启发和商量每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消费生活中心 TEL7158-
0999 
抚养孩子电话商量从零岁到就学以前的孩子关于电话商量从每星期一到星期五 
在平和台哺育处 TEL71581435,江户川台哺育处 TEL7152-0648 向小金哺育处 TEL7174-
8853孩子和家庭的商量围孩子家庭环境教养和教育等苦恼的事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家庭
孩子商量室 TEL7158-4144 
教育商量 小中学生的不上学和学校全班关系的商量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除了第三次星期
三）在教育研究计划室教育商量室 TEL7150-8390 
青少年商量 青少年，保护者的各种问题商量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除了第三次星期三） 
在青少年指导中心 TEL58-7830，7158-7833 
幼儿教育商量 商量未就学孩子养育和发育和朋友关系等商量每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在幼儿教育支援中心 TEL7158-7830，7158-7833 
苦恼的商量  日常生活上的苦恼和担心事的商量 每周星期三 在关怀中心 在社会福利协议
会 TEL7159-4735 
翼养育商量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等担心的事的商量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第一星期六 
在养育商量室（翼学园内）TEL7154-4844 
精神的商量（要预约）郁闷和不安，躲在家里等内心的烦恼，专家医生提意见每月第一和第三

星期一在精神商量室 在伤害者支援中心 TEL7150-6081 
幼儿语言商量 语言不通的孩子的商量 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在关怀中心 TEL7154-4844 
年金商量社会保险劳务士的年金关系的商量每周第二星期五在市民商量室 TEL7150-6110 
 
商量由于外部团体 
千叶县  会的法律商量(要预约，收费)  法律全班（借钱的问题是免费）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 
五在松户律士会松户支部 047-366-6611 每周星期三在野田法律商量中心 047-36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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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商量（电话商量可以） 交通事故全班的商量 
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 在交通事故商量处（东葛飾县民中心）交通事故商量处东葛飾支处

047-368-8000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 
千叶男共同参与计划中心为了女人综合商量（烦恼的事，困难的事包括 DV）每周从星期二到
星期天 
为了男人综合商量（烦恼的事，困难的事包括 DV）每周星期二，星期三 04-7140-8605 
关于税的商量窗口 关于的商量国税 从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 松户税务处 047-363-1171 
伤害者综合商量 为了伤害着综合窗口西深井地域生活支援中心堇菜 7154-8716 
酒害商量关于酒害的商量 每周第二次星期天 向小金福祉会馆，江户川台福祉会馆 流山忌酒
新生会 7153-7422 
年金，劳动的问题的免费商量（要预约）社会保险劳务士的年金，劳动问题关于商量每周星期

天 千叶县社会保险劳务士会东葛支部 047-345-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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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居民登记等 

户口                               问市民课 7150-6075 
登记户口，住址变更，交付证明书的话为了防止犯罪实施本人确认。驾驶证，居民

基本卡，护照等一点，，健康保险证，年金笔记本等二点的确认 
 

登记户口 
户口是登记日本国民的身分，公证的证明发生调动，需要登记的话，请确认下部的

必要书登记对市政府或办公司 
 

关于户口的登记 
出生登记 从出生 14天以内 父亲或母亲 父母的原籍地出生的地方出生证明书 
死亡登记 死亡以后七天以内 亲族 死亡人的原籍地死亡的地方死亡诊断书图章 
结婚登记书 登记以后生效 丈夫或爱人 丈夫或爱人的原籍地 夫妻双方的图章 
户口全部事项证明书 
养子过继登记 登记以后生效养亲或养子 样亲或养子的原籍地 图章，户口 
迁移户口登记 登记以后生效 现在的原籍地，迁移的地方 图章户口证明 
 
