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奈川力量构思的结构

分类 概　要

基本构思
展望约20年后的2025年度，显示了神奈川的最佳未来形象和政
策的基本方向。

实施计划
明确了从2007年度到2010年度 (4年 ) 县所致力于的措施·事业
和重点优先致力于的战略项目。

提高神奈川力量， 
创造崭新时代

神奈川力量构思・基本构思

神奈川力量构思・实施计划

什么是 
神奈川力量构思 ?

作为县的综合计划，描绘
神奈川的未来目标，并告
诉县民朝此目标本县
应开展什么政策。



 
 

 
 
 
 

基本构思 

提提高高神神奈奈川川力力量量，，创创造造崭崭新新时时代代  
－ 面向实现能充满生机、精神富裕地生活的地区社会 － 

基本理念 

立志实现的 3 个神奈川 

向世界开放的 
充满活力的 
神奈川 

 

有宽裕的 
宜居的 
神奈川 
 

共同支撑 
共同创造的 
神奈川 
 

至今为止，神奈川迅速面对时代变化，充分发挥其力量，向各种课题挑战并加以解决，

创造出了富有个性的地区社会。 

今后，神奈川将迎来人口减少等激烈变化的时代。以后，通过最大限度地运用由各位

县民所培育的丰富多采的力量，作为新时代的先驱，毫不动摇地立志实现每个县民能充

满生机、精神富裕地生活的可靠的社会。 

① 世界的“知识”相聚、交流并向世界传送的地区 

② 活跃产业活动的地区活力 

③ 耐灾害的、美丽的、有魅力的地区的形成 

④ 支撑交流和协作的交通网络的完善 

① 以完备的福利而形成的安心社会 

② 每个人的个性和可能性得到发挥的社会 

③ 珍惜儿童的社会 

④ 能体会到精神富裕和生活意义的生活 

⑤ 考虑到环境的可持续社会 

① 回应身边的生活需求的地区活动 

② 用于建设和保护地区的合作性努力 

③ 自治体之间的紧密协作 

④ 相互尊重的地区社会  

基本目标 

● 在神奈川，在进一步应对日益严重的低出生率和高龄化的同时，必须切实地对即将到

来的人口减少社会作好准备。 

● 有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工作方式的多样化、围绕环境问题和生

活的各种课题、地方分权改革的发展等。 

● 围绕县政的社会环境也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神神奈奈川川力力量量的的构构思思和和基基本本构构思思””，，在在这这些些状状况况变变化化的的基基础础
上上，，提提高高神神奈奈川川力力量量，，并并创创造造新新的的时时代代。。 

围绕神奈川的社会环境 



 
 

 

 

 

 

 

 

 

 

 

 

 

 

 

 

 
 
 
 
 
 

 
 

 

 

什么是神奈川力量? 

为了构筑神奈川的未来， 

神奈川所具有的多彩的力量 ＝ 神奈川力量 

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 

■ 县内的总产值相当于澳大利亚等一个

国家经济的高生产力。 

■ 有近 300 个企业的研究机构。在国际

上也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 

■ 支撑县民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的方便

性高的交通网络。 

■ 确保可放心利用的水资源。建设耐灾

害的县。 

从活力方面来看

从魅力方面来看 

■ 箱根和丹泽大山等充满绿色的山峰和丰

富流淌的河流、美丽的海岸线等多彩的自然

环境。 

■ 曾为历史舞台的武家政权诞生之地·镰

仓、北条氏的城下町·小田原、近代日本开

国之地·横滨。各地区富有魅力的传统和文

化。 
■ 作为开化发祥地而发展，富有进取精神和

开放性的县民性。许多外籍县民在此工作和

生活，为很国际化的地区。 

从县民的力量方面来看

■ 有约 880 万人口，占全国第 2 位。在福利、

环境、防盗、国际交流等各领域，通过 NPO

和志愿者等来开展多彩的县民活动。 

■ 拥有约 34 万科学研究者和技术人员，属

全国顶级。拥有 46 所大学，来自全国的年

轻人在此汇集。聚集了活跃于各领域的人

材。 

政策展开的基本视点 

① 向地区产生活力 ④ 确保生活的安全和安心 

② 进行对低出生率和高龄化的应对 ⑤ 加强与县民的合作与协作 

③ 支援充实富裕的质量 ⑥ 实现地区地域主权，加强广域协作等尽到广

域自治体的责任。 

按政策领域的基本方向 

在以下 7 个政策领域中，总

结县所致力的政策的基本方

向。 



 

