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有有有有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语语语语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    

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    TEL26TEL26TEL26TEL26----0110110110119999            南部消防署南部消防署南部消防署南部消防署 TEL38TEL38TEL38TEL38----0119 0119 0119 0119         东北消防署东北消防署东北消防署东北消防署 TEL36TEL36TEL36TEL36----0119 0119 0119 0119         川西川西川西川西消防署消防署消防署消防署 TEL31TEL31TEL31TEL31----0119011901190119    

 

 

 

    

    

    

    

◆◆◆◆上田城光叶榉树林的红枫节上田城光叶榉树林的红枫节上田城光叶榉树林的红枫节上田城光叶榉树林的红枫节    

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至至至至 1111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上田城迹公园一带上田城迹公园一带上田城迹公园一带上田城迹公园一带    

                上田城是以两次打退德川大军的战场而享有大名的名城、上田城楼，边回想上田的历史边欣赏映红城

墙的红叶，请尽情地享受红枫季节艺术照明下光叶榉树林游步道的美景！红枫节期间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以下仅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简单的介绍。 

铁炮队演武  10 月 31 日（周六）11：30 至 12：00  东虎口城门前 

上田城迹公园草坪广场 

穿盔甲战衣体验在东虎口城门前和草坪广场有 

体验战国武士气氛的乘马在上田城迹公园草坪广场进行 

美食大会合  10 月 31 日（周六）11 月 3 日（星期二、节假日）           

10：00 至 20：00  草坪广场前面 

艺术灯光下榉树林，11月31日至11月8日 从夜幕降临至22：00      

（根据情况有更变化的可能性）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8282828 年上田市成人仪式年上田市成人仪式年上田市成人仪式年上田市成人仪式    

日期：平成 2８年 1 月 1０日（星期日）*在节假日成人日的前一日 

对象：在平成 7年 4 月 2日～平成 8 年 4月 1 日期间的出生者。上田市出生、现住民

登记在市外、希望出席者也能参加，希望参加请向各询问处联系。 

指南书的发送：住在市内或已知道转出地址者，11 月下旬开始向你寄本次成人仪式的

指南书。    

会场和时间等会场和时间等会场和时间等会场和时间等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会场会场会场会场    中学时的学区中学时的学区中学时的学区中学时的学区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询问询问询问询问    

上田上田上田上田    

上田市民会馆 一中、二中、三中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３０３０３０３０～～～～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13131313：：：：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市生涯学习课

TEL23-6370 

上田创造馆 四中、六中 

上野が丘公民馆 五中 

盐田公民馆 盐田中 

丸子丸子丸子丸子    丸子文化会馆 丸子中、丸子北中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    

    

丸子教育事务所     

TEL42-3147 

真田真田真田真田    真田中央公民馆 真田中、菅平中 
真田教育事务所

TEL72-2655 

武石武石武石武石    武石公民馆 依田窪南部中 
武石教育事务所

TEL85-2030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No.No.No.No.39393939        

发行发行发行发行：：：：上田市市民课上田市市民课上田市市民课上田市市民课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23232323━━━━5334533453345334    



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有有有有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语语语语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 TELTELTELTEL：：：：22222222----41004100410041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25252525----4100410041004100（（（（总总总总））））        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42424242----31003100310031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43434343----3666366636663666（（（（总总总总））））    

        真田真田真田真田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72727272----22222222000000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72727272----4140414041404140（（（（总总总总））））武石地域武石地域武石地域武石地域自治中心自治中心自治中心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85858585----2311231123112311（（（（总总总总））））FAXFAXFAXFAX：：：：85858585----2313231323132313（（（（总总总总））））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828282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公立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开始受理公立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开始受理公立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开始受理公立幼儿园的入园手续开始受理（（（（询问询问询问询问：：：：市保育课市保育课市保育课市保育课 TEL22TEL22TEL22TEL22----5132513251325132））））    
■从申请到入园的过程（概要） 

 

    
 

 

 

 

 

 

■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利用时间利用时间利用时间利用时间    
根据『保育所必须的量』决定了不同的利用可能的保育时间，当超过利用可能的保育时间时，需要利用延长保育（此

