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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确定申报咨询
所得税确定申报咨询会场在市役所新办公大楼
主办

咨询内容

时期

会场

市民税课

所得税确定申报咨询

883-1111

（周六、
日除外，但 2 月 27 日 9：00-11：

市/县民税申报咨询

00、13：30-15：00 也可咨询）

2/16-3/15

市役所 2 楼

受理时间

实施方法

9：00-16：00

单独面谈

申报咨询会场

注：如果所得税确定申报内容中有涉及专业判断时，请咨询土浦税务署。申报咨询与去年相同，但受理方法变更如下：在新办
公大楼内南侧入口附近根据申报内容领取不同颜色的牌子；到 2 楼申报咨询会场入口处换取相同颜色的号牌；根据号牌顺序排队咨
询。申报咨询者请使用办公大楼西侧的申报咨询者专用停车场，由南侧入口进入办公大楼。

还可咨询以下内容
主办

咨询内容

时期

会场

受理时间

实施方法

使用电脑个人制作

2/1-3/15（节假日除外）

市役所 2 楼研修室 2

9:00-16:00

个人制作

2/1-22（节假日除外）

市役所 2 楼研修室 1

市民税课
883-1111

所得税确定申报

土浦支部提供所得
税理士会
824-5055

税返还申报免费税
务咨询

9:15-11:00
13:00-15:00

使用电脑自主填表

面向需要办理所得税返还申报的工资收入或年金收入者。

申报咨询所需材料
◆申报书◆印章（内藏墨水式印章不可）◆计算器、圆珠笔◆能证明 2010 年收入的材料（工资及年金的源泉征收票原件和支付
调查书等）◆2007 年内的支付证明书或发票（生命保险金、国民健康保险税、护理保险金、国民年金保险金等◆接受医疗费控除者
请带好发票◆适用残疾者控除者请出示残疾者手册等◆外国人登录证明书◆能显示申报者本人存款帐号的材料。

致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家庭
请进行市民税·
请进行市民税·县民税申报
即使没有收入也需要进行市民税·县民税申报。如果未申报：将无法准确计算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税额；将无法判断家庭收入是
否低于基准线从而无法适用针对低收入者的国民健康保险税减税措施；将被判定为“一般课税所得家庭”，这样，高额疗养费和住院
餐费的自费部分可能增多。

国民健康保险的计算方法及减税措施
国民健康保险的税额计算分为 3 部分，即：根据加入者去年收入计算的“所得部分”、根据加入人数计算的“均等部分”、根据
各家庭计算的“平等部分”
。
在“均等部分”和“平等部分”
，针对收入低于基准线的低收入者，根据收入水准分别实施 20%、50%、70%的减税措施。
咨询：国民健康保险税请咨询国保年金课国保税负责人，申报内容请咨询市民税课。Tel 029-883-1111。

国民健康保险证可在窗口领取
2011 年度的国民健康保险证将在 3 月 20 日左右以简易挂号邮件方式寄送。希望直接在国保年金课领取保险证者请提前申请。
申请方法：3 月 10 日前在国保年金课或各窗口领取相关申请表。请带好印章和身份证明材料。
提交：直接交给国保年金课或各窗口，或邮寄至国保年金课。
领取时间：3 月 17 日起。
咨询：国保年金课国保资格支付负责人，Tel 029-883-1111。

市税 2 月缴纳期限为
月缴纳期限为 2 月 28 日（周一）
周一）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第 4 期）请咨询：资产税课；纳税课。国民健康保险税（第 8 期）请咨询：国保年金课国保税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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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茨城花博

