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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对我国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对我县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牢记去年大地震带来的教训，进一步强化防灾抗灾对策，重新规划能源政策是我们急

需解决之课题。除此之外，即将到来的超高龄化社会又面临者着各种社会问题，我县政
府亦急需出台相应政策。为此，通过与居民、民间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市町村等行
政机构的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意见交流，重新制定了<<神奈川远景规划>>。
本文是对<<神奈川远景规划>>的“基本构想”及“实施计划”进行简要说明的概要版。
希望通过与大家共同把握本规划的理念和构想，综合神奈川的总体实力，建设一个

“人人想去、人人想住、具备魅力的神奈川”、一个“居民生活充满活力、人人健康长
寿的神奈川”。
最后，希望本规划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神奈川县知事 黑岩 祐治

致辞

建设“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



基本构想

展望2025（平成37）年，向广大县民提出全新理念的“基本目标”，展示神奈川的建设蓝图。

基本目标

基本理念

建设“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

居民能够感受生命之喜悦、生活之快乐、健康长寿之美好，区域环境具备吸引人材、物资流入的引力，人
人想来玩、人人想来住的充满魅力的地方。
让我们共同建设使每个居民的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富于吸引人材、物资之引力的神奈川。

神奈川的未来蓝图

人人想去、人人想住
具备魅力的
神奈川

充分发挥地域资源的魅力，努力建设人人想

来玩、人人想来住的充满吸引力的神奈川。

居民生活充满活力、人人健康长
寿的神奈川

防止灾害和犯罪的发生，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推进疾病预防机制，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建设“居民生活充满活力、人人健康长寿”的神
奈川。

全县居民总动员，努力建设神奈川

与居民、民间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市町村等行政机构共享
信息、共享建设目标，集结神奈川的整体力量，共同创建新举措，
建设领先全国的“神奈川模式”。

基本政策方向

施政基本角度

①从神奈川开始转换能源政策
②建设与环境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型社会
③保证居民生活的安全，消除不安
④激发地域活力
⑤强化改善人口出生率低下、及老龄化问题的政策
⑥充实各项援助措施，保证居民富足的生活质量
⑦强化政府与居民的相互协调合作
⑧实现主权在地方、强化广域联合，发挥作为广域地方自治体的职责

为实现本规划提出的“基本目标”，县政府的施政基本点如下。

“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的具体含义



实施计划

项目内容是为解决当下的紧要课题，将具有领先优势及发展潜力的领域进行横向综合，为实现“居民生活充满活
力的神奈川”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目标和项目工程。
按政策领域的不同，树立“6个支柱”、“27个项目”。
支柱Ⅰ、Ⅱ为当前紧急课题相关的能源、防灾抗灾领域的项目。支柱Ⅲ、Ⅳ为着眼于每一个居民生活的项目。支

柱Ⅴ、Ⅵ为关系到地区及全县整体发展的项目。

支柱Ⅵ 发挥神奈川的潜力、创造活力

项目内容

主要施政／计划推行

主要施政

主要施政是通过县政府具体推行、并系统化管理包括上述“项目内容”在内的政策，而展现出的全县整体综合措施。

根据“基本构想”所展示的“基本政策方向”，建立了包含7项内容的“政策领域体系”和5项内容的“区域体系”。
分别按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政策实施的不同区域进行了系统化划分。

产业／就业

健康／福祉

安全／安心

能源／环境 教育／育儿

土地／城市建设

居民生活

政策领域体系 区域体系

在不同区域开
展的政策及业
务

计划推行

为确实推进计划的实施，管理计划进程，建立“政策管理／循环”的体系及衡量项目完成度的目标数值。
为对项目进行合理评估，从各种不同角度验证完成状况，按不同项目分别设定多个目标数值。