请问对市民课因为登记的内容不一样登记的书 
以上以外有认领登记，离婚登记，等等。请问详细对市民课。 
结婚 协议离婚 协议养子过继等等要本人确认 
 

户口关于证明 
户口全部（个人）事项证明书等户口关于证明需要的时候请交付登记在原籍地， 
还有登记可以邮政。 
户口关于证明书 
户口全部（个人）事项证明 一通 450 日币 户口全部事项证明书是户口记载事项
全部记载 户口个人事项证明书是只要需要的内容记载 
除籍全部证明书 一通 750日币除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是户口的全部内容记载 
修正以前的户口证明书 一通 750日币户口法律修正以前的户口 
户口记载事项证明 一通 350日币户口原本只要的内容证明 
受理证明 一通 350日币 受理户口登记的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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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证明 一通 300日币 证明有没有保护的登记，宣布破产 
户口附表的副本 一通 300日币 户口记载的人的距地调动经过的副本 
除了户口附表的副本 一通 300日币 迁移或死亡等除籍的户口的副本（注） 
 
户口全部事项证明等交付登记的时候需要登记人的本人确认 
户口记载的人或配偶者，直系亲属以外的人登记的时候要明示正当的理由。 
认为正当的理由的时候可以交付。 
还有如果代理人的话要委任证书 
(注)户口附表的副本，H20年 9月 27号以前除籍的话不可能交付。 
 
居民登记 

居民登记关于的登记 
居民登记是居民关于的 证明， 
还有选举人名捕的登记，义务教育国民健康保险，国名年金的事务的根基。 
如果有调动的时候，请快登记下表的登记 
居民登记关于证明 
居民表的副本 一通 300日币居民表的副本。 
除居民表的副本 一通 300日币为了调出或死亡，除了居民表的副本 
居民表记载事项证明 一通 300日币 在居民表记载内只要需要事项证明 
不在居证明书 一通 300日币 在指定的地方不登记的证明 
人口家庭合计表 一通 300日币 居民基本台帐人口合计，集计一共地方 
住址证明 不要钱 用轻汽车登记的时候证明 
 
居民表交付的时候要本人确认（驾驶证，居民基本卡） 
本人或本人家庭的人以外申请的时候要明示正当的理由， 
只要认为正当的时候交付。代理人的时候要委任书。 
 
关于特别永居者的人的手续 
特别永居者的各种登记， 
可以在市政府本厅 
 
共同发行 
在流山市，柏市 我孙子市的人可能取得居民表在下个地方 
(1) 流山市政府市民课（7250-6075） 
(2) 大鹰的森办公司（7154-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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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柏市政府市民课（7167-1128） 
(4) 柏站前行政服务中心（7168-5500） 
(5) 我孙子市政府市民课（7185-1111） 
交付，申请受理的时间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8:30~17:00（除了年末年初） 
交付，申请可以的人是在 3市内有居民表本人或同一家庭的人 
 

税金  
税金有下个种类 
 国税---收得税，继承税，赠送税，消费税等 
县税---个人收得税，法人事业税，个人县民谁， 
法人县民谁，不动产取得税，汽车税等 
市税---个人市民税，法人市民税，固定资产税，轻汽车税， 
特别土地保有税，城市计划税等 
 

市，县民谁（居民税）的申告 
市县民谁的申告是不但计算税的金额，而且是基本取得证明等各种证明的资料，所

以请申告不管有没有取得。 
课税征收计算前年的取得，在一月一号的住所的政府（市，区，村） 
申告书提出为了适当的取得税计算和课税资料，不一样申告讷税制度 
 
申告的时间  从 2月 16号到 3月 15号 
申告书发送 1月下旬，如果没有到，必要申告书的话，请问市政府市民税课（58-
1111） 
 
必要申告的人 
有市内地址的人需要提出申告书原则上下个人，不必要 
（1） 取得税的确定申告工资，公司提出工资支付报告书 
（2） 前年的取得是只要工资，公司已经报告了工资支付报告书 
（3） 领养老金者，支付先已经报告支付报告书到市政府 

前年途中退职，到 12月 31号没有工作的人， 
需要确定申告或居民税的申告 
没有取得的人，没有对线抚养扣除，清提出申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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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汽车税 

轻汽车税的课税和登记手续----市民税课 
每年 4月 1号现在，原动机自行车（汽车 250cc以下的摩托车），小形特殊
汽车(耕耘机或叉式车等)轻汽车和两轮的小形汽车（250cc过的摩托车）所
有的人需要纳税。 
轻汽车，摩托车的登记，转让（名义变更），废车的话请参照下个表还有必