■种菜讲座

可以亲自体验有花生活的乐趣，为实现｢茨城遍布花与绿｣的目
的而举行本次活动。
“看”
、
“玩”
、
“学”
、
“买”
，这是一个融花于一体
的综合娱乐活动。
时间：2/19（周六）
・20（周日）10:00～16:30
(20 号·周日截止到 15:00)
地点：筑波市カピオ〔竹园 1-10-1〕
○主办方特别展示(设在舞台的花造型)
○专业花艺师竞技大会｢2011 日本杯・南关东地区代表选考大会｣
○世界兰展日本大奖(2008･2009)第一名得奖者作品展示
○第 36 回茨城县花展 (約 300 点の插花、盆景展示)
※从 20 日
（周日）
15:30 开始售卖展示花 (14:00 开始分发整理券)
○专业花艺师的作品展示(主展示)
○装饰花大赛、花展大赛
○拍卖花
○环盆、园艺用品、农产品、饮食物等的 PR・贩卖(室内、室外摊点)
入场费用：预售票 500 日元(当天票 60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售票处：▲筑波カピオ ▲县厅生协商店
▲24 小时便利店均有销售(7·11 、LAWSON、family-mart、sunkus)

时间：2/26（周六）13:30～
地点・ 内容：
▲市民研修中心(临近北条大池)＝春季种菜讲座
▲筑波故乡农园＝整地与种菜法
对象：对于种菜感兴趣者
※为参加市民农园而开展相关咨询会
限定人数：30 人
参加费用：免费
报名方法：FAX(请明确填写参加人数与联系方
式)或者是电话报名
报名・ 问询处：筑波故乡农园
TEL/FAX 029(867)0688
关于所刊登信息的咨询，
请致电筑波市市政农业课 TEL 029(883)1111

日本北海道将举
日本北海道将举行系列活动
行系列活动吸引中国客春节
吸引中国客春节旅游
中新网 1 月 24 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即将到来的 2011 年
2 月 3 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全中国都将在这一天前后开始春节
长假期。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在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2
月 3 日)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北海道登别市内的主题公园以及温泉街

体验教室
体验教室－
教室－花艺教室－
花艺教室－

等各大商家都在为迎接中国圈前来的游客而积极准备着。
各个宾馆以

时间・限定人数：
▲2/19（周六）①10:30～11:30②11:45～12:45・各 20 人
▲2/20（周日）①10:30～11:30②12:00～13:00③13:30～14:30・各
14 人
＊参加费用：各 1,000 日元

及相关旅游设施都对这一春节期间“绝好的商机”充满期待，
并且也
为这期间能更好的吸引游客为游客服务做了很多特别企划方案。
今年，中国的春节假期与北海道的“札幌冰雪节”(2 月 7 日～
13 日)时间恰好一致，估计今年赴北海道的中国游客人数会进一步增

－盆吊花教室－
盆吊花教室－
时间：2/19（周六）15:00～16:00 参加费用：2,000 円
申请方法：将申请表(可从网页下载)FAX 或者电邮到报名处※按报名
先后顺序录取（预先报名制)
申请・问询 茨城花博执行委员会事务局(县园艺流通课内)
TEL 029(301)3954 FAX 029(301)3969 可用关键词｢ いばらき花
フェスタ 2011｣ 在网上进行检索
◎问询 农业课

加。据登别观光协会息，迄今位置，2 月 1 日至 10 日期间，登别各
个温泉宾馆、酒店，甚至旅馆，很多都“预订爆满”(登别观光协会)。
而登别市内的三大主题公园预订情况也都比去年同期更好，
大家都在
为“春节特别需求”进行着积极准备，希望招揽更多游客。
登别伊达时代村(中登别町)预计春节期间迎来 2000 名以上游
客。
登别熊牧场特意为牧场大门口两边的各种特色商品小店装扮得特
别有节日气氛，“盛装”迎客。负责人称，预约人数也有不小的增加，

