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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构成与期间

综合振兴计划是基于长期的展望，在展示城市建设未来目标的同时，为使市政得到综合

性、计划性的运营，将行政领域的计划和事业的指导明确化的市政运营最基本的计划。

埼玉市综合振兴计划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揭示本市未来城市面貌及施政大纲的“基本构

想”、根据基本构想综合、系统地反映各行政领域政策的“基本计划”、以及为展开基本计划

中制定的政策而规定了具体推进事业的“实施计划”。

由于“基本计划”的计划期已于2013年度末结束，所以本次制定了“后期基本计划”。

计划概要

3层构造的综合振兴计划

2020埼玉市希望之城设计方案

基本构想
该构想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所要实现的
未来城市面貌和施政大纲。目标年度是平成32年
度（2020年度）。

后期基本计划
根据基本构想，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各行政领
域的施政方针。计划期间为7年，从平成26年度
（2014年度）至平成32年度（2020年度）。

实施计划

为了开展基本计划中所确定的施政方针，确定了
个别的实施计划。计划期间为4年，从平成26年
度（2014年度）至平成29年度（2017年度）。

基本构想

后期基本计划

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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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埼玉市希望之城设计方案的构成

基本构想（目标年度：2020年度） 后期基本计划（计划期间：2014～2020年度）

目的与期间

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未来城市面貌

政策实施方向

实现方式

关于后期基本计划的制定

重点战略
～欣欣向荣的城市　埼玉市战略～

各领域的计划

各区的未来面貌

推进计划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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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期间

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未来城市面貌

本市于平成13年（2001年）5月1日由浦和市、大宫市、与野市3市合并而成，作为埼玉县下首

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诞生后，于平成17年（2005年）4月1日又与岩槻市合并。

为了推进与政令指定城市（2003年4月正式过渡）相一致的城市建设，埼玉市综合振兴计划的

基本构想提出了充分反映市民意见的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以及所要实现的未来城市面貌，同时确

定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施政方向。

该基本构想的目标年度为平成32年度（2020年度），预测届时本市人口将超过130万，基本达

到人口高峰。我们将基于这一预测推进基本构想的实施。

本市以“我们来建设、共同生活的城市”为口号，为成为所有人都适宜居住、愿意居住的城

市，将“市民和政府的协作”、“人和自然的尊重”、“面向未来的希望和责任”作为城市建设

的基本理念。

●市民和政府的协作

●人和自然的尊重

●面向未来的希望与责任

市民和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作用和责任，通过双方的互动，推进以市民为主体领导地方

分权、自立的城市建设。

每个市民在以爱心待人、积极进行交流的同时，珍惜我们生活的环境，推进尊重人和自然的

城市建设。

发掘具有埼玉市特色的固有魅力，推进建设充满希望的、通往朝气蓬勃未来的、可持续进行

的城市建设，肩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和责任。

如下确定了埼玉市未来城市面貌，为其实现而努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的东日本交流中心城市

●以见沼的绿和荒川的水为象征的环境共生城市

●培养新生力量、宽裕舒适的生活文化城市

本市除了是5条新干线等铁路线密集的交通要冲外，还受益于东北自动车道等便捷的高速公

路，拥有超过100万人的人口规模，并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城市功能。以埼玉新都心的建设为契机，

在提高人、物、信息据点性的同时，创造新的产业和丰富多彩的市民活动，力争实现具备与国内

外交流活力的自立城市。

本市拥有首都圈内屈指可数的自然资源――中央部的见沼农田、西部的荒川、东部自然资源

丰富的元荒川等。此外，还保留着各种生物栖息的绿地和水滨。在保全、重视、创造这样的空间

的同时，积极地致力于地球环境问题，努力将本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绿意盎然的城市。

努力充实福利、教育等社会性服务以及各种生活基础，推进能够满足全体市民多元化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使市民们过上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建设。

培育肩负时代重任的人才，使本市成为开创新文化、富有个性和魅力的城市。

基本构想
（平成14年（2002年）12月决议通过、平成17年（2005年）6月决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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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方向

朝着实现埼玉市未来城市面貌的目标，在下列7个领域推进政策的实施。

(1)保护和培育安宁与润泽的环境［环境・舒适性］
(2)支援生儿育女，使每个人都能健康、安心地生活［健康・福利］
(3)培育每个人生气勃勃的个性［教育・文化・体育］
(4)建设为人和环境着想的高品质的基础［城市基础・交通］
(5)提高产业活力，开展朝气蓬勃的城市建设［产业・经济］
(6)确保安全，支持市民生活［安全・生活基础］
(7)加深相互理解，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交流・社区］

