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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物、资金、信息等跨越国境以迅猛的速度移动，全球化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各种各样的影响。川崎迄今为止一直针对全球化潮流在各个领域推进了国际性的政策措施。今后，

全球化将日益加速，本市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市为

了明确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并在各个领域综合性推进国际政策措施，制定新计划。

推进国际政策措施的基本思路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上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城市间竞争激化、地球规模课题的深刻化以及日本国内少子

老龄化、外籍市民的增加与多样化等本市所处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市为了实现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宣传最尖端技术开发等其他地区没有的本市优势与魅力，提高在

世界上的存在感，来吸引新人才及投资，进而促进形成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课题，进一步开

展迄今为止的先进国际政策措施，成为受世界欢迎的城市，川崎市提出了所追求的全球化城市愿景，并开展国际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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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认识到多样性
将使市民生活富足的城市

国内外的人们都想来！想在此居住！想在此工作！
而市民们想一直在此居住！

“吸引世界的真正全球化城市 川崎”

国内外的人们都想来！想在此居住！想在此工作！
而市民们想一直在此居住！

“吸引世界的真正全球化城市 川崎”

开展国际政策措施的基本思路（所追求的全球化城市愿景）

川崎市今后应解决的课题

迄今为止的措施

  

（1）开展先进的外籍市民政策措施

○综合性的外籍市民政策措施

· 在全国率先通过条例设置
外国人市民代表会议

· 启动居住支援制度

○学校的措施

· 派遣日语指导协力者

· 设置国际教室

○各区政府的措施

· 举办多文化共存及促进国际
理解的活动

· 设置面向外籍市民的信息角

○与医疗相关的措施

· 派遣医疗口译人员

·“川崎医生”网站提供多语
种信息

＜国际交流中心＞

＜与沈阳市城市间合作＞

＜川崎港＞ ＜川崎水商务网络 2014 总会＞

＜《自然》杂志川崎特急
（2012 年）＞

＜老挝计划投资部与
川崎市长签署备忘录＞

＜JR川崎站东西自由通道
萨尔兹堡纪念碑柱＞

推进体制计划期间
 

到2025年度的约10年期间

 

 

2015
年度

第1期
实施计划

 
 

第2期实施计划 第3期实施计划

新的综合计划  

川崎市国际政策措施推进计划【概要版】2015年10月

川崎市总务局国际政策措施协调室
邮编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1番地
电话：044-200-2240　传真：044-200-3746　电子邮箱：16kokusai@city.kawasaki.jp

◆建设汲取新增长领域的强有力产业城市

◆提高全球化城市形象

◆推进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为契机的战略性措施

◆建设活用多样性的城市

川崎市国际政策措施推进计划

执行项目

（第1期）

执行项目

（第2期）

执行项目

（第3期）

●设置“（暂称）川崎市国际政策措施推进委员

会”，管理市政府的计划进展状况，并共享信

息，相互合作，应对各种课题。

●与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等开展国际性活动的团

体、国际相关机构等合作，有效地推进措施。

基
本
目
标

措
施
方
针

～多文化共存领域～

（2）促进友好亲善等

○友好亲善交流

· 与世界8个城市结成姐妹城市、友好城市

○从综合性的关系到各领域的交流

· 沈阳市 ⇔ 川崎市
  （环境技术交流合作）

·萨尔兹堡市 ⇔ 川崎市
  （通过音乐开展交流）

～与姐妹城市、友好城市等的交流领域～

（3）对市团体等的活动提供支援

○国际交流中心等的措施

· 举办活动及各种讲座

· 对市民志愿者活动提供支援

○市民团体等的措施

· 与外籍市民开展交流

· 开展日籍市民与外籍市民亲子交流

· 派遣国际理解教育讲师

～市民层面的交流～

（4）对商务国际化提供支援

○经济、产业交流

· 提供商务对接支援

· 吸引、培育创业者

○以KING SKY FRONT为中心的国际
　战略基地等的形成

· 开展生命科学和环境领域研究

○外国游客的吸引

· 与羽田机场附近城市开展合作

～经济、产业领域～

（5）通过环境技术转移推进国际贡献及产业交流

○与友好城市等的环境技术交流

· 接收来自沈阳市、上海市的
环境技术研修生

○国际贡献及产业交流

· 举办“川崎国际环境技术展”