■ 轻松会话沙龙
希望努力制造出“庆祝新春的氛围，增加面向中国游客的商品”。
＊欢迎您当天参加
报名・ 问询 筑波市市政大楼男女共同参画室
Tel 029-883-1111 FAX029-868-7586
※｢ 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
时间：2/17(周四) 10:00～12:00
地点：市政大厅 2 楼防灾会议室
讲师：张扬（チョウ・ ヨー）氏
筑波大学大学院留学生
内容：
在筑波大学进行教育学研究的张扬同学介绍中国的高等教育现
状，并对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实施体系的异同点进行简要总结概括。
※「芬兰的魅力及其教育」～
芬兰的魅力及其教育」～参加芬兰研修
」～参加芬兰研修～
参加芬兰研修～
时间：3/17（周四）10:00～12:00
地点：市政大厅 2 楼防灾会议室
讲师：若林美智子氏、片山百合子氏（筑波翼之会成员）
内容：讲述在研修期间亲见的芬兰教育成功秘诀
|||||||||||||||||||||||||||||||||||||||||||||||||||||||||||||||||||

■日语咖啡角
本会为可以用日语交流的外国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流提供场所。
热烈欢
迎热心国际交流之人士的踊跃参加。
时间 2 月 22 日（周二）上午 10 点～下午１点
地点 吾妻公民馆调理室
主题：
「美味的米饭和紫菜卷」
讲师：守中夫妇
材料费：300 日元
限定人数：20 人
报名方法 电话或者电邮
咨询 筑波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9-869-7675
E mail：inter@tsukubacity.or.jp

◎◎◎◎◎◎◎◎◎◎◎◎◎◎◎◎◎◎◎◎◎◎◎◎◎◎◎◎◎◎◎◎◎

体 育
介绍筑波市 wellness 公园健康运动项目。
公园健康运动项目。当然保持健康以外，
当然保持健康以外，您
也可以借此机会挑战一下向往已久的练习与教室
也可以借此机会挑战一下向往已久的练习与教室。
会挑战一下向往已久的练习与教室。
①
体育馆、
体育馆、泳池的运动项目
瑜伽、 有氧运动、胸呼式肌体运动、水肿散步、游泳入门等。
时间 每天(周四，周日除外)
授课费 1 次 300～500 日元(入馆另外收费)
②
募集使用 e-wellness 系统的｢
系统的｢筑波健康俱乐部｣
筑波健康俱乐部｣会员
设置有个人专用的健康项目、无浪费不勉强造就您的健康！具有让您
容光焕发、重塑美体防止卧床不起的功效。
※ 从２月份开始（周二）10:30～12:00 开始
※ 会费 3,000 日元/月(入馆另外收费)
③
骨折预防教室
一个月开展 4 次例如腹部减肥课等的每月更换主体的健康讲座 ※参
加费用 3,000 日元
④
夏威夷舞、
夏威夷舞、自我整体体验课
免费参加 ※课与讲座会有变更，无事前通知。
详情请参阅主页
http://www.tsukubawellnesspark.com/index.html
或者电话咨询。
关于①、②需另外交纳入馆费（成人 700 日元、儿童
400 日元）
，③、④无需另外缴纳费用。
问询处 筑波市 wellness 公园
〒300300-4234
4234 筑波市山木 1562 番地
TEL 029(867)5210
FAX（
FAX（029）
029）867867-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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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回筑波山梅花节 2 月 19 日(周六)～3 月 21 日(节假日)
位于筑波山腹部的[筑波山梅林]于今年迎来了第 38 届[筑波山梅
花节]。海拔约 250 米、总面积达 4.5 公倾的园内种植有红梅、白梅等
约１０００株梅树。
另外，园内随处可见筑波石。您再次可尽览在其他梅园无法欣赏到
的妩媚梅花与奇异筑波石的完美组合，并可体味到眺望辽阔研究学园都
市的乐趣。
◆主要活动
○免费梅茶(每天)○野点茶会(每周周日)○筑波山特色传统蛤蟆油叫
卖演出 (每日)○印章拉力赛(每日)○筑波物产等宣传・贩卖(每日) 等
※如遇恶劣天气或主办方等因素，有可能中止活动。
开场活动内容～｢开园节｣・｢开园仪式｣～
时间 2 月 19 日(周六)11:00(预定)
地点 筑波山梅林※雨天移至筑波山神社
◆交通
【乘公交车来访者】
筑波中心(
筑波中心(筑波车站)
筑波车站)筑波山路线公交约 40 分(车费) 成人 700 日元，
儿童 350 日元→ 筑波山神社入口步行约 5 分 → 筑波山梅林
【自驾车来访者】
＜市营停车场费用＞普通车：１次 500 日元；两轮车：１次 250 日元；
大型车：１次 2,000 日元※第 4 停车场禁止停泊大型车
－梅花节免费环游巴士－
※(周六)(周日)(节假日)10:00～15:30
从｢筑波山梅林(市营第１停车场)｣到｢つつじヶ丘｣之间的 9 个停车点
停车。
问询处 ▽筑波市观光物产课 TEL 029(883)1111
▽ 筑波市观光联合协会TEL 029(869)8333 可在网页输入｢筑
波山梅まつり｣检索