要转出别的市镇村 
轻汽车税的减免-----市民税课 
因为身体，精神有伤害，行步困难的身体伤害者，减免轻汽车税。请商量对

市民税课（58-1111）汽车临时运行许可证（临时牌照）---市民税课 

试开，为了汽车检查申请检查的话，交付临时运行许可证 

 

固定资产税 

固定资产税需要 1月 1号，土地，房屋，偿还资产等所有的人。税额计算 

在固定资产台账登记乘 1.4% 

固定资产税的 评价 

【土地】土地的价格是一月一号现在的价格，面积是登记簿的，固定资产台

帐的评价修订 3年 1次。 

【房屋】为了新，增建的房屋适当价格计算，调查房屋的外(内)壁，天棚，

地板的材料。土地一样固定资产的价格修订 3 年 1 次还有，拆除房屋的时

候不必手续（减失申请） 

【偿还资产】偿还资产的所有的人需要每年 1 月 1 号现在的偿还资产的情

况 

固定资产台张 土地，房屋，的观看，---资产税课 

土地，房屋，偿还资产的所有者或代理人每年从 3月 1号到 3月 25号，可

以观看课税台帐(观看的日期可以改变) 

城市计划税的计算----资产税课 

城市计划税计算在固定资产课税台张上登记的土地房屋的价格乘 0.3%。城 

市地区内所有土地，房屋的人。另外对偿还资产没有课税 

 

纳税 

纳税的地方 

市，县民税，法人市民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计划税，轻汽车税支付在下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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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ば个金融机关。可以用转账汇款请看【转账的汇款的纳税】 

处理可以的金融机关 

千叶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东京三菱银行，朝阳银行， 

三和银行，樱花银行，住友银行，大和银行，东海银行，常阳银行 

関東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千葉興業銀行、京葉銀行、つくば銀行 

東京相和銀行、東日本銀行、三井信託銀行、三菱信託銀行、安田信託銀行 

東洋信託銀行、東京ベイ信用金庫、亀有信用金庫、東部信用金庫 

船橋信用金庫、松戸信用金庫、太陽信用金庫、流山農業協同組合、八木農

業協同組合、新川農業協同組合（順不同） 

 

纳税期间 

纳税期间是个月的月末。(但是如果期间的日期是星期六的话，星期一，是

星期天，祝日的话下个日期) 

固定资产税，城市计划税的评价改变的年，地 1次的纳税期限变从 4月到 5

月。 

 

转账汇款的纳税 

从指定收纳代理金融机关或邮局的户头，市县民谁（除了特别征收），固定

资产税，城市计划税，轻汽车税可以自动转账汇款。 

手续在金融机关，邮局的汇款委托书上写必要的事项，盖图像，提出金融机

关。 

纳税储蓄组合---纳税课 

这是市税纳税的话纳税期间以内凑齐组织。构成 10 个人以上，建立规章，

请申请附上工会会员名簿 

 

税关系证明书的交付 

发行的证明书的话，为了保护个人的所得和资产的秘密本人或亲族以外的

人申请的话需要委任书。但是轻汽车税的纳税证明书的话可以本人以外交

付申请，请带图像。 

所得证明书 对每年一月一号居的地方前年的所得证明的书 

课税证明书 对每年一月一号居在的地方的人前年的所得金额和市，县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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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课谁证明书 每年 1月 1号居在的人，市县民谁非课谁的证明 

儿子津贴所得证明书 儿子津贴申请的话需要的书。对每年一月一号居在的

人证明前年的所得额和扣除额的书 

评价证明书 每年一月一号证明现在的土地，房屋的评价额的书 

公课证明书 证明证明土地，房屋的固定资产税，城市计划税的额证明的书 

纳税证明书 市，县民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计划税，轻汽车税的纳税的书 

用钱一通 300日币 

 

防灾，消防，交通安全关于 

流山市，为了防灾，火灾，交通事故，整理下个对策和慰问金制度 

 

