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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超高龄化社会，吸取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教训，强化防灾对策等各项课题，
神奈川县于2012年制定了“神奈川远景规划”的“基本构想”以及“实施计划”，并有条不紊
地切实推进实施至今。

由于本次“实施计划”的计划时间已于2014年度结束，因此，在广泛听取县民、团体、
市町村等相关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第2期“实施计划”。这本小册子是第2期“实施
计划”摘要内容的概要版。为了继续建设“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我们将在此
前举措所构建的基础之上，不断推进各项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提升神奈川的魅力。

希望今后依然能得到各位的理解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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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构想
基本理念  建设“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

“生机勃勃、魅力无限的神奈川”的具体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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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奈川的未来蓝图

人人想去、人人想住、充满魅力的神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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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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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定新政策，建设领先全国的“神奈川模式”。

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是指为了在2025（平成37）年实现“基本构想”而在2015（平成27）～2018（平成
30）年度的4年间实施的政策。实施计划是由“主要施政/计划推进篇”和“项目篇”的两大部分组
成。“主要施政/计划推进篇”是对全面综合阐述神奈川县整体政策的“主要施政”进行的总结；

“项目篇”则对重点政策进行横向综合，阐述了工作目标、具体工作内容和项目工程等。通过阐
述“实施计划”，使县民、NPO、团体、市町村等共享神奈川县政策的相关信息和目的，全县
居民将群策群力，共同推进各项举措的贯彻实施。

主要施政/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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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现出
的全县整体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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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领域体系

能源/环保
安全/安心
产业/就业
健康/福祉
教育/育儿
居民生活
土地/城市建设

区域体系

川崎/横滨区域圈
三浦半岛区域圈
县央区域圈
湘南区域圏
县西区域圈

计划推进

为确实推进计划的实施，管理计划进程而建立的“政策管理/循环”体系，以及有关项目事业
费，补充综合计划的主要个别计划和方针。



项目

支柱 I 健康长寿
由于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必须重新评价生活方式，在治疗改善ME-BYO(亚健康)的同时，努
力充实地区医疗、护理以及福祉服务，使神奈川的每一位高龄者都能够愉快、健康、长寿地
生活。

建设一个延长健康寿命，充满生活乐趣的神奈川

1 A完善社会环境，推进疗愈ME-BYO(亚健康)措施

B为了使身体的ME-BYO(亚健康)状态得以调理改进，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的饮食、运动、社会参与等活动，促进生活习惯的改善

C有效利用健康信息，推进有效措施的实施

追求最先进的医疗水平，充实可安心就医的地区医疗

2 A推进最先进的医疗

B面向县民完善和充实适宜的医疗服务体制

C培养并确保医疗人才

建设以高龄者为标准、人人都可以愉快生活的神奈川

3 A构建涵盖整个地区的保健体系

B向痴呆症患者及家庭提供综合性援助

C营造健康有意义的生活

提高残疾人的地区生活水平

4 A充实福祉服务并完善社会环境

B为参与社会活动及就业提供支持

C促进对残疾人的理解并保护其权利

按政策领域的不同，树立“5个支柱”、“23个项目”。

为了实现如下所述的神奈川4年后的目标蓝图，推进项目的实施。

►疗愈ME-BYO（亚健康）实现健康长寿的神奈川

►经济引擎所营造的充满活力的神奈川

►可安全安心生活的神奈川

►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能力的神奈川

►张扬个性充满魅力的神奈川

ME-BYO
(亚健康)

医疗

高龄者
福祉

残疾人
福祉



支柱Ⅱ 经济引擎
加速引入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创建成长产业，支持县内企业进军海外，吸引日本国内外游客，在
全县推行广纳各方宾客的区域文化，有效利用“国家战略特区”、“京滨临海部生活创新国际战略综
合特区”、“相模机器人产业特区”的三个特区，转动经济引擎，建设充满活力的神奈川。

推进神奈川智能能源计划

5 A加速引入可再生能源

B扩大和引入稳定的分散型能源

C促进节能并打造智能社区

打造肩负县内未来经济的产业

6 A创建和培育成长产业

B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产业聚集

C推进先进技术和科技研发

开展海外交流，繁荣地区经济

7 A援助县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并吸引国外企业

B构建和强化与海外连接的网络

努力使观光业成为神奈川的一项支柱产业

8 A吸引外国游客

B吸引日本国内游客

C展现崭新的观光魅力

以文化艺术魅力营造充满吸引力的文化氛围

9 A在全县营造充满吸引力的文化氛围

B培养营造充满吸引力文化的人才

C支持地区的文化艺术活动

促进农林水产业的发展，促进“地产地消”

