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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 4 月转变为政令指定都市的同时，冈山市制订了《冈山市城市愿景——新冈山市综

合计划》，并根据该计划稳步推进实施了城市建设工作。 

同时，日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预计今后冈山市将面临人口减少的社会现

象。在此状况下，根据市民希望感受城市变化，参与城市建设愿望高涨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在发挥

冈山市特征的同时，创造城市活力，并实现冈山市更辉煌的发展。 

为此，本计划将秉承“水与绿”这一象征性城市愿景理念，深入开展住居环境改善工作，同时

通过市民与行政的协作制定计划，实施将国内外因素纳入视野，面向未来、朝气蓬勃的城市建设，

力争创造城市的变化，提升城市的活力及市民对冈山的热爱、自豪感。 

计划制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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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构成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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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未来 桃太郎之乡——冈山 

根据刚才所述的时代变化及时代要求、市民的课题意识，冈山市在最大程度发挥固有优势及特

性的同时，为实现充满活力、市民秉持对家乡的热爱及自豪感、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城市这一目标，

将推进实施能够取得冈山市更辉煌发展及提升市民满意度的城市建设工作。此外，作为新冈山市城

市建设的象征，我们将把迈向未来的激情、强壮与健康、以白桃为代表的农产品等因素与在日本全

国拥有较高知名度，诞生自冈山固有历史、文化的“桃太郎”相结合，高举“桃太郎之乡——冈山”

这一旗帜，市民与行政联合开展行动。 

创造城市的激情 

● 在珍视充满水和绿的美丽、舒适环境，将安全、安心的“宜居环境”作为工作基础的同时，并

能够使市民感受到城市建设的变化，注重城市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和谐、平衡发展，同时通过与国

内外的活跃交流，创造并传播新的城市魅力，推进实施充满活力及激情的城市建设工作。 

● 通过上述工作，确立冈山市的都市品牌，力争将冈山市建设成市民能够充满自信地向国内外传

播冈山市魅力的城市。 

● 我们将推进实施提升市民幸福的城市建设工作，使在冈山市出生、成长、学习、工作、活动的

每一个市民最大程度发挥个性及能力，使每一个市民都能实现自身理想与愿望。 

深入开展“住居环境”改善工作 

● 我们认为，冈山市的魅力在于使市民能够在生活中同时享受迄今为止我们所建设积累的安全、

安心、优质的自然环境和高度的城市功能。我们将深入开展这样的“住居环境”改善工作，推进

实施城市建设，使每一个市民均能对永久居住于冈山市而引以为豪。 

市民与行政共同变革 

● 市民与行政共享城市建设的目标和课题，明确具体的职能分摊，同时共同思考，共同行动，并

为实现目标而合作开展工作。此外，市政府自身实施自我变革，实现能满足市民期待的组织构筑。

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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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在提倡 3大未来城市规划的同时，制定了为实现每一个未

来城市规划而采取的基本方向以及实施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基本方向，统称为“10 项城市建设的基本

方向”。 

未来城市规划Ⅰ 领导中国及四国地区，成为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经济及交流城市”

基本方向 1 通过实现地域经济的活性化，开展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2 开展紧凑型、网络化的舒适多样性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3 洋溢着历史与文化气息，能使市民产生自豪感及一体感的城市建设

未来城市规划Ⅱ 每一个市民均向往的拥有充实内容的“育儿及教育城市” 

基本方向 4 开展能够安心育儿，提升年轻人及女性幸福的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5 通过实施传承教育，开展培育开拓未来人才的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6 开展增进相互理解、共同构筑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建设 

未来城市规划Ⅲ 构筑鳌居全国前列，优质安心的“健康福利及环境城市” 

基本方向 7 进行市民能安心生活于已习惯地域的健康福利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8 发挥地域力量，进行不惧灾害、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基本方向 9 依靠与丰富自然相协调的市民自身力量，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

城市经营 

基本方向 10 开展领导地域圈、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营 

3 大未来城市蓝图及 10 项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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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向 1 

通过实现地域经济的活性化，开展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

市建设 

政策 1 产生新的雇用与活力的战略性产业振兴活动 

●强化发挥优势及特性的产业竞争力 

●中小企业及小规模企业的培育、支援及经营稳定化 

●推进建设发挥基地特性的企业用地工作 

●企业人才的确保及培育 

政策 2 建设充满魅力与繁荣的市中心区域 

●开展可愉快游玩的城区魅力及繁荣建设 

●提升可促进繁荣的游览性 

●振兴富有魅力的商店街 

●充实、强化高次元城市功能 

政策 3 形式多彩、富有活力的农林水产业的振兴 

●有积极意愿的农业从事人员多样性生产的选择与扩大 

●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及农村的再生、强化 

●开展自产自销，市民支持并引以为豪的农业城市建设 

●森林的利用及水产业的振兴 

政策 4 推进建设吸引国内外人才的观光及交流体制 

●广域性观光及入境观光的促进 

●产、学、行政联合开展各类会议的招揽 

●通过战略性宣传活动，确立城市品牌价值 

●促进移居及定居 

基本方向 2 

开展紧凑型、网络化的舒适多样性城市建设

领导中国及四国地区，成为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经济及 未来城市规划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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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5 周边地域基地功能的充实及活性化 