灾害对策 

流山市的防灾对策----众务课 

为了突然来的地震，风灾与水灾等灾害，流山市职员的动员，电气，气，水

道等防灾机关的协立，缔结协定跟姐妹城市的相马市（福岛县）和县内 80

市镇村相互支援协定，跟民间物资供给关于的协定。还有平成 8年度，在两

个小学安装灾害用深井户，非常时水，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德确保，应急，恢

复活动。 

灾害时的避难地方 

以备万一的灾害，家族全员商量家底的防灾对策，确认附近的避难地方。不

要忘记检验路线，距离，所需时间，还有周围的危险物品，堵塞的地方。 

流山小学校              流山 4-359 

新川小学校              中野久木 339 

八木南小学校       芝崎 92 

八木北小学校      美田 208 

江戸川台小学校     江戸川台東 3-11 

東小学校        名都借 856 

東深井小学校      東深井 879-2 

鰭ヶ崎小学校      鰭ヶ崎 7-1 

西初石小学校      西初石 4-347 

向小金小学校      向小金 3-149-1 

長崎小学校       野々下 2-10-1 

小山小学校       東初石 6-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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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山北小学校      加 1-795-1（加 795) 

西深井小学校      西深井 67-1 

南流山小学校      木 487 

南部小学校       加 3-600-1(加 858) 

北部小学校       中野久木 577 

東部中学校       名都借 865 

東深井中学校      東深井 47 

常盤松中学校      東初石 3-134 

八木中学校       古間木 210-2 

南流山中学校      流山 2539-1 

西初石中学校      西初石 4-455-1 

流山高等学校      東初石 2-98 

流山中央高等学校    大畦 275-5 

流山東高等学校     名都借 140 

流山南高等学校     流山 9-800-1 

流山北高等学校     中野久木 7-1 

東洋学園大学      鰭ヶ崎 1660 

江戸川大学       駒木 474 

文化会館        加 1-16-2(加 922) 

北部公民館       美原 1-158-2 

東部公民館       名都借 756-4 

初石公民館       西初石 4-381-2 

南流山センター     南流山 3-3-1 

市民総合体育館     野々下 1-29-4 

中野久木保育所     中野久木 373 

平和台保育所      平和台 2-6-3 

江戸川台保育所     江戸川台東 3-5 

向小金保育所      向小金 3-102-1 

老人福祉センター    東深井 986-1 

   駒木台福祉会館     駒木台 221-3 

      流山福祉会館      流山 2-102 

   江戸川台福祉会館    江戸川台東 1-251 

      西深井福祉会館     西深井 313 

      思井福祉会館      思井 79-2 

      向小金福祉会館     向小金 2-192-2 

      南福祉会館       南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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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深井福祉会館   東深井 498-3 

十太夫福祉会館 厚生课  十太夫 104-5 

名都借福祉会館   名都借 274 

野々下福祉会館   野々下 2-709-3 

赤城福祉会館    流山 8-1071 

流山青年の家    中 110 

江戸川河川敷緑地  南流山７丁目地先 

 

遭受灾害证明书 

风水害等灾害的受害的时，发行的书 

 

小灾害救助物资等分配制度(日本红十字千叶县支部)----厚

生课 

不适用灾害救助法的程度火灾，风水害，地震，其他的自然灾害的受灾者的救护 

灾害慰问金----------社会福利协议会 

 

对自然灾害和火灾等受灾房屋的家底，支付从 5000到 20000日币。 

  

灾害慰问金制度          厚生课 

慰问金的对象的灾害受灾的时候，灾害发生后七天以内在市政府厚生课，手续。还

灾害救助法适用的话不可能收灾害慰问金制度 

慰问金的对象的灾害和金额 

烧毁—全骁 30000日币（一般家庭），20000日币（准家底） 

 ， 

    --半骁 20000日币，           10000日币 

损坏—全坏 30000日币             20000日币 

    --半坏 20000日币             10000日币 

浸水地板上 30000日币             20000日币 

损坏是地震和台风等的自然灾害，损坏房屋 

一般家底是两个人以上的家底，准家底是一个人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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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互助制度支付慰问金 

这个制度是互助加入者提出会费，如果有火灾的话。还有可以加入，已经加入其他

保险公司的保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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