时需要另外交纳延长保育费）。 
保育所必须的量 定义 利用可能的保育时间 

保育标准时间 家长双方均是全日制工作的情况下 最长 11 小时 
保育短时间 家长的任何一方是时间制工作的情况下 最长 8 小时 

■将要出生的孩子如何申请？ 

  入园申请在出生前就能办理，前去办理时请带上母子健康手册。但有会进行入园调整的可能性。 

■当你碰到孩子需马上入园的实际困难时？ 

    当碰到此类实际困难时，市会在可能范围内办理招收的手续，请有困难者前去你希望去的保育园或市

保育课商谈。 

◎◎◎◎能够入园的基准能够入园的基准能够入园的基准能够入园的基准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保育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家庭保育事业家庭保育事业家庭保育事业家庭保育事业时时时时（（（（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时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时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时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时））））家长的一方必须满足以下的家长的一方必须满足以下的家长的一方必须满足以下的家长的一方必须满足以下的    

①有每月 64 小时以上工作。②母亲在怀孕阶段或是产后不久者。③家长有病或伤，或是有残疾和精神障碍。④

同居家庭成员中有不能离开照看或者是看护者。⑤家长正在进行灾后复兴活动者。⑥家长在继续地寻找工作。⑦

家长正在就学或在进行职业训练。⑧有被虐待和 DV 的可能性。⑨取得了育儿假但有在上保育园的儿童，被认定

需要继续进行保育者┅┅ 

▲▲▲▲公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认定孩子园（（（（没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没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没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没有必须保育的理由时时时时））））    

    小孩的年龄满 3 岁以上。 
■■■■办理入园手续的时间和地点办理入园手续的时间和地点办理入园手续的时间和地点办理入园手续的时间和地点    

日期和时间 办理地点 

10 月 29 日（星期四）、30 日（星期五） 

12：00 至 18：00 

希望进入的保育园·公立幼儿园 

11 月 2 日（星期一）、4 日（星期三） 

8:30 至 19：00 

保育课或丸子、真田、武石自治中心的市民服务课 

※没有能在保育园·幼儿园进行申请者 

◎认定申请兼入园申请的提出方法：10 月 5 日以后，填好 10 月 5 日以后从各保育园·公立幼儿园，认定孩

子园、家庭保育事业或市保育课、丸子、真田、武石自治中心拿来的入园申请表，向上述的地点提交。 

※注意还有要求提交其它的资料的情况，详细请查看保育园入园简介。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向市保育课询问。 

◎保育园·公立幼儿园、认定孩子园的入园地的决定 入园地以第一希望为优先、当希望入园的报名

人数集中时、有向第二志愿以后调整的可能性。 

◎保育料·学费的决定等：平成 28 年开始预定保育料·学费分前期 4 月至 8 月、后期 9 月至第二年的 3 月，

分开决定。通知分别预定在 4 月中旬、9月中旬发至各家庭。 

■■■■介绍当你碰到困难时可利用的服务介绍当你碰到困难时可利用的服务介绍当你碰到困难时可利用的服务介绍当你碰到困难时可利用的服务    

·休日保育：以在园生为对象、当家长由于工作等小孩需要休息日保育时，能利

用休息日保育服务。 

·临时保育：以没有入园的儿童为对象，家长由于工作（包括求职活动）或出生、

有病、参加婚葬礼时发生临时的小孩无人照看，可利用临时保育。是需支付一定

的保育料，具体请向实施的保育园询问。 

■■■■介绍上田市的保育料等的减轻政策介绍上田市的保育料等的减轻政策介绍上田市的保育料等的减轻政策介绍上田市的保育料等的减轻政策    

                上田市在现行的国家减轻基准的基础上，还实施市独自的减轻措施，对同时

上保育园以外的第二个孩子的减轻制度、对第三个孩子减轻制度的扩大等更多的

减轻政策。 

    

10 月 29、30 日   

11 月 2、4 日 

新申请的认定、 

入园申请的受理 

 

11 月至平成 28 年 1 月 

认定·入园基准的审查， 

各保育园·公立幼儿园 

之间的调整 

 

2 月上旬 

发送认定证· 

利用决定通知

2 月下旬 

入园说明会 

4 月上旬 

幼儿入园仪式 

 