实现方式

(1)通过市民和政府的协作开展城市建设［市民活动］
(2)通过效果好、效率高的行政和财政的运营开展城市建设［行政财政运营］
(3)开展创造埼玉市特色的城市建设［城市形象的确立・共享和发布］

◆制定后期基本计划的目的与期间
●本市于平成13年（2001年）5月1日由浦和市、大宫市、与野市3市合并而诞生，以综合振兴计划“埼玉

市希望之城设计方案”为指导，为实现“基本构想”中提出的3个未来城市面貌，有计划地综合推进了

城市建设。

●在此期间，于平成15年（2003年）4月1日过渡成为政令指定城市，于平成17年（2005年）4月1日实现与

岩槻市的合并，于平成19年（2007年）人口突破120万人等，顺利地获得了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以少

子高龄化及经济全球化、地球变暖、地方分权改革的进展、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为契机，人们的安全、

安心的意识等提高了，围绕本市的环境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为准确应对围绕本市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同时有计划地综合运营市政工作，后期基

本计划综合且系统地反映了实现未来城市面貌所要采取的政策，此外，它还是通过市民和市政府的协

作、以市民为主体推进自立型城市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

●后期基本计划的计划期间为7年，从平成26年度（2014年度）至基本构想的目标年度平成32年度（2020

年度）。

◆预计总人口
●总人口预计从平成22年（2010年）的122.2万人增加到本计划目标年度平成32年（2020年）的125.6万

人。

●总人口的高峰期预计为平成37年（2025年）的126.0万人，之后转为减少，平成62年（2050年）减

少到117.4万人。

后期基本计划
（平成25年（2013年）12月决议通过）

1 关于后期基本计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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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预计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社会经济形势等剧烈变化，为了正确应对这些围绕本市的严峻环

境，实现基本构想中提出的未来城市面貌，提出了5个重点战略以有效运用本市的优势、集中分配有限

的经营资源（人才、资金等）。

●该“重点战略”是根据相互关联的重点，一方面跨领域推进，一方面像本市的城市形象宣传口号“欣欣

向荣的城市　埼玉市”所说的那样，与市民共同面向未来，发展并改善本市的优势及可能性，从而创造

出埼玉市的独特魅力。

◆未来城市构造的方向性
●本市从推进未来可持续城市建设的观点出发，通过抑制城区的扩大、向各地区据点汇集各种城市功能以

形成据点间的网络，创造出市民生活所需要的各项功能可以在徒步、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工具移动的范

围内享受到的环境，同时保护城区的城市空间，使其在将来也能够被河流和绿地环绕，从而支援市民的

高品质生活，力争实现创造多彩交流活动的城市活力和丰富的自然环境共生的多核心集约、协作型的城

市构造。

重点战略

１

重　点

创造“培育新一代人才的城市　埼玉”
～创建教育和育儿资源丰富的城市～

(2)培养肩负时代重任的孩子、青少年

(1)推进建设可安心生儿育女的环境

●通过充实幼儿园及课后儿童俱乐部来消除适龄儿童等待入园的现象

●建设育儿期家庭成员的就业支援环境和方便工作的环境

●促进地区建设互助育儿的环境

●运用以往的积累进一步充实学校教育

●通过学校、家庭、地区、政府的协作、配合来推进孩子及青少年成长的支援活动

重点战略

２

重　点

创造“高龄者充满活力的城市　埼玉”
～创建将高龄者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社会中的城市～

(2)推进建设市民持久健康、活跃的环境

(1)运用高龄者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提高城市活力

●运用高龄者的知识和经验支援就业、创业

●为使高龄者能够将知识和经验回报给社会，促进其参加地区活动、志愿者、体育、文艺、教育等

各种活动

●促进市民接受各种体检、检查诊断等，进行健康管理相关的提醒、支援

●促进市民以各种形式参与体育活动，包括为运动员加油、当志愿者在内

●促进市民从利用汽车改为坐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

2 重点战略～欣欣向荣的城市　埼玉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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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战略

４

重　点

创造“与自然共生的低碳城市　埼玉”
～创建可以享受丰富自然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城市～

(2)由多种主体推进自然环境的保全、运用

(1)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推进低碳城市的建设

●促进新一代汽车的普及，进一步致力于“特区”等开创性举措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节能

●促进3R（减量、重复使用、循环使用）活动

●促进多核心集约、协作型城市构造的形成以及从利用汽车改为坐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