 
 
 
 
 
 
 
 

11..  地地区区产产业业力力量量的的强强化化和和神神奈奈川川 RR&&DD 网网络络构构思思的的正正式式展展开开  
致力于对中小企业的技术、经营、金融支援和产学公的技术协

作、共同研究。 
所致力的事业 “中小企业活性化条例(暂称)”的制定 / 对中小

企业产品制作的支援 / 经营革新的促进 ･･･等 
 
<目标 1> 神奈川的独创技术开发的实用化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36 件 → 2010 年度目标 60 件 

<目标 2> 中小企业经营革新计划的批准件数(全行业)等(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1,040 件 → 2010 年度目标 1,540 件 

55..  扎扎根根于于地地区区的的产产业业振振兴兴  
作为地区建设的基地，支援商业街活性化活动和社区商业的活

动。 
所致力的事业 支援城市的活力建设 / 支援受地区居民欢迎商

店和商店街建设 / 支援社区商业･･･等 
 
<目标 1> 有空店铺的商店街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65.2% → 2010 年度目标 59.5% 

<目标 2> 中小企业经营革新计划的批准件数(批发･零售･饮食
业及服务业)(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350 件 → 2010 年度目标 510 件 

22..  强强有有力力风风险险企企业业的的培培养养和和重重点点领领域域的的振振兴兴  
致力于来自大学·大企业风险企业的创造和成长支援及重点领

域的振兴。 
所致力的事业 来自大学･大企业的创造和成长的促进 / 培养功

能的强化 / 重点领域(IT/电子、生物、汽车)的振
兴 ･･･等 

 
<目标 1> 来自大学的风险企业的设立数量(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107 个公司 → 2010 年度目标 180 个公司 

<目标 2> 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ＳＢＩＲ制度)中的采纳件
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88 件 → 2010 年度目标 130 件 

66..  农农林林水水产产业业的的新新展展开开  
致力于以大型直销中心的有计划整顿来推进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和县产木材的活用。 
所致力的事业 以多面手来推进都市农业 /以大型直销中心的有

计划整顿来推进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等  
<目标 1> 农业多面手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新认定农业者数 101人 → 2010年度目标 90人 

 ※过去５年平均 65 人 

新从事农业者数70人 → 2010年度目标 140人 
<目标 2> 大型直销中心的总购买者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60 万人 → 2010 年度目标 320 万人 

<目标 3> 木材生产量（杉・丝柏材）(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2,222 ㎥ → 2010 年度目标 18,000 ㎥ 

33..  产产业业积积累累的的促促进进和和与与海海外外经经济济交交流流的的推推进进  
致力于投资神奈川的新展开等。 

所致力的事业 “投资神奈川第 2阶段”的展开 / 外资企业招揽
的促进 / 尖端产业国际化支援･･･等 

 
<目标 1> 企业布局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 45 件 → 2010 年目标 63 件 

<目标 2> 通过县的宣传而实现的外资企业招揽数(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８个公司 → 2010 年度目标 28 个公司 

77..  就就业业支支援援的的充充实实和和产产业业人人材材的的培培养养  
支援对年轻人、残疾人、中高年人等的就职需求应对和技术·技

能的继承。 
所致力的事业 自由职业者等年轻人的就业支援 / 残疾人的雇

用扩大和与地区密切相关的就业支援･･･等 
 
<目标 1> 年轻人(15～24 岁)的完全失业率 
现状(2006 年度) 6.6％ → 2010 年度目标 6.4％ 

<目标 2> 残疾人雇用率(事业所所在地总计) 
现状(2006 年度) 1.60％ → 2010 年度目标 1.92％ 

<目标 3> 在“神奈川人材培养支援中心”，有关来自中小企业
的职业能力开发商量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148 件 → 2010 年度目标 1,900 件 