10 A为满足县民需求，支持农林水产品的生产并促进消费

B强化新人的培养和稳定化

能源

创建产业

进军海外

观光

充满
吸引力的
文化氛围

农林水产



支柱Ⅳ 人的力量

支柱Ⅲ 安全 / 安心

支持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实施人生事业教育、对儿童/子女抚育提供支持，切实提高学习能力，
增加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努力培养制造业人才，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使在神奈川生活的每个人都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通过自助、共助以及公助间的合作，进一步强化地震、海啸、泥石流灾害、火山喷发等灾害
以及犯罪和交通事故的各项应对措施，保护县民生命安全，建设可安全安心生活的神奈川。

营造无论男女均可大显身手的社会环境

13 A营造任何人都可发挥个性和能力的社会环境

B营造工作、抚育子女及老人护理可相互兼顾的社会环境

C防止遭受配偶侵害等的家庭暴力，并向受害者提供支援

建设儿童/青少年可以健康成长的神奈川

14 A支持儿童/子女抚育，从结婚到育儿提供无间断一体化支援

B构建保护需要救助儿童的体制

C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自立

打造抗灾能力强的神奈川

11 A推进自助共助举措

B强化灾害应对能力

C打造抗灾能力强的城市

建设无犯罪无事故的安全安心的城市环境

12 A建设不易犯罪的地区社会

B打击引起县民不安的犯罪行为，鼓励检举揭发，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C向犯罪受害者提供支援

培养肩负神奈川未来的人才

15 A推进学校教育，提高每个人的生存能力

B营造儿童和学生的学习教育环境

振兴体育事业，构建健康丰富的人生

16 A推进贯穿整个人生的体育活动

B构建大力开展体育活动的体制

C为奥运会和残奥会营造良好气氛

每个人都可以充满活力地工作的神奈川

17 A培养产业人才

B充实就业支援

C培养和使用外国人人材

男女共同
参与计划

儿童/
青少年

减灾

治安

教育

体育运动

就业



支柱Ⅴ 城市建设
通过促进县西地区走向繁荣、支持外籍县民、推进NPO独立活动，以及应对环保问题和充实
交通网，使地区拥有充满活力的个性，通过多种文化、自然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打造吸
引人材、充满魅力的神奈川。

利用当地资源促进地区繁荣

18 A开展促进县西地区繁荣的项目

B利用三浦半岛资源，促进当地繁荣

C增强吸引力，营造地区魅力

建立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区域社会

19 A建立适于外国国籍居民居住的生活环境

B加强对留学生的支援

C进一步促进居民对多种文化的理解

促进NPO独立活动，创建合作型社会

20 A支持NPO独立活动

B推进NPO等多种主体合作

保护和利用繁衍多样化生物的自然环境

21
构建可持续社会

22 A参与并推进环保活动

B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并完善处理方法

C推进大气环保

建设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城市，完善交通网络

23

C推进神奈川县与企业和大学等的合作

A保护和再建森林资源
B农林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C都市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D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A为发展各种交流与合作，完善和使用道路交通设施
B为发展各种交流与合作，完善铁路交通设施
C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强化机场政策
D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魅力都市

促进地区
繁荣

多文化
共生

协同合作

自然

环境

城市
基础设施



奥运会和残奥会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将会在江之岛举行奥运会帆船
比赛。届时，将会以此为契
机，向世界宣传神奈川的魅
力，同时，为了使举世闻名的

奥运会和残奥会也能成为县民
们心目中最高级别的盛会，神
奈川县将推进一系列为奥运会
和残奥会强力造势的活动和
举措。

神奈川的战略 目前，整个日本正面临超高龄化社会以及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
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影响，神奈川县将在全国率先推进和实施
“神奈川战略”。

推进医疗保健/新领域的各项措施
“追求最先进的医疗和最新技术”
与“疗愈ME-BYO(亚健康)”的两
大主题相互融合，推进“医疗保
健/新领域”的各项举措，实现日

本最长健康寿命并创造新市场和
新产业，建设任何人都可以健康
长寿的社会。

实现人与机器人共生共存的社会
以“相模机器人产业特区”为中
心，推进机器人的普及、应用
和实用化，使“神奈川制造”的
机器人融入社会之中，努力建
设机器人与人类共生共存的社

会，使机器人成为不被人们觉
察却默默守护生命，并提供生
活帮助的好伙伴。

※机器人……通过传感器感知信息，自行
判断和运行的系统总称。

推进“全球战略”
向世界大力推广神奈川的魅力
和先进模式，发挥神奈川的优
势，实施积极的国际合作措
施，培养国际化人才，积极创

建多元文化以及和谐社会，推
动神奈川地区经济走向繁荣。

推进地方创新
预计神奈川总人口将于2018
年迎来最高峰，随后会逐渐减
少，目前三浦半岛和县西地区
人口已开始减少。神奈川县将

采取地方创新举措，行之有效
地应对人口减少以及超高龄化
社会。

神奈川县
政策局政策部综合政策课

横滨市中区日本大通1
〒231-8588

电话(045)210-3061（直拨）
FAX(045)210-8819
http://www.pref.kanagawa.jp/cnt/f4895/p4349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