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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办理手续的窗口

以及咨询处

1 □ 日本国籍居民 迁入申报
申报人的驾驶执照等※１、前居住
地的迁出证明书

2 □ 迁入申报
在留卡或者特别永驻者证明书、前
居住地的迁出证明书

3 □ 迁入申报
办理了证明卡的持续迁出手续的居
民的My Number Card（个人编
号卡）或者住民基本台账卡

4 □
持续利用手续
记载事项变更申报

持有的证明卡
◇需要输入密码。

5 □ 电子证明书申请
My Number Card（个人编号
卡）
◇需要输入密码。

6 □ 需办理印章登录的居民（本人申请的情况） 印章登录 登录的印章、驾驶执照等※２

7 □ 避难终了的申报 申报人的驾驶执照等※1

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办理手续的窗口

以及咨询处

8 □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特定同一家庭所属者变动联络票
（仅限持有的居民）

9 □ 提交负担区分等证明书
负担区分等证明书、认定证明书
（仅限持有的居民）

※・・・在办理迁入手续时能够在市民课一并办理的手续。

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办理手续的窗口

以及咨询处

10 □
领取入学通知书（迁入
用）

市民课・各分所等
℡   0246(22)7447

11 □ 幼儿园的入园 请直接咨询。 各幼儿园

12 □ 各种申请等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
儿童家庭课母子保健系
（综合保健福祉中心内）
℡ 0246(27)8597

13 □ 保育所（园）的入园

14 □ 各种申请等

15 □ 儿童补贴的认定请求

16 □ 住所变更申报

17 □
婴幼儿医疗或者儿童医疗
费补助领取资格登录

孩子的健康保险证、监护人名义的
存折

☆

※１

※２ ⇒背面继续

有孩子的居民

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居民

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

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

在前居住地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居民
※

在前居住地加入了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的居民

国保年金课(部分在市民课办
理）・各分所等
调查支付系
℡  0246(22)7456
高龄者医疗系
℡ 0246(22)7466

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

外国国籍居民

由于核事故迁出到市外避难,并且一直
接收本市提供的信息的居民（包括外国
人居民）

持有My Number Card（个人编号卡）
或者住民基本台账卡的居民

My Number Card（个人编号卡）的签
名用电子证明书持续利用的居民

持有My Number Card（个人编号卡）
或者住民基本台账卡，并且在之前的居住
地办理过该卡的持续迁出手续的居民

市民课・各分所等

申报・证明组
℡ 0246(22)7447
住民台账组
℡  0246(22)7444
管理组
℡  0246(22)7445
个人编号卡交付组
℡  0246(22)7026

需要提交的材料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会略有不同，请事先向主管部门咨询。

驾驶执照等…官方机关发行的附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或者健康保险证等没有照片的材料2份。详情请咨询。

驾驶执照等…官方机关发行的附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详情请咨询。

各分所市民福祉系・各地区保健福

祉中心等

平
℡0246(22)7457(13,18～20)

℡0246(22)1163(上述以外)

小名滨

℡   0246(54)2111

勿来・田人

℡   0246(63)2111

常磐・远野

℡   0246(43)2111

内乡・好间・三和

℡   0246(27)8690

四仓・久之滨大久

℡   0246(32)2114

小川・川前
℡   0246(83)1329

有上保育所（园）的孩子的居民

在前居住地接受了医疗费补助的居民（养
育医疗、育成医疗、小儿慢性特定疾病医
疗）

有上幼儿园的孩子的居民

有上小学・中学的孩子的居民

有小学就学前的孩子或者年龄在到达18岁的
年度的3月31日之前的孩子（4/1到次年3/31
为一个年度）（不包括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
的居民）

在前居住地接受了儿童抚养补贴或者特别儿
童抚养补贴的居民

在前居住地接受了儿童补贴的居民

请尽早向办理手续的窗口咨询。

各地区保健福祉中心

※请参照下方的联系方式

请尽早向办理手续的窗口咨询。

在前居住地接受了其他的补助等的居民(孕
产妇健康检查、新生儿听力检查、婴幼儿健
康检查、预防接种、单亲父母补助等）

从市外迁入本市的居民需要办理的手续一览
中国語



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办理手续的窗口

以及咨询处

有残障的居民

18 □
持有身体残疾人手册・疗育手册・精神残疾
人保健福祉手册的其中一个的居民

住址的变更 持有的手册

19 □ 领取了其他补助等的居民

20 □ 需要介护认定等的申请
前居住地的领取资格证明书
(出示个人编号的话就不需要提交)

在前居住地接受了指定难病医疗费领取者证的居民

21 □ 从县外迁入的居民
指定难病医疗费支付认定
申请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

22 □ 从县内的其他市町村迁入的居民 医疗费领取者证的住址变更 医疗费领取者证、住民票等

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需要的材料
办理手续的窗口

以及咨询处

23 □ 领取垃圾回收日历
◇全市被划分为10个地区。
◇在官方网站上也有刊载。

垃圾减量推进课・各分所等
℡　0246(22)7559

24 □ 家庭储备用碘片的分发 能够辨明市内住所的证件、身份证
保健所　总务课
放射线健康管理中心
℡　0246（22）8562

25 □
各种成人健康检查就诊券
的交付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
健康促进课
℡　0246(22)7448

26 □ 饲养宠物犬的居民 宠物犬的登录事项变更 前居住地的养犬许可证（犬鉴札）
保健所・各分所（不包括好
间）℡　0246(27)8592

27 □ 市民交通灾害共济的加入 每人500日元
市民生活课・各分所等
℡　0246(22)1152

28 □ 重新办理登记 报废车受理书
市民税课・税务事务所等
℡　0246(22)7428

29 □ 新开通自来水的居民 自来水的供水开始
请向磐城市自来水费客户中心联
系。

磐城市自来水费客户中心
℡　0246(22)9300

30 □ 住址的变更 住民票、许可证

南白土墓园：市民生活课
℡　0246(22)7446
东田墓园：勿来分所
市民课　保健卫生系
℡　0246(63)2111

31 □
避难行动需要支援者登
录申请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
各分所市民福祉系・
各地区保健福祉中心等
※请参照上一页的联系方式

☆

☆ 向邮局提出的住所变更申报需要到居住地附近的邮局提出。详情请向居住地附近的邮局咨询。

☆

在前居住地被认定为介护保险的需要支
援・需要介护的居民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

持有50cc到125cc的摩托车或者小型特
殊汽车的居民

需要提交的材料由于每个居民的具体情况而略有不同，请事先向主管部门咨询。

利用市营墓园（南白土・东田）的居民

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

希望加入市民交通灾害共济的居民

迁入的居民

保健所 地域保健课
保健指导系
℡　0246(22)8594

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

各支所市民福祉係・
各地区保健福祉中心等
※请参照前一页的联系方式

福祉相关手续

【Google地图】

磐城市国际交流协会（IIA）提供多语种信息、日语教室、咨询等业务。有疑问或有烦恼的外国人，请随时
到市政厅5楼、文化交流科的国际交流协会来。

希望登记避难行动要支援者避难支援制
度的灾害时不能自行避难的居民

其他的手续

〒973－8408
福岛县磐城市内乡高坂町四方木田191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