44..  神神奈奈川川旅旅游游业业的的推推进进  
致力于以与邻近自治体协作来招揽国内外游客和神奈川产品的

普及和促进。 
所致力的事业 利用地区特色，创造观光魅力 / 观光 PR･观光信

息的有效提供 / 以广域协作来创造观光魅力和
促进从国内外招揽游客･･･等 

 
<目标> 每年进入县内的游客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 165,086 千人 

→ 2010 年目标 170,000 千人 

88..  建建设设共共同同生生存存、、相相互互支支撑撑的的地地区区社社会会  
致力于建设任何人都能在地区社会中生机勃勃地过上自立生活

的福利社区等。 
所致力的事业 促进在地区中建设福利社区 / 提高服务质量和

推进权利保护 / 推进建设福利城市･･･等 
 
<目标 1> 面向建设互相支撑的地区，想提高实践能力的人的数

量(单年度) 
－ 地区福利协调员进修会等的听讲(参加)人数 ― 
现状(2006 年度) 684 人 → 2010 年度目标 770 人 

<目标 2> 无障碍化电车站的完善数量(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218 个站 → 2010 年度目标 243 个站 

实施计划 

38 个战略项目 

““神神奈奈川川构构思思··实实施施计计划划””，，明确了为
实现神奈川的目标，县所致力于的措施和
事业，特别是重点优先致力于 38 个战略
项目。 

〔凡例〕 

 11..  地地区区产产业业力力量量的的强强化化和和神神奈奈川川 RR&&DD 网网
络络构构思思的的正正式式展展开开  
致力于对中小企业的技术、经营、金融支援

和产学公的技术协作、共同研究。 
所致力的事业 “中小企业活性化条例(暂

称)”的制定 / 对中小企业产
品制作的支援 / 经营革新的
促进 ･･･等  

<目标 1> 神奈川的独创技术开发的实用
化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36 件  
→ 2010 年度目标 60 件 

 表示了战略项目的号码
和名称。 

 表示了战略项目的概要。

 表示了今后 4 年所致力
事业的一部分。

 表示了单年度或累计的
区别。在历年的东西上附有
※印。

 将今后 4 年想完成的目
标，尽量用数值来表示。



99..  建建立立老老年年人人能能安安心心生生活活的的结结构构  
致力于充实地区护理体制、完善护理保险设施、护理预防和创

造生活意义等。 
所致力的事业 地区护理体制的充实 / 特别保健敬老院等护理保险设

施的完善促进和服务提供体制质量的提高･･･等 
 
<目标 1> 每 1,000 人老年人、每1,000人需护理3以上的老年人的

特别保健敬老院(护理老人福利设施)的完善床数(累计) 
a 每 1,000 人老年人的完善床数  
 现状(2006年度) 14.3床 → 2010 年度目标 16.0 床 
b 每 1,000 人需护理 3以上的老年人的完善床数 
 现状(2006 年度) 263 床 → 2010 年度目标 286 床 

<目标 2> 实践护理预防、预防成为需支援·需护理状态的人数
(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850 人→2010 年度目标 17,750 人 

1144..  防防备备大大规规模模地地震震的的应应对对能能力力的的强强化化  
将因大规模地震引起的损害限制在最小限度，顺利而迅速地推

进应急对策活动。 
所致力的事业 灾害时信息收集和传达体制的充实 / 灾害时活

动基地等的功能强化 / 地区防灾能力的提高和
广域协作体制的充实･･･等 

 
<目标> 对民间住宅实施抗震修理补助事业的市村町数量(单

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5 市町村 → 2010 年度目标 33 市町村 

1100..  建建设设支支撑撑残残疾疾人人地地区区生生活活的的结结构构  
推进残疾人集体之家等的设置、地区生活的基地建设和咨询支

援体制的完善等。 
所致力的事业 支撑地区生活的福利服务的充实和发展 / 就业

和社会参加的促进 / 咨询支援体制的充实･･･等
 
<目标 1> 生活在集体之家等的人(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3,500 人→2010 年度目标 5,500 人 

<目标 2> 家庭护理服务的支付小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212,300 小时／１个月 

→ 2010 年度目标 338,000 小时／１个月 
<目标 3> 在接受支援的同时，为就业而进行作业和训练等的人

(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17,000 人日 

→ 2010 年度目标 144,000 人日 

1155..  安安全全、、放放心心的的饮饮食食生生活活和和消消费费生生活活的的确确保保  
致力于饮食的安全和安心的信息提供、在生产、制造、流通阶

段的检查及防止消费者受害和救济等。 
所致力的事业 有关食品的安全和安心的信息提供和意见交换 / 

生产阶段安全和安心的农林水产品的确保 / 通
过促进食品事业者的自主努力来确保安全和安心
的食品･･･等 

 
<目标 1> 食品卫生检查的总项目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24,000 项目 

 → 2010 年度目标 26,000 项目 
<目标 2> 神奈川中央消费生活中心的消费生活咨询中，通过

“介绍”而进行的咨询者支援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876 件 → 2010 年度目标 920 件 