■水户梅花节－
水户梅花节－弘道馆开馆 170 年纪念－
年纪念－
第 115 届 水户梅花节
会场：偕乐园（水户市常磐街※免费）
、弘道馆（水户市三丸※入馆券：
成人 190 日元、小中学生 100 日元）
时间：2011 年 2 月 20 日～3 月 31 日
※会期的周六周日还将开展免费参加的野点茶会等各种活动项
目※2 月 25 日～3 月 13 日期间，闭园时间延迟至晚 9 点，将会
以霓虹灯装点夜晚的偕乐园。
－部分活动项目的介绍－
第 1 赏梅日２
赏梅日２月２０日
２０日（周日）
周日）
赠送梅花节开幕纪念品
地点：偕乐园东门·梅樱桥
时间：9：00～（前 100 名）
野外琴会（升田流派）
地点：偕乐园
时间：10:00～15:00
第２赏梅日２
赏梅日２月２７日
２７日（周日）
周日）
野点茶会（石州流派）
地点：偕乐园
时间：10:00～15:00
３月５日（周六）
周六）夜晚的偕乐园「
夜晚的偕乐园「夜·梅・节」
日時：3 月 5 日（周六）18:00～21:00
地点：偕乐园・常磐神社内
第３赏梅日 ３月６日（周日）
周日） 第４赏梅日３
赏梅日３月１３日
１３日（周日）
周日）
第６赏梅日３
赏梅日３月２７日
２７日（周日）
周日） 第５赏梅日 ３月２０日
２０日（周日）
周日）
活动项目内容各日均有不同，尽请关注！
！
交通：JR 水户站北口 4 号巴士站台乘车到偕乐园前站下车或者从 6 号
巴士站台乘车，在偕乐园站下车即是，乘车时间均约为 15 分钟。
前往弘道馆从水户站北口徒步 10 分钟处既是。

4.审查标准
①主题的优良性②事例的妥善性③内容构成④语句的使用方法⑤演讲
方式
5.报名方法・截止日期
实施要领・申请表从以下主页下载。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1 年４月 14 日（寄到）
。
〈大赛赛赛赛〉
财团法人国际教育振兴会
〒160160-0004 東京都新宿区四谷 1-21
官方主页：
官方主页：http://www.iechttp://www.iec-nichibei.or.jp
电话 0303-33593359-9620 FAX 0303-33533353-8908
EE-mail: benron@iecbenron@iec-nichibei.or.jp 周一～
周一～周五 9：
9：00～
00～17：
17：00
＊＊＊＊＊＊＊＊＊＊＊＊＊＊＊＊＊＊＊＊＊＊＊＊＊＊＊＊＊＊＊＊＊＊＊＊＊＊＊