4 月中旬 

保育料·学费的决定通知书 



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有有有有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语语语语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    
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    TEL26TEL26TEL26TEL26----011 011 011 011 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 TEL38TEL38TEL38TEL38----0119 0119 0119 0119 上田上田上田上田东东东东北消防署北消防署北消防署北消防署 TEL36TEL36TEL36TEL36----0119 0119 0119 0119 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 TEL31TEL31TEL31TEL31----0119011901190119    

    

◆◆◆◆开设了个人编号通知卡开设了个人编号通知卡开设了个人编号通知卡开设了个人编号通知卡····个人编号卡个人编号卡个人编号卡个人编号卡的询问的询问的询问的询问专用专用专用专用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根据【个人编号制度】，10 月下旬开始记载有个人编号的个人编号通知卡以邮寄的形式、以家庭为单位

顺次寄到了大家的住处。再个人编号卡的申请也开始了，有不明之处请询问。 

个人编号专用询问电话 TEL21-0210  

◎其它的询问电话也可以利用 

·市民课  TEL23-5334  丸子市民服务课 TEL42-1052  真田市民服务课 TEL72-0154 

武石市民服务课 TEL85-2827 

·全国统一价的询问电话    0570-064-738（可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7171717 日是日是日是日是[[[[考虑税收周考虑税收周考虑税收周考虑税收周]]]]！！！！    
  市为了广大市民能过好安全、舒适地日常生活，对公共设施、道路等进行日常的维护和整备，并进行

教育的振兴、充实社会保障等和市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项事业。大家所纳的税是保障以上事业能顺利进

行的财源，可以说是我们能安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资金。请大家理解和协助请大家理解和协助请大家理解和协助请大家理解和协助，，，，在期限内缴纳税金在期限内缴纳税金在期限内缴纳税金在期限内缴纳税金。。。。 

····小型汽车小型汽车小型汽车小型汽车((((軽自動車軽自動車軽自動車軽自動車))))的税额的税额的税额的税额改正了改正了改正了改正了    

    从平成 28 年度起小型汽车(軽自動車)的税额改正了，改正情况如下。 

 

1 原付微型摩托车、125CC 以上的摩托车、小型(軽自動車)特殊汽车 

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727272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现行税额现行税额现行税额现行税额））））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828282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新税额新税额新税额新税额））））    

小型摩托车 50CC 以下 1000 日元日元 2000 日元 

50CC 至 90CC 1200 日元 

90CC 至 125CC 1600 日元 2400 日元 

中型摩托车 125CC至250CC 2400 日元 3600 日元 

大型摩托车 250CC 以上 4000 日元 6000 日元 

小型(軽自動車)特殊汽车 农耕用 1600 日元 2400 日元 

其它 4700 日元 5900 日元 

 

2 三轮及四轮小型汽车(軽自動車) 

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旧税额旧税额旧税额旧税额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7272727 年年年年 3333 月以前月以前月以前月以前    

新税额新税额新税额新税额    

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7272727 年年年年 4444 月以后月以后月以后月以后    

加重税额加重税额加重税额加重税额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13131313 年年年年、、、、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15151515 年年年年 3333 月以前月以前月以前月以前    

四轮 乘

人 

营业用 5500 日元 6900 日元 8200 日元 

私家车 7200 日元 10800 日元 12000 日元 

货

物 

营业用 3000 日元 3800 日元 4500 日元 

私家车 4000 日元 5000 日元 6000 日元 

三轮   3100 日元 3900 日元 4600 日元 

※包括普通车和小型车从绿化的观点出发包括普通车和小型车从绿化的观点出发包括普通车和小型车从绿化的观点出发包括普通车和小型车从绿化的观点出发，，，，对新规登记对新规登记对新规登记对新规登记 13131313 年后的汽车年后的汽车年后的汽车年后的汽车，，，，从从从从平成平成平成平成 28282828 年开始加课年开始加课年开始加课年开始加课（（（（约约约约 20%20%20%20%））））

的车税的车税的车税的车税    

 

3 还有关于绿色化特例税减轻制度 

    仅适用于平成 27年 4月 1日至平成 28年 3月 31 日之间进行了最初车

检的绿色化省能车辆。 

但限定适用于平成 27 年 4 月 1 日以后新规登记的三轮、四轮小型汽车(軽

自動車)。 

    