1111..  能能安安心心生生活活的的地地区区保保健健和和医医疗疗体体制制的的完完善善  
致力于完善能接受高质量癌症医疗的体制、医生的确保对策、

和终生健康保健。 
所致力的事业 癌症医疗体制的完善 / 医生确保对策的推进 / 

体急救医疗体制的充实···等 
 
<目标 1> 癌症诊治协作基地医院的完善(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11 处 → 2010 年度目标 12 处 

<目标 2> 救命急救中心设置数(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11 设施 → 2010 年度目标 13 设施 

1166..  构构筑筑儿儿童童和和儿儿童童教教育育支支援援的的结结构构  

致力于地区和企业中儿童教育环境的完善和多种托儿服务的充

实、家庭教育支援等。 

所致力的事业 家庭･地区的儿童教育力量和教育力量强化的努
力的充实 /促进消除等待进入保育所儿童的努力
･･･等 

 
<目标 1> 致力于儿童和儿童教育支援的认证事业者数量(累计) 
a 认证事业者的数量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800 个 
b 认证事业者中，中小事业者的数量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400 个 

<目标 2> 县所管地区(政令市及中核市除外)中每个保育所的
等待儿童数量(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32 人 → 2010 年度目标 不到１人 
1122..  保保健健、、医医疗疗、、福福利利人人材材的的培培养养和和确确保保  

应对迅速的老年化和在家医疗的发展等，推进高质量的保健、
医疗、福利人材的培养和确保。 
所致力的事业 保健、医疗、福利人材的培养的充实 / 保健、医

疗、福利人材的确保和落实的促进･･･等 
 
<目标 1> 县内的就业护理职员人数 
现状(2006 年度)56,514 人 → 2010 年度目标 75,000 人 

<目标 2> 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保险服务而提高素质的护理支
援专门人员的人数(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0 人 → 2010 年度目标 15,200 人 
※到 2006 年度为止的累计 11,321 人。2010 年度目标，以 2006
年度为基准(0)而累计 

1177..  对对需需要要支支援援的的儿儿童童和和家家庭庭的的综综合合性性应应对对  
致力于对虐待咨询支援和发育残疾儿童的支援体制的充实强化

等。 
所致力的事业 对儿童虐待的综合性应对 / 根据儿童的课题进

行咨询、面向自立的支援体制的构筑･･･等 
 
<目标 1> 在需要进入设施等的儿童中，在养父母家庭和集体之

家等家庭环境下养育的儿童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38.0% → 2010 年度目标 60.0% 

<目标 2> 专门支援人员对发育残疾儿童进行巡回咨询等的次
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50 次 

1133..  建建设设无无事事件件和和事事故故的的、、可可安安心心生生活活的的地地区区社社会会  
除了努力进行犯罪控制、拘留活动和交通事故防止对策外，推

进全体县民的防范对策和犯罪受害者支援。 
所致力的事业 给县民带来不安的犯罪等的防止和拘留活动的强化 

/ 保护儿童防止犯罪的对策的强化 / 繁华街·闹市
综合对策及组织犯罪对策的推进 / 全体县民来推
进防止犯罪和对犯罪受害者等的支援･･･等 

 
<目标> 刑法犯认识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 122,703 件 → 2010 年目标 99,500 件 

1188..  建建设设青青少少年年能能精精神神富富裕裕地地成成长长并并自自立立的的社社会会  
致力于促进多种体验活动、支援难以自立的青少年和健全社会

环境等。 
所致力的事业 青少年的多种体验活动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促进 /

健全培养青少年的环境的完善･･･等 
<目标 1> 县实施的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多种体验事业的参加者

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171,202 人 → 2010 年度目标 175,000 人 

<目标 2>  对社会环境健全化推进活动的参加者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59,094 人 → 2010 年度目标 65,000 人 