实施筑波市科学之旅“
实施筑波市科学之旅“中国语导游”
中国语导游”
环绕筑波市内研究机构的筑波市科学之旅巴士实施中国语观光导
游。请愿意参加者事先报名（定员 40 人。按报名先后顺序，满员为止。
联系电话：029－863－6868 联系人：厖 pang）后参加。
时间：2011 年 3 月 5 日（周六）9：50～16：30（午饭自便：60 分）
集合地点·时间：9 点 40 分筑波市巴士中心 8 号乘车点集合
运费：成人（中学生以上）500 日元，小学生 250 日元（请事先购买车
票后来 8 号乘车点集合。
） ＊筑波实验植物园入园费用另外缴纳。
参观地：地图测量科学馆，筑波实验植物园，筑波科学广场，地质标本
馆，筑波宇宙中心
婴幼儿体检 <地点:各保健中心>
体检对象会在体检前月末收到个别通知，详情咨询各保健中心或筑波市
健康增进课※ 樱保健中心:029-857-3931;谷田部:029-838-1100
●18 个月幼儿
时间
地点
2/16（周三）
樱保健中心
3/9（周三）
谷田部保健中心
3/15（周二）
、3/16（周三） 樱保健中心
时间
地点
2/15（周二）
、2/17（周四）
樱保健中心
2/23（周三）
谷田部保健中心
3/2（周三）
3/8（周二）
、3/10（周四） 樱保健中心

出生日期
2008 年 1 月
2008 年 2 月

★预防接种★
预防接种★
○幼儿麻痹症预防接种
对象年龄：出生后 3 个月～未满 90 个月的婴幼儿
无需事先预约，按照受理先后顺序接种。
（*受理时间：13:00
13:00～
13:00～14:20）
14:20
年满一周岁幼儿的如未接种麻疹、风疹疫苗，请优先接种麻疹、风疹
疫苗。
谷田部保健中心
樱保健中心
大穗保健中心

3 月 17 日（周四）
2 月 24 日（周四）
、3 月 23 日（周三）
3 月 24 日（周四）

麻疹、风疹接种
1 期：1 岁以上 2 岁未满
2 期：平成 16 年 4 月 2 日—平成 17 年 4 月 1 日
3 期：平成 9 年 4 月 2 日—平成 10 年 4 月 1 日
4 期：平成 4 年 4 月 2 日—平成 5 年 4 月 1 日
2 至 4 期接种期限为平成 23 年 3 月 31 日之前
详情请参见[健康生活手册]
问询：樱保健中心 029-857-3931

2-3 月 份 急 诊 医 院
2011 年 2 月～2011 年 3 月✿诊疗时间:9:00～17:00✿ 急
诊医院有变动。如有紧急情况,请咨询筑波市消防本部·消防指令课
(029-851-0119)
日付
2/20（周日）

距离筑波市主办有 4 个月！
！
个月！
1. 时间以及大赛场地
2011 年 6 月 11 日（周六）下午 1 点开始于筑波市「ノバホール」
〒305-0031 茨城県つくば市吾妻 1-10-1
电话 029-852-5881 FAX029-855-2332
2. 演讲题目以及限制时间
○演讲题目自由，但是禁止宣传类内容，演讲内容必须为未发表
作品。○演讲时间 7 分钟以内、超时扣分○演讲结束后，根据演讲内容
进行问答○禁止过度表演以及使用小道具
3.参赛资格
符合以下①～③所有条件者
①母语非日语②参赛当日满 15 岁以上者
③在以往参赛过程中未领取到外务大臣奖或者是文部科学大臣奖者

2009 年 8 月

●3 岁幼儿

☆☆☆☆☆☆☆☆☆☆☆☆☆☆☆☆☆☆☆☆☆☆☆☆☆☆☆☆☆☆☆☆☆☆☆☆☆☆☆☆

第５２届
５２届 外国人日语辩论大赛

出生日期
2009 年 7 月

2/27（周日）

3/6（周日）

3/13（周日）
3/20（春分）
3/21（替休
日）
3/27（周日）

医療機関名
小倉内科（東）
あおやぎ医院
かつらぎクリニック
飯岡医院
楠瀬医院
樫村内科消化器科ク
リニック
酒井医院
倉田内科クリニック
高崎クリニック
筑波病院
自由ヶ丘医院
いちはら病院
ユーカリ医院
渋谷クリニック