····在车辆解体前在车辆解体前在车辆解体前在车辆解体前，，，，请不要忘记名义登录的抹销手续请不要忘记名义登录的抹销手续请不要忘记名义登录的抹销手续请不要忘记名义登录的抹销手续！！！！    

    小型汽车(軽自動車)已送去解体了，车已没有了，但没有进行登录的抹登录的抹登录的抹登录的抹

销手续销手续销手续销手续，，，，仍属于仍属于仍属于仍属于車税車税車税車税的征收对象的征收对象的征收对象的征收对象！！！！！！！！    

注意车解体前不要忘记登录的抹销手续登录的抹销手续登录的抹销手续登录的抹销手续，，，，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协助协助协助协助。。。。 

    

····固定资产的消帐登记申报每年固定资产的消帐登记申报每年固定资产的消帐登记申报每年固定资产的消帐登记申报每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为止日为止日为止日为止    

    固定资产税是每年 1月 1 日土地、房屋的产权拥有者必须缴纳的税金。住宅，店铺，工厂等新建时、坼

去都必须进行登记。请注意如坼去时没有提交固定资产的消帐登记，会继续被扣固定资产税的。 

 



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有有有有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语语语语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上田市役所 TELTELTELTEL：：：：22222222----41004100410041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25252525----4100410041004100（（（（总总总总））））        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丸子地域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42424242----31003100310031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43434343----3666366636663666（（（（总总总总））））    

        真田真田真田真田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地域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72727272----2222222200000000（（（（总总总总））））FAXFAXFAXFAX：：：：72727272----4140414041404140（（（（总总总总））））武石地域武石地域武石地域武石地域自治中心自治中心自治中心自治中心 TELTELTELTEL：：：：85858585----2311231123112311（（（（总总总总））））FAXFAXFAXFAX：：：：85858585----2313231323132313（（（（总总总总）））） 

    

◆◆◆◆第第第第 102102102102 回市民公开讲座回市民公开讲座回市民公开讲座回市民公开讲座（（（（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询问询问询问询问：：：：信州上田医疗中心信州上田医疗中心信州上田医疗中心信州上田医疗中心 TEL22TEL22TEL22TEL22----1890189018901890    

日期：11月 21 日（周六）13：30 至 14：30 

地方：信州上田医疗中心的研修中心 3 楼会议室 

演讲题目：肺炎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讲师：出浦 玄氏（呼吸内科医长） 

◆◆◆◆菊花节菊花节菊花节菊花节 ININININ 温泉温泉温泉温泉さささささらの湯さらの湯さらの湯さらの湯                询问询问询问询问：：：：室贺温泉室贺温泉室贺温泉室贺温泉ささらのささらのささらのささらの湯湯湯湯 TEL31TEL31TEL31TEL31----1126112611261126    

日期和时间：10月 24 日（星期六）至 11月 7 日（星期六） 

  10：00 至 15：00（星期六、日和休假日 16：00） 

地方：室贺温泉ささらの湯 

内容：大型菊花、满天星型菊、造型菊、盆景菊等等的展出。 

 11 月 3 日（星期二节假日）10：00 至 14：00 还举行露天茶会。 

    

◆◆◆◆信州上田垃圾减量信州上田垃圾减量信州上田垃圾减量信州上田垃圾减量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分类分类分类分类！！！！减料减料减料减料！！！！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资源化资源化资源化资源化）！）！）！）！    
    市把垃圾的减料·再利用作为重要的一环，为推进垃圾减量的工作，上田市决定了以垃圾的分类！减