1199..  对对不不愿愿上上学学、、欺欺负负人人和和暴暴力力行行为为的的综综合合性性应应对对  
对不愿上学、躲在家里、欺负人等问题，致力于在学校、家庭、

地区、NPO 等的合作与协作下，充实咨询体制并进行早期发现·早
期应对。 
所致力的事业 推进培育丰富的人间性和社会性的教育 / 为防

止欺负人和暴力行为等，推进普及启蒙 / 推进防
止不愿上学和欺负人･･･等 

 
<目标> 对不愿上学儿童和学生的支援的比例 
现状(2005 年度) 78.3% → 2010 年度目标 100% 

2244..  男男女女共共同同参参与与社社会会的的实实现现  
以女性的挑战支援、男女平等的就业环境的完善和杜绝配偶者

等的暴力为目标。 
所致力的事业 女性的挑战支援 /面向男女共同参与的就业环境

的完善 /杜绝配偶者等的暴力和受害者的自立支
援･･･等 

 
<目标 1> 县及市町村审议会等中女性委员的起用率 
现状(2006 年度) 28.0% → 2010 年度目标 33.3% 

<目标 2> 事务所中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3.8% → 2010 年度目标 5.4% 

<目标 3> 理学系、工学系大学生的女性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11.0% → 2010 年度目标 13.0% 

2200..  儿儿童童开开拓拓未未来来、、发发挥挥力力量量教教育育的的推推进进  
致力于重视每一个儿童的、细致的教育的充实。 

所致力的事业 神奈川教育目标的扎实推进 / 可靠的学力提高
的推进 / 培育下一代的职业教育的推进･･･等 

 
<目标 1> 回答“学校的授课和学习活动对自己的将来有用”的

县立高中生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80% 

<目标 2> 特別支援学校(智力、肢体、病弱教育部门)高中毕业
生的就职率 

现状(2006 年度) 25% → 2010 年度目标 30% 

2255..  多多种种主主体体承承担担公公共共事事业业的的合合作作型型社社会会的的实实现现  
为支援志愿者活动、推进与 NPO 等的合作并多种主体合作·协

作地承担公共事业，推进基础建设。 
所致力的事业 建立由县民提出的政策建议制度 / 地区人材的

培养 / 伙伴关系推进的结构建设･･･等 
 
<目标> ＮＰＯ等与县的合作·协作事业数量(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279 件 → 2010 年度目标 320 件 

 

2211..  建建设设能能提提高高神神奈奈川川学学校校力力量量的的教教育育环环境境  
致力于确保和培养具有较高指导能力和热情的教职员工、建设

能应对各种需求的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县立高中和设置特别支援学
校。 
所致力的事业 具有较高指导能力和热情的教职员工的确保和培

养 / 建设受到充分信赖的开放的学校 / 建设具
有活力和魅力的县立学校･･･等 

 
<目标> 对学校环境满意的县立高中生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70% 

2266..  建建设设享享受受文文化化艺艺术术和和体体育育的的环环境境  
县立新大厅(神奈川艺术剧场)的完善和县民运动周等的实施。

所致力的事业 面向文化艺术振兴条例(暂称)制定的努力 /为了
创造和传播文化艺术，完善基地･･･等 

 
<目标 1> 县立文化设施的利用者人数(累计) 
现状 过去 3年平均993千人→2010年度目标4,120千人 

<目标 2> 县立新大厅(神奈川艺术剧场)的利用者人数(累计) 
现状 － → 2010 年度目标 285 千人 

<目标 3> 成年人每周 1 次以上运动实施率 
现状(2006 年度) 39.7% → 2010 年度目标 45% 

<目标 4> 县立高中部活动的入部率 
运动部 现状(2006 年度) 43.2% → 2010 年度目标 50.0% 
文化部 现状(2006 年度) 21.0% → 2010 年度目标 25.0% 

2222..  食食物物教教育育的的综综合合性性推推进进  
对学校供给饮食的当地产物的使用促进和推进在地区中改善饮

食生活等。 
所致力的事业 食物教育推进体制的完善 / 在学校、保育所和地

区等食物教育的推进 / 为改善地区中的饮食生
活，各种努力的推进･･･等 

 
<目标> 关心食物教育的县民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70% → 2010 年度目标 90% 

※ 2006 年度为全国值 

2277..  新新信信息息化化社社会会神神奈奈川川的的推推进进  
推进电子申请申报、公共设施利用预约服务等信息通讯技术(IT)

向行政的活用和IT利用环境的完善。 
所致力的事业 申请･申报、投标等手续的电子化 / 对信息通讯

技术发展的应对 
 
<目标 1> 通过电子申请和公共设施利用预约，县民可节约的小

时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94,926小时→2010年度目标148,000小时 

<目标 2> 投标手续的电子化率 
[工程] 现状(2006 年度) 100% → 2010 年度目标 100% 
[咨询] 现状(2006 年度) － → 2010 年度目标 100% 
[一般委託・ 物品] 现状(2006 年度)50% 