为实现根据“基本理念”设计的“神奈川的未来蓝图”，2012（平成24）～2014（平成26）年的
3年间，县政府将推出的政策措施如下。

支柱Ⅴ 完善区域环境，建设吸引人材、物资流入的神奈川魅力

支柱Ⅳ 培养肩负未来社会的健全人材

支柱Ⅲ 完善社会环境，使“居民生活充满活力、人人有条件实现自我”

支柱Ⅱ 建设抗灾能力强、安全安心的城市环境

支柱Ⅰ 从神奈川开始能源政策转换

县央区域圈

县西区域圈

湘南区域圈

三浦半岛区域圈

川崎／横滨区域圈

5个区域政策圈

本规划概要，在介绍长远规划的概略后，将就27个项目的内容进行介绍。



支柱Ⅰ 从神奈川开始能源政策转换

●项目

○推进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通过节省能源运动，减少电力需求
○通过灵活利用电动汽车(ＥＶ)等蓄电设备平衡电力需求
○推进“绿色环保城镇”的建设及完善

１ 推进神奈川智能能源构想

○吸引能源关联企业的投资
○促进企业对能源产业的投入
○推进能源新技术企业的建立

２ 推进能源产业的汇集

构建分散型能源体系
利用能源政策的转换，

促进区域内产业的活性化发展

推进太阳能发电及能源关联产业
的汇集，实现能源供给的长远性、
稳定性，建设可为整个地区提供安
全／安心的能源的能源供应体系。

支柱Ⅱ 建设抗灾能力强、安全安心的城市环境

●项目

○实施有关海啸的调查、研究对策
○海啸发生时避难场所的确保及完善
○完善海啸发生时避难信息的内容及传播手段

３ 强化可减轻海啸受害损失的举措

○抗灾能力强的城市建设
○强化灾害发生时的应急体制
○展开对策，解决东日本大地震中暴露出的问题

４ 强化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抗灾对应能力

在海啸发生时保护居民的生命安全 在大规模灾害发生时保护居民的生命安全

强化在大规模灾害、海啸、核泄
漏、犯罪等重大事故发生时保护居
民生命安全的举措，建设可安全、
安心生活的神奈川。

○建设将犯罪行为防患于未然的社会环境
○控制、检举对居民生活造成不安影响的犯罪行为，防止交
通事故的发生
○完善对犯罪受害人的支援工作

５ 无犯罪无事故，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建设居民可安全，安心生活的区域社会

实施计划 项目篇 项目内容



支柱Ⅲ 完善社会环境，使“居民生活充满活力、人人有条件实现自我”

●项目

○推进区域总括型老年人护理／老年痴呆症护理工作
○建设让老年人可放心生活的安全的社会环境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的乐趣

６ 建设可使老年人感受生活乐趣的社会环境

○推进扎根区域社会开展业务的医疗工作
○综合推进防癌抗癌的各项措施
○推进“医食农同源”的宣传，建立健康防病的体系

７ 整备让居民无后顾之忧的保健／医疗体制

结合老年人客观情况制定各种体系的标准 建设使居民、患者都满意的医疗先进县

建设一个不论性别、年龄、国籍、有无残
疾，大家互相扶助、人人可实现自我的体系，
努力完善使居民无后顾之忧的保健／医疗体
制，实现一个人人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神
奈川。

○推进防止自杀的各项综合工作

○完善、充实精神病医疗体制

８ 建立保护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会体系

○保障残疾人“住宅”，充实完善相应福祉／医疗服务
○提高残疾人的“社会价值”，为其参与社会、参加劳动给予援助
○推进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促进“相互扶助”的社会环境的形成