住所
東 2-4-14
上ノ室 887
苅間 196-1
桜 3-20-2
小茎 509-1

電話番号
（029）
8520777
8571522
8521105
8577526
8762711

下広岡 744-1

8630606

若栗 1283-6
栗原 3443
高崎 772-12
大角豆 1761
自由ヶ丘 165-19
大曽根 3681
大井 1622
金田 2029-1

8763831
8578181
8733733
8550777
8760888
8640303
8741531
86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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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市中央图书馆免费发放旧图书
日期

时间

地点

对象·
对象·名额

2/25

13:00-15:00

アルスホール

筑波市民 180 人

一般图书

30 册

9:00-15:00

アルスホール

筑波市民 360 人

一般图书

30 册

9:00-11:30

图书馆业务用停车场

无限制

业余爱好、生活类杂志

无限制

13:00-15:30

图书馆业务用停车场

无限制

社会、科学、读物类杂志

无限制

2/27

9:00-15:00

图书馆 2 楼集会室

筑波市民 240 人

3/1

9:30-15:00

图书馆 2 楼集会室

无限制

2/26

图书类别

儿童图书

数量限制

10 册（其中图画书限 5 册）

一般图书、儿童图书、杂志

无限制

规定时间内，图书发完即告终止；25 日、26 日（一般图书）
、27 日需领取排队券；名额满时，排队券发放即告终止；排队
券发放时间：25 日 12:30 起（アルスホール入口处）
、26 日 8:30 起（アルスホール入口处）
、27 日 8:30 起（图书馆 2 楼集会室
门口）
；咨询：中央图书馆，Tel 029-856-4311。
图书馆开馆日期：中央图书馆（856-4311）：周二至周五 9：30-19：00、节假日 9：30-17：00。谷田部公民馆、筑波公民馆、小野川公民
馆、茎崎公民馆图书室：周二至周日 10：00-18：00。中央图书馆休馆日：2 月 21-25、28 日，3 月 7、14、21、22、28 日。

2011 年度筑波市高中生奖学金
对象：在
2011 年 4 月 1 日时满足以下 7 项条件者。①高中或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或职业高中在读（含 2011 年度新生）
；②未
对象
超过①中在读学校修学年限（定时制课程及通信制课程为 4 年）
；③学生本人及其经济供养人在筑波市内办理了居民基本台帐登
录或外国人登录；④因经济原因存在上学困难且未接受低保（
“生活保護”
）
；⑤品学兼优；⑥能顺利完成学业；⑦未接受（或准备
接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
名额：25
人（预定）
。
名额
支付金额：每月
6000 日元（预定）
。
支付金额
支付期间：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3 月。
支付期间
申请方法：4
月 28 日前直接将以下 3 项材料交至筑波市教育总务课。①奖学金支付申请表；②推荐书；③居民票复印件或外国人
申请方法
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包括家庭所有成员）
。需要①、②两项者请咨询教育总务课，Tel 029-883-1111。

市役所就《
（草案
市役所就《筑波市国际化基本指针》
筑波市国际化基本指针》
（草案）
草案）征集公众意见
为应对国际化、开展相关政策，筑波市正在制定《筑波市国际化基本指针》
。现公布草案，并征集公众意见。草案阅览点：筑
波市网页、信息阅览角（市役所 1 楼）
、国际课（市役所 2 楼）
、各窗口中心、各公民馆。意见提交方法：直接送至以上阅览点或
邮寄、传真、发送电子邮件至国际课。咨询：筑波市役所国际课。

本期要介绍的日语是——

◆用于询问的例文：
A：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が、郵便局

“すみません”
。

はどちらですか？（对不起，请问邮

“すみません”除了有表
示“对不起”的意思之外，有

局怎么走？）

时还可以表示“谢谢”。

B：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たところにあります。（沿着这条路一直朝

◆表示道歉的例文：

前走就是。）

A：この書類は提出期限が過ぎているよ。（这份材料已经过了提交期

◆表示感谢的例文：

限。）

A：今日も家まで送りましょうか？（今天也送你回家吧？）

B：すみません！忘れていました。
（真对不起！我忘了提交日期了。）

B：いつもすみません。（每次都麻烦你，真过意不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