→ 2010 年度目标 100% 

2233..  建建设设多多种种文文化化共共存存的的地地区区社社会会  
致力于推进在地区中对多种文化理解、建设外籍县民宜居的环

境。 
所致力的事业 对多种文化理解的推进 / 外籍县民咨询、信息提

供的充实和促进 / 宜居环境建设的推进･･･等 
 
<目标> 外籍县民神奈川会议第 1 期至第 4 期建议的实施率 
现状(2006 年度) 66% → 2010 年度目标 78% 

2288..  地地球球温温室室效效应应对对策策的的推推进进  
制定“神奈川县地球温室效应对策推进条例 (暂称)”等，推进

建设为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 
所致力的事业 事业活动的绿色化(产业部门・业务部门) / 促进

向环境负荷少的生活方式转换(家庭部门) / 清
洁的汽车社会的实现(运输部门)･･･等 

 
<目标> 县内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单年度) 
现状(2004 年) 7,227 万 t-CO2 

 → 2010年目标 6,600万 t-CO2 



2299..  循循环环型型社社会会的的建建设设  
致力于废弃物的产生抑制、资源化、适当处理的推进和非法抛

弃的防止。 
所致力的事业 面向循环型社会的综合性努力 / 产生抑制、资源

化的推进 / 适当处理的推进･･･等 
<目标> 废弃物的排放量、再生利用率(再利用率)、最终处理

量(单年度) 
[一般废弃物] 现状(2005 年度) 2010年度目标 

排放量 347 万 t →  312 万 t 
再生利用率 23% → 35% 
最终处理量 36 万 t → 11 万 t 

[产业废弃物] 现状(2003 年度) 2010年度目标 
排放量 1,785 万 t →  1,921 万 t 
再生利用率 36% → 47% 
最终处理量 156 万 t → 62 万 t 

3344..  三三浦浦半半岛岛的的魅魅力力地地区区建建设设  
国营公园的招揽和“武家之古都·镰仓”的世界遗产登录等，

推进运用地区资源的努力。 
所致力的事业 三浦半岛国营公园的招揽 / 小网代之森林的保

护 / “武家之古都・镰仓”的世界遗产登录的推
进和有效利用 / 三浦半岛的地区协作的强化･･･
等 

 
<目标> 进入三浦半島地区的游客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 32,069 千人 → 2010年目标 33,000千人 

  

3300..  丹丹泽泽大大山山的的自自然然再再生生的的推推进进  
致力于山毛榉林的再生和日本鹿的保护管理、自然公园的合理

利用的推进等。 
所致力的事业 山毛榉林的再生和希少动植物的保护 / 人工林

和溪流生态系的再生 / 日本鹿的保护管理的推
进 / 自然公园的合理利用的推进･･･等 

 
<目标> 最大植被恶化水平Ⅳ、Ⅴ的管理单位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12 单位中６单位 

 → 2010年度目标 12单位中４单位 

3355..  环环境境共共生生模模范范都都市市圏圏的的形形成成    
通过东海道新干线新站的招揽等来推进形成网络型都市圈以及

通过双城完善来形成环境共生都市圈。 
所致力的事业 东海道新干线新站的招揽 / 磁悬浮中央新干线

的建设促进和新站招揽 / ＪＲ相模线复线化的
促进 /支撑交流协作的道路的完善･･･等 

 
<目标> 面向环境共生模范都市双城完善的努力(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调查、设计、环境评价 

→ 2010年度目标 调查、设计・事业化准备 

3311..  都都市市和和附附近近山山林林绿绿色色的的保保护护和和有有效效利利用用  
致力于富有魅力的都市公园等的完善、基于法令的绿地的指定、

对附近土地山林·竹林的保护活动的支援等。 
所致力的事业 富有魅力的都市公园等的完善 / 绿色的保护和

创造 / 绿色的维持管理 / 附近土地山林建设的
推进 

 
<目标> 市区中的绿色空间(累计) 
现状(2006年度)预计 47,341ha(其中都市公园等 4,174ha) 

→ 2010年度目标 47,900ha(其中都市公园等 4,421ha) 