９ 完善对残疾人生活的援助制度

让居民保持健康的心理，珍惜生命
建立人人生活不乏乐趣的社会环境 建设残疾人也可放心生活的区域社会环境

○促进男女机会均等型社会的形成
○完善配套社会环境建设，促进女性就业
○防止家庭内暴力的发生，加强对被害者的援助

10 建立男女相互尊重，共同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就业环境

○建立适于外国国籍居民居住的生活环境
○对在神奈川生活、求学的留学生给予援助
○促进居民对多种文化的理解

11 建立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区域社会

实现男女机会均等型社会 建设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

○开展符合不同年龄段生活需求的体育活动

○建设人人都可轻松参与体育运动的制度和社会环境

12 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丰富居民生活，振兴体育事业

建设人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

支柱Ⅳ 培养肩负未来社会的健全人材

●项目

○充实“安心生育、放心抚养”的各项儿童医疗制度
○完善社会环境、加强对生育、抚育儿童的各项援助措施
○完善在职母亲的工作及社会环境，充实儿童看护设施的建设

13 推进儿童／儿童抚育政策

○建立相应体制，保护所有儿童的生命安全
○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对需要救助的儿童给予的援助
○完善各项制度，对儿童／年轻人实现自立进行援助

14 保护儿童安全成长的综合措施

实现可放心抚育儿童的社会环境 维护儿童尊严、保护儿童生命安全

完善相应制度，提供养育儿童的舒适社会
环境、保证儿童健康无忧的成长，加强接受
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的学校教育。努力建设不
断培育肩负未来社会的健全人人材的神奈川。

○提高学生生活／生存能力的学校教育
○推进残疾儿童养育的援助工作
○建设提高儿童／学生学习意愿的环境

15 培养肩负神奈川未来的人材

培养丰富的感性与社会交往能力



支柱Ⅴ 完善区域环境，建设吸引人材、物资流入的神奈川魅力

●项目

○建设新的观光景点
○建设充满魅力的城岛
○提高湘南、江之岛的景点内容
○重新发掘历史性旅游景点大山的魅力
○建设大涌谷的新景点

16 建设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的话题景点

○加大吸引游客的力度
○培养促进观光城市建设的人才，促进旅游关联产业的活化发展
○以商店街为核心的区域魅力的展现

17 展现神奈川魅力，吸引游客前来

各地区积极主动，创造吸引游客的话题
建设观光的核心内容

通过吸引游客，增加旅游消费，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的活化

充分利用神奈川得天独厚的自然、
历史、文化、水资源等地域资源优
势。多形式主体相互合作，创造话
题，吸引游客不断前来，展现神奈
川的魅力。

○通过文化艺术活动制造话题

○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区域援助

18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建设精神生活丰富的神奈川

○为进一步充实志愿者活动进行援助工作

○推进由多样化主体展开的各种相互合作

19 推进NPO组织的独立活动与相互合作

充分利用文化艺术促进区域发展的活化 实现由多样化主体展开的合作型社会

○推进养护、保护水源的各项举措
○开展水资源利用的各项工作
○保护水资源环境、实现水资源的再生利用

20 建设“水之乡 神奈川”

○丹泽大山的自然再生与利用
○农林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都市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21 保护、利用神奈川的自然环境

依靠丰厚的水资源建设富足的区域社会 保护并利用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和谐

○进一步推进防止地球温室效应的各种对策
○推进资源循环
○完善处理方法

22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型社会

实现人人为保护环境做出具体行动的社会



支柱Ⅵ 发挥神奈川的潜力、创造活力

● 项目

○对县内企业的技术强化、国际化发展予以援助
○促进对成长型产业的投资创业
○通过吸引企业投资促进研究开发机构的汇集
○推进科技重点研究项目的发展

23 建立、培养具有强竞争力的产业

○实施适应企业及求职者需求的人材培育
○充实就业援助措施
○促进“工作生活平衡型”生活形态

24 培育产业人材，充实就业援助政策

通过聚集成长型产业促进县内产业发展的活化 培养支撑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材

充分利用神奈川作为产业汇集地
和交通枢纽的潜在魅力，进一步强
化产业竞争力、培育产业人材、促
进“地产地消”的消费模式的发展，
建设充满活力的神奈川。

○加强发挥神奈川特色的国际交流活动
○援助县内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吸引国外企业
○进一步吸引国外游客前来观光
○利用国际战略综合特区的优势建设国际化中心