· 举办“亚洲太平洋环保商务论坛”

～环境领域～

（6）提高城市形象的措施

○通过与外国记者中心等合作应对
　海外记者的采访

○在各种格言领域向海外发布信息

· 通过主页、手册发布观光信息

· 在世界性的综合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发布新闻简讯

～城市宣传领域～

（7）作为东亚物流基地进一步加以完善强化

○国际竞争力的强化

· 推进京滨港广域合作

· 向海外各港口进行港口推广

○与友好港口越南蚬港的交流

○与中国连云港的交流

～港湾领域～

（8）通过改善世界水环境为国际做贡献

○水商务的海外拓展

· 设立“川崎水商务网络”

○通过向海外派遣职员的技术合作

· JICA技术合作项目

～上下水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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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认识到多样性将使市民生活富足的城市

措施方针措施方针

提高信息发布能力、确立世界性地位的城市新或充实加强的措施示例

措施方针

创建拉动世界的商务基地

通过企业的海外拓展加强国际竞争力

通过向海外转移先进环境技术拓展商务

促进提高国际性认知度

打造吸引海外游客来到川崎的城市

与海外各城市构建战略性关系

促进地区的交流与多文化共存

创建人人宜居的环境

培养并活用肩负全球化城市·川崎的人才等

活用尖端技术及产业
　　　　　集聚推动国际拓展
活用尖端技术及产业
　　　　　集聚推动国际拓展
活用尖端技术及产业
　　　　　集聚推动国际拓展

活用优势与魅力提高世界性地位活用优势与魅力提高世界性地位活用优势与魅力提高世界性地位 活用多样性推进城市建设活用多样性推进城市建设活用多样性推进城市建设

★ ⋯新或充实加强的措施示例

①培育相互尊重、与全球化社会相称的市民意识
　　● 在小学、初中开展人权教育与多文化共存教育

　　● 向市民进行意识启蒙

②培养全球化人才
　　● 在小学、初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 以儿童为对象开设外语讲座　　