3366..  相相模模湾湾沿沿岸岸地地区区魅魅力力的的保保护护和和创创造造  
推进海边景观的保护·再生和有效利用了“湘南”和“海滨”

文化等地区资源的努力。 
所致力的事业 把握住山・川・海的连续性的海滨建设和河流建

设 / 海滨的绿色保护和再生 /富有魅力的景观
建设的推进 / 建设保护和利用了近代建筑和庭
园的地区･･･等 

 
<目标> 与县合作·协作，推进保护和利用相模湾沿岸的地区

资源的团体数量(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85 団体 → 2010年度目标 115団体 

3322..  水水源源环环境境的的综综合合性性保保护护和和再再生生  
在得到县民的理解和参加的基础上，致力于稳定地确保高质量

的水源。 
所致力的事业 森林的保护和再生 / 水坝湖和河川的环境完善 

/ 地下水的保护和再生･･･等 
 
<目标 1> 以建设水源森林而适当管理的森林面积(累计) 
现状(2006 年度) 8,530ha → 2010年度目标 14,100ha 

<目标 2> 水源地区交流活动等的参加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 321 千人 → 2010年度目标 350千人 

3377..  通通过过交交流流和和协协作作，，使使县县西西部部地地区区活活性性化化  
致力于国际游览胜地箱根的魅力提高、与山梨·静冈两县的协

作和广域干线道路(主要道路)网的完善等。 
所致力的事业 富士箱根伊豆交流圏完善的推进 / 利用县西部

地区地区资源，建设富有魅力的地区 / 国际游览
胜地箱根振兴的推进 / 交流基地的完善推进･･･
等 

 
<目标> 进入县西部地区的游客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 34,227 千人 → 2010年目标 34,800千人 

 

3333..  羽羽田田机机场场的的再再扩扩大大・・国国际际化化和和京京滨滨临临海海部部分分的的活活性性化化  
在推进羽田机场的再扩大・国际化和神奈川口构思的同时，致

力于京滨临海部分产业的更加活性化等。 
所致力的事业 羽田机场的再扩大·国际化和神奈川口构思的推

进 / 道路网的完善促进 / 机器人相关产业的创
造和集聚･･･等 

 
<目标 1> 京滨临海部分(京滨三区)中产品出货金额等(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4.24 兆日元→2010年度目标 4.28兆日元 

<目标 2> 京滨临海部分铁路站中每天的乘客人数(单年度) 
现状(2006 年度)预计 455,000 人 

→2010年度目标475,000人 

3388..  安安全全、、富富有有活活力力的的县县土土建建设设  
通过以交通网的完善来提高方便性和自然灾害对策，推进建设

充满活力的、县民能放心生活的县土。 
 
所致力的事业 公共交通机关的连续性和方便性的提高 / 支撑

各种交流和协作的道路网的完善 / “神奈川舒畅
之路”的完善･･･等 

 
<目标 1> 到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距离为５km 以内的地区的比例 
现状(2006 年度) 80% → 2010年度目标 87% 

<目标 2> 用于减灾的防灾信息的提供率 
现状(2006 年度) 43％ → 2010年度目标100% 

 



 

 

 
 
 
 
 
 
 
 
 
 
 
 
 

 

 

 

 

 

 

 

5 个地区政策圈 

作为与世界、神奈川及全日本交流与结合的地区，运用至今为止的

文化和产业的积累，立志进一步完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保护良好

的环境，建设热闹和充满活力的、传播与世界相连的文化和产业的、

国际化的富有魅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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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首都圈宝贵的森林和向 3 个方向扩展的大海、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美丽的景观。通过保护三浦半岛所具有的地区资源并加以运用，在富

有情趣并能舒适生活的同时，立志建设众多首都圈和海外的人士来访，

并享受乐趣的，像“公园”那样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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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水源地的丰富的自然并加以运用、推进地区的魅力建设和活

性化的同时，立志建设自然与都市、产业协调，充满情趣和活力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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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在保护和活用湘南的海滨和丹泽大山山脉等丰富自然环境及在湘南

地区培育的文化的同时，立志建设交通完善、能推进都市功能和产业

基地的完善和再生、与环境共生、富裕而充满活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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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在运用丰富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等地区资源，回应从国内外来访的

众多人士的多种需求的同时，立志建设运用地区特色来进行各种生产

活动的，工作、居住和游玩为一体的，能体会到富裕生活的，充满活

力和魅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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