25 向世界宣传神奈川的国际发展战略

○建设满足居民需求的“食”的供应
○促进县产木材的充分利用
○促进水资源的维护还原与有效利用

26 发挥神奈川的特色促进农林水产业的发展

发挥国际化人材的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利用农林水产资源促进区域发展的活化

○为发展各种交流与合作，完善道路交通设施
○为发展各种交流与合作，完善铁路交通设施
○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强化机场政策
○推进建设魅力都市的各项措施

27 建设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城市，强化交通枢纽地位

建设具有活力与魅力的地域风土



树立“神奈川模式”！

集合居民、民间组织、企业、团体和市町村政府机构的力量，共享信息，共有建设目标，综合神奈川的整体实力，
开展领先全国的政策措施，树立“神奈川模式”！
根据“神奈川远景规划”，我们提出以下”神奈川模式”。

推进神奈川智能能源的构想

为长远、稳定地提供安全放心的能
源，实现区域社会所需能源的有效供
给，提出“建设神奈川智能能源”的
构想。

大规模紧急救援训练的神奈川

为强化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医疗援助
系统，与自卫队医疗队伍开展合作，并
在DMAT(灾害派遣医疗队)、日本红十字
会等多家机构的参与下持续开展共同综
合防灾训练。

医疗系统远景规划

推进”医食农同源"

建设“水之乡 神奈川”

“生命的课堂”

通过区域、学校的各种活动，增加孩
子和年轻人认识生命价值的机会，通过
这种“生命的课堂”培养学生和年轻人
对家人、朋友的感情和珍惜自己生命的
想法。进而防止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行
为的发生。

建设热点景点

在横滨、镰仓、箱根之外，再着力建
设对海外市场同样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观
光景点核心区域。
同时，在城岛、江之岛、大山、大涌

谷等利用地域特色自主发展起来的观光
区域建立“热点景点”模式。

神奈川县境内有丰富的水资源和自然
资源，不断为居民提供了可放心饮用的
水源。
“水之乡 神奈川”是指充分利用湖泊、

河流、瀑布等丰富的水资源，建设具备
水源魅力的特色地域。

神奈川国际粉丝俱乐部

完善留学生援助，支持外国留学生
的留学生活，增加神奈川的粉丝。将与
神奈川有不解之缘的外国人组成“神奈
川国际粉丝俱乐部”。

京滨临海地区生活形态改革
推进国际战略综合特区的建设

伴随人口的高龄化，面临急救患者增
加、医疗人员短缺的各种医疗问题。为
解决这些课题，推进使患者和患者家人
都能满意的医疗服务，制定了全国都道
府县首例的囊括所有医疗内容的远景规
划。
同时，积极开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

(ＩＣＴ）实现与患者本人及医院内外
共享患者的病历信息的业务模式。

所谓“医食农同源”，是指治疗疾病、
日常饮食对延年益寿、保持健康同样重
要，来源相同。在此之上又加入表示食
材种植的“农”，显示一种积极的健康
生活观。
通过宣传上述“医食农同源”的思想，

促进居民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善，实现年
轻人、老年人都远离疾病的健康社会。

利用国际战略综合特区的制度，在世界
精锐产业、高技能的制造业、尖端研究开
发机关等汇集的京滨临海地区，聚集生命
科学领域的国际企业，建设国际战略据点。
通过此项措举措，利用国际化企业进行

的医药新品、医疗器具的开发、制造，推
动保健关联产业的发展，为在全球首先进
入超高龄社会的我国所面临的课题提供有
效解决的手段。

政策局综合政策部综合政策课
横滨市中区日本大通１ 〒231-8588 电话(045)210-3061（直拨） FAX(045)210-8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