　　● 向留学生提供本市的生活信息及魅力

　　★ 在小学、初中及高中开展英语教育、培育沟通能力

　　★ 活用国际交流员促进人才培养

③提供市职员的意识
　　● 开展提高人权意识的研修　　★ 开展国际理解、接待等的研修

①形成以 KING SKY FRONT 为中心的国际战略基地等
　　● 活用国家的特区制度等，吸引企业及研究机构落户

　　● 构建研究者、研究机构、学术机构、企业等的广泛网络

　　★ 完善羽田联络道路

②促进与海外的港湾物流
　　● 面向开设新航道推销港口

　　● 京滨三港合作打造东亚的国际枢纽港口

③创造吸引高级人才的环境
　　● 由亚洲创业者村创建外籍创业者的创业基地

　　● 充实教育及信息提供等的生活支援

　　★ 建设外国游客也能够中长期逗留的设施及完善标牌的多语种化等的引导

①开展尖端技术城市·川崎的世界性宣传与做出国际贡献
　　● 与海外城市共享信息，向国内外研究者等发布信息

　　● 向海外派遣专家，接收研修生及参观者

　　● 举行川崎国际环境技术展，参展国际生物技术展等

　　● 与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等国际机构合作

②打造足以向世界宣传的魅力
　　● 在 MUZA 川崎举办著名海外管弦乐公演

　　● 举行国际田联黄金联赛等国际性的体育活动

　　● 进一步向海外宣传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等的魅力

　　● 举行川崎万圣节等国际色彩浓郁的活动

③战略性地发布信息
　　● 接受海外记者采访及举办媒体游等，与海外媒体

　　　 开展合作

　　● 活用电影、电视剧外景地等电影相关资源宣传魅力

　　★ 利用主页、SNS 等进一步发布信息

①吸引海外游客
　　● 向海外推广观光　　　

　　● 举办产业观光示范游

　　● 与县内地方政府、羽田机场附近城市等开展合作

　　★ 以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为契机吸引海外游客

②完善海外游客接待环境
　　● 重新审视市内向导标识（多语种标识、图画标识等）

　　● 与餐饮店、酒店、交通企业合作（举行研讨会、制作面向外国人的观光向导

　　　 工具等）

　　★ 完善外国游客能够使用的Wi-Fi 接入点

　　★ 吸引满足国内外游客等需求的酒店、餐饮店等

①国际相互理解、国际交流、地区相互支撑
　　● 由市内各主体举办国际色彩浓郁的活动等

　　● 支援市民团体的活动并促进相互合作

　　● 提供市民志愿者活动机会

　　● 活用国际交流协会、国际交流中心，发掘市民志愿者、

　　　 市民团体等中坚力量，并支援其活动等

②促进外籍市民参与社会
　　● 将外国人市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反映到市政

　　● 与地区的外籍市民交流，促进其参加地区活动

　　● 促进留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①沟通支援
　　● 提供与行政程序相关的口译及笔译支援

　　● 推进公共设施等的向导、标识的多语种化，

　　　 活用图画标识

　　● 向外籍迁入者分发信息资料套件

②生活支援
　　● 外籍居民咨询 ● 提供居住支援（入住租赁住宅时的保证支援）

　　● 派遣医疗口译人员 ● 派遣口译志愿者支援 DV受害者

③外籍居民及与外国有关系的儿童学生等的教育支援
　　● 完善海外归国、外籍儿童学生插班入学教育咨询

　　● 派遣能讲母语的日语指导等协力者

　　● 在外籍儿童学生数量多的学校设置国际教室

　　● 对外籍居民及与外国有关系的儿童学生等的学习及

　　　 学校生活提供支援

　　● 对日语不好的家长提供支援

④育儿支援
　　● 向保健福祉中心的母子保健事业派遣笔译及口译人员

　　● 考虑保育所的语言及生活习惯等的差异

　　● 向婴幼儿的家长发布育儿信息，举办育儿沙龙

⑤危机管理
　　● 分发多语种版的防灾启蒙手册、防灾地图

　　● 设置发生灾害时的多语种支援中心

　　● 向市内医疗机构等发布海外传染病信息

①促进与海外城市的互惠交流
　　● 与中国沈阳市、上海市开展环境与经济交流

　　● 与韩国富川市开展文化交流

　　★ 探讨积极活用留学生等与川崎有渊源的人才

①支援企业海外商务拓展
　　● 通过参展海外展览会、参加商务对接，

　　　 支援在海外开拓销路

　　● 通过与当地政府、支援机构等合作，

　　　 支援市内中小企业开拓销路，进入海外市场

　　● 完善对海外拓展企业的当地支援体制

　　● 提供市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洽谈一站式服务

　　● 支援从事福祉领域业务的企业到中国等拓展

①促进环境产业的全球化
　　● 举办川崎国际环境技术展

　　　 （提供国际性商务对接平台）

　　● 进行先进技术及产品等的信息发布，

　　　 接受川崎生态城及环境相关设施等的参观

②在上下水领域通过官民合作进行

　国际拓展
　　● 通过川崎水商务网络官民合作改善环境

〈实验动物中央研究所
（KING SKY FRONT）〉

〈MUZA 川崎交响乐大厅〉

〈外国人市民代表会议〉

＜向导标识的多语种化＞

＜日语沙龙
LET’S 国际志愿者交流会＞

〈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

〈川崎工厂夜景〉

〈殿町国际战略基地
（KING SKY FRONT）〉

〈川崎国际环境技术展 2015〉

〈儿童英语教室（国际交流协会）〉

通过这些措施力求实现

国内外的人们都想来！想在此居住！想在此工作！而市民们想一直在此居住！

“吸引世界的真正全球化城市 川崎”
国内外的人们都想来！想在此居住！想在此工作！而市民们想一直在此居住！

“吸引世界的真正全球化城市 川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