料！再利用（资源化）！为口号，你的手动一动；垃圾就减少了。 

····杂纸也能成为资源杂纸也能成为资源杂纸也能成为资源杂纸也能成为资源！！！！    

    搬运到垃圾烧却中心的可以再利用（资源化）的杂纸有大量的存在，如消闲食品、手纸

等的包装箱，明信片、信封、小纸片等等，如进行了分类都可以作为资源垃圾的。 

····进行了遮眼的行为了吗进行了遮眼的行为了吗进行了遮眼的行为了吗进行了遮眼的行为了吗？？？？    

    为了垃圾不引起别人注意，用大量的报纸来进行包囊后再扔出去，请大家停止这样的行为。因为报纸

是资源垃圾。厨房垃圾的水分要充分挤压掉，争取做到不用报纸来包、垃圾的水分也不会出来！ 

····再对垃圾的分类法进行一次确认再对垃圾的分类法进行一次确认再对垃圾的分类法进行一次确认再对垃圾的分类法进行一次确认！！！！    

    垃圾分为 5 大类。①可燃垃圾②不可燃垃圾③有可燃记号的塑料垃圾④资源垃圾⑤有毒、危险垃圾。

请大家再一次确认各类垃圾的风分类规则。具体可查看垃圾的分类废弃方法手册或查看市网页。 

̴̴̴̴̴̴̴̴̴̴̴̴̴̴̴̴̴̴̴̴̴̴̴̴̴̴̴̴̴̴̴̴̴̴̴̴̴̴̴̴̴̴̴̴̴̴̴̴̴̴̴̴̴̴̴̴̴̴̴̴̴̴̴̴̴̴̴̴̴̴̴̴̴̴̴̴̴̴̴̴̴̴̴̴̴̴̴̴̴̴̴̴̴̴̴̴̴̴̴̴̴̴̴̴̴̴̴̴̴̴̴̴̴̴̴̴̴̴̴̴̴̴̴̴̴̴̴̴̴̴̴̴̴̴̴̴̴̴̴̴̴̴̴̴̴̴̴̴̴̴̴̴̴̴̴̴̴̴̴̴̴̴̴̴̴̴̴̴̴̴̴̴̴̴̴̴̴̴̴̴̴̴̴̴̴̴̴̴̴̴̴̴̴̴̴̴̴̴̴̴̴̴̴̴̴̴̴̴̴̴̴̴̴̴̴̴̴̴̴̴̴̴̴̴̴̴̴̴̴̴̴̴̴̴̴̴̴̴̴̴̴̴̴̴̴̴̴̴̴̴̴̴̴̴̴̴̴̴̴̴̴̴̴̴̴̴̴̴̴̴̴̴̴̴̴̴̴̴̴̴̴̴̴̴̴̴̴̴̴̴̴̴̴̴̴̴̴̴̴̴̴̴̴̴̴̴̴̴̴̴̴̴̴̴̴̴̴̴̴̴̴̴̴̴̴̴̴̴̴̴̴̴̴̴̴̴
····厨房垃圾厨房垃圾厨房垃圾厨房垃圾要做到要做到要做到要做到尽可能家庭处理尽可能家庭处理尽可能家庭处理尽可能家庭处理    

有耕地和家庭菜园的家庭尽可能自行处理厨房垃圾理。不能自行处理的要尽可能除去水分。

利用市场上销售的生垃圾处理器也能很有效地对厨房垃圾进行处分。 

····食物要尽量地使用完毕还要食物要尽量地使用完毕还要食物要尽量地使用完毕还要食物要尽量地使用完毕还要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剩菜剩饭等剩菜剩饭等剩菜剩饭等剩菜剩饭等 

      养成节约的习惯，要珍惜食物等，这和减少垃圾的量有很大的关系。 

····不买多余的东西不买多余的东西不买多余的东西不买多余的东西、、、、不拿不需要的物品不拿不需要的物品不拿不需要的物品不拿不需要的物品。。。。    

      买东西时自带购物袋，超市的塑料袋就可以不要了。养成尽量买简易包装的物品等习惯。 

̴̴̴̴̴̴̴̴̴̴̴̴̴̴̴̴̴̴̴̴̴̴̴̴̴̴̴̴̴̴̴̴̴̴̴̴̴̴̴̴̴̴̴̴̴̴̴̴̴̴̴̴̴̴̴̴̴̴̴̴̴̴̴̴̴̴̴̴̴̴̴̴̴̴̴̴̴̴̴̴̴̴̴̴̴̴̴̴̴̴̴̴̴̴̴̴̴̴̴̴̴̴̴̴̴̴̴̴̴̴̴̴̴̴̴̴̴̴̴̴̴̴̴̴̴̴̴̴̴̴̴̴̴̴̴̴̴̴̴̴̴̴̴̴̴̴̴̴̴̴̴̴̴̴̴̴̴̴̴̴̴̴̴̴̴̴̴̴̴̴̴̴̴̴̴̴̴̴̴̴̴̴̴̴̴̴̴̴̴̴̴̴̴̴̴̴̴̴̴̴̴̴̴̴̴̴̴̴̴̴̴̴̴̴̴̴̴̴̴̴̴̴̴̴̴̴̴̴̴̴̴̴̴̴̴̴̴̴̴̴̴̴̴̴̴̴̴̴̴̴̴̴̴̴̴̴̴̴̴̴̴̴̴̴̴̴̴̴̴̴̴̴̴̴̴̴̴̴̴̴̴̴̴̴̴̴̴̴̴̴̴̴̴̴̴̴̴̴̴̴̴̴̴̴̴̴̴̴̴̴̴̴̴̴̴̴̴̴̴̴̴̴̴̴̴̴̴̴̴̴̴̴̴̴̴̴
····把至今为止扔掉的东西进行再利用把至今为止扔掉的东西进行再利用把至今为止扔掉的东西进行再利用把至今为止扔掉的东西进行再利用    