●扩充环境教育、学习的场所及机会

●通过市民与企业单位的合作、配合，对见沼农田等绿地及水滨环境进行保全、运用

重点战略

５

重　点

创造“由大家来保障安全的城市　埼玉”
～创建“因为大家在，所以安心”、与地区共同战胜灾害的城市～

(2)加强对无法预知的灾害的防备

(1)促进创建日常互助的地区社会

●促进地区的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

●促进地区的孩子及独居高龄者等的看护活动

●进一步致力于自治会等多种多样的市民活动的促进与合作

●完善抗灾害的城市基础

●推进旨在提高防灾意识的提醒活动、防灾教育

●通过与相关机构等合作，建立并强化初期行动体制、应急体制

●培养并运用人才，在灾害时对需要救援者进行支援、组织自主防灾及承担地区防灾活动等，充实并

加强地区的灾害对策

重点战略

３

重　点

创造“创新的城市　埼玉”
～创建以新的视点和挑战创造价值的城市～

(1)促进企业展开事业，以便在严酷的竞争中生存

(2)建设各种人才都能发挥力量的工作环境并促进就业

●促进产官学合作，将海外也纳入视野，进行研究、技术开发及市场开拓等

●通过发掘、运用本市的地区资源及魅力，促进“埼玉市品牌”的培育和农产品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

●支援企业单位的开创性举措及CSR（企业的社会重任）活动等与地区共生的举措

●通过与国家及埼玉县等相关的合作，支援就业、创业，促进就业环境的完善，使各种人才都能发挥

力量

●通过发掘、运用本市的地区资源创造工作岗位，并运用优势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

●通过充实终生教育等培养多种多样的产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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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舒适性领域

保护和培育安宁与润泽的环境

1 从地区开始推进实现“环境负荷少的
可持续社会”

2 创造共同推进、参加的再生城市（循环型城市）

创造人与自然共生的绿意盎然、美丽的城市3

4 城市基础、交通领域

建设为人和环境着想的高品质的基础

1 形成可提供低碳、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城区

2 形成可创造繁华及交流的富有魅力的都心和副都
心

建立支援生活、交流及活力的交通体系3

5 产业、经济领域

提高产业活力，开展朝气蓬勃的城市建设

改善环境，培养有活力的地区产业

发挥埼玉市特性的新产业的创造

培养人才支援地区经济及支援就业

1

2

3

2 健康、福利领域

支援生儿育女，使每个人都能健康、安心地生活

实现适宜生儿育女的城市

实现高龄者也易于生活的城市

实现所有人都能在地区中找到自己独特生活的城
市

实现身心都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会

1

2

3

4

3 教育、文化、体育领域

培育每个人生气勃勃的个性

推进孕育希望的教育及培养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加强终生学习并运用其成果

实现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体育城市 埼玉”

创造文化艺术城市，使人们的生活生气勃勃并丰
富人们的心灵

1

2

3

4

6 安全、生活基础领域

确保安全，支持市民生活

1 建设抗灾的城市

2 形成交通事故及犯罪少的生活环境

3 建设安全、安心的生活基础

7 交流、社区领域

加深相互理解，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

实现尊重人权的社会

形成互相交流的地区社会并活性化

建设多文化共生、向世界开放的城市

1

2

3

3 各领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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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民和政府的协作

通过市民和政府的协作开展城市建设

1 推进市民和政府的协作

2 着眼于未来的行政和财政的运营

通过效果好、效率高的行政和财政的运营开展城市建设

1 推进可持续的行政财政运营

2 实现贴近市民、迅速的区行政

争取建设承担真正的分权型社会的自主自立的城
市

3

5 推进计划的基本思想

4 各区的未来面貌

西　区
有效地利用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文化　给所有的人和生活带来温馨　滋润人心的城市
建设

北　区 我想居住的城市建设　市民参加日日创造
―从“正好的城市”到“更好的北区”―

大宫区 滋润人心的高品质生活基础与冰川的绿树丛林与文化相协调的街区

见沼区
与见沼的大自然共生
―由我们来　保护和培育的　见沼文化―

中央区 创造和谐的城市文化、培育交流的舒心生活

樱　区 三代人携手共建朝气蓬勃的街区
―自然资源充沛、适于居住的环境―

浦和区 繁华与文教相和谐、绿意盎然的街区
―欢欣雀跃的浦和区，它给我带来明天，让我创造明天―

南　区 城建主角就是你　住在这里心欢喜

绿　区 萤火虫飞舞、清风飘香、碧绿葱郁的街区

岩槻区 保护、培育及欣赏自然、历史和文化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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