    如还能穿的旧衣服请拿到上田市清洁中心隔壁并设绿色的家作为资源垃圾回收。还有

上田市清洁中心对直接送入的剪枝、锄草等垃圾不是进行烧却，而是进行再资源化处理。 

····厨房垃圾也可以变成资源厨房垃圾也可以变成资源厨房垃圾也可以变成资源厨房垃圾也可以变成资源    

    厨房垃圾可以变成有机肥料。利用市里可免费领取的『ぱっくん』可以垃圾有机化，还有市里对厨房

垃圾处理的机器进行补助，利用机器厨房垃圾能很好地资源化。 

̴̴̴̴̴̴̴̴̴̴̴̴̴̴̴̴̴̴̴̴̴̴̴̴̴̴̴̴̴̴̴̴̴̴̴̴̴̴̴̴̴̴̴̴̴̴̴̴̴̴̴̴̴̴̴̴̴̴̴̴̴̴̴̴̴̴̴̴̴̴̴̴̴̴̴̴̴̴̴̴̴̴̴̴̴̴̴̴̴̴̴̴̴̴̴̴̴̴̴̴̴̴̴̴̴̴̴̴̴̴̴̴̴̴̴̴̴̴̴̴̴̴̴̴̴̴̴̴̴̴̴̴̴̴̴̴̴̴̴̴̴̴̴̴̴̴̴̴̴̴̴̴̴̴̴̴̴̴̴̴̴̴̴̴̴̴̴̴̴̴̴̴̴̴̴̴̴̴̴̴̴̴̴̴̴̴̴̴̴̴̴̴̴̴̴̴̴̴̴̴̴̴̴̴̴̴̴̴̴̴̴̴̴̴̴̴̴̴̴̴̴̴̴̴̴̴̴̴̴̴̴̴̴̴̴̴̴̴̴̴̴̴̴̴̴̴̴̴̴̴̴̴̴̴̴̴    ̴̴̴̴̴̴̴̴̴̴̴̴̴̴̴̴̴̴̴̴̴̴̴̴̴̴̴̴̴̴̴̴̴̴̴̴̴̴̴̴̴̴̴̴̴̴̴̴̴̴̴̴̴̴̴̴̴̴̴̴̴̴̴̴̴̴̴̴̴̴̴̴̴̴̴̴    
                                                                                                                                                                    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最近的 4444 年上田市一日烧却的可燃年上田市一日烧却的可燃年上田市一日烧却的可燃年上田市一日烧却的可燃垃圾垃圾垃圾垃圾量量量量((((吨吨吨吨))))    

····可燃垃圾的处理现状可燃垃圾的处理现状可燃垃圾的处理现状可燃垃圾的处理现状    

                上田市一日烧却的可燃垃圾量

的目标值为 92.1(吨)。如果市民平均

每人 1 天减少 15 克垃圾的话，这样

目标就达成了 

*15 克只相当于一大量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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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周五下午、、、、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市役所主楼一楼有有有有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语语语语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免费咨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询窗口的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夜间和节假日的紧急医询问    
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中央消防署    TEL26TEL26TEL26TEL26----011 011 011 011 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上田南部消防署 TEL38TEL38TEL38TEL38----0119 0119 0119 0119 上田上田上田上田东东东东北消防署北消防署北消防署北消防署 TEL36TEL36TEL36TEL36----0119 0119 0119 0119 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川西消防署 TEL31TEL31TEL31TEL31----011901190119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