●构筑富有活力的基地，并推进实施合理的土地利用工作 

●周边地域的活性化及交流的促进 

政策 6 构筑有利于人和环境的交通网络 

●构筑以公共交通为中心，具备高度便捷性的交通网络 

●确保地域的生活交通 

●推进实现自行车先进城市 

●充实、强化道路网路 

政策 7 开展富有魅力的景观及舒适居住环境建设工作 

●构筑美丽、具有风格的城市景观 

●建设充满水和绿的放松空间 

●建设舒适、易于生活的居住环境 

基本方向 3 

洋溢着历史与文化气息，能使市民产生自豪感及一体感

的城市建设

政策 8 依靠历史及文化，创造和传播新的魅力 

●创造和传播发挥了历史及文化资产特征的城市魅力 

●运用和继承历史及文化遗产 

政策 9 振兴扎根于生活的文化艺术 

●以文化艺术设施为核心，振兴文化艺术 

●促进市民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 

政策 10 振兴养成地域活力的体育运动 

●养成通过体育产生的城市活性化及一体感 

●通过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等活动，提升地域振兴及竞技能力的水平 

●振兴符合各年龄层次需求的体育运动

交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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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向 4 

开展能够安心育儿，提升年轻人及女性幸福的城市建设

政策 11 开展可安心抚养子女的环境建设 

●开展可确保家务和育儿同时进行的基础建设 

●促进育儿活动中的工作、生活平衡发展 

●对增进母子健康活动的支援 

●减轻育儿负担及不安的支援 

政策 12 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及年轻人自立的支援 

●开展可确保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建设 

●对困难儿童及年轻人以及其家庭的支援 

●对确保年轻人健康成长及自立的支援 

政策 13 开展可确保女性及年轻人施展才干的社会建设 

●促进男女共同参与 

●开展发挥年轻人能力的地域建设 

基本方向 5 

通过实施传承教育，开展培育开拓未来人才的城市建设

政策 14 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自立儿童 

●促进主动学习，培养扎实的学习能力 

●通过人与自然的纽带，培养丰富的情操 

●充实健康教育，培养健康的身体 

●充实支持每一个人成长的指导及支援 

每一个市民均向往的拥有充实内容的“育儿及教育城市” 未来城市规划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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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15 家庭、学校、地域共同行动，推进提升教育能力的工作 

●提升教职员工的资质能力，充实支援体制 

●完善安全、安心、舒适的教育环境 

●强化家庭、学校、地域的合作 

政策 16 充实终生开展多样性学习的内容 

●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与场所 

基本方向 6 

开展增进相互理解、共同构筑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建设

政策 17 多样性主体相互配合开展的城市建设 

●ESD 活动的扩大及质量的提升 

●促进地域内主体性活动 

●促进多样性主体间的相互配合 

●推进实施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建设 

政策 18 进行多文化共存的国际性开放城市建设 

●促进国际交流，培养全球性人才 

●进行多文化共存的环境建设 

政策 19 进行每一个市民均能发挥个性及能力的尊重人权的社会建设 

●提升人权意识 

●养成珍视和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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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向 7 

进行市民能安心生活于已习惯地域的健康福利城市建设

政策 20 开展可确保终生健康、积极生活的城市建设 

●推进为实现健康寿命延长的健康维护活动 

●开展可积极发挥才干的终生劳动社会建设 

●推进预防护理工作的实施 

政策 21 利用丰富的医疗、护理资源，进行安心的生活建设 

●构筑地域综合护理系统 

●推进家庭医疗及护理的实施 

●推进老年痴呆症对策的实施 

●进行可持续保险制度的运营 

政策 22 进行共同生活、相互支持的地域社会建设 

●对残疾人自立的支援及促进社会参与 

●进行多层安全生活网络的构筑 

●推进地域福利的充实 

基本方向 8 

发挥地域力量，进行不惧灾害、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政策 23 进行不惧灾害、安全、安心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工作 

●推进综合防涝对策的实施 

●推进市有设施等的抗震化、长寿命化工作的实施 

●确保城市设施的安全、安心 

●有序实施基础设施的完善及管理 

构筑鳌居全国前列，优质安心的“健康福利及环境城市” 未来城市规划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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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24 强化地域防灾能力，充实消防急救体制 

●强化地域防灾能力 

●充实强化消防急救体制 

政策 25 确保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 

●强化地域治安能力，推进实施交通安全对策 

●确保消费生活的安全、安心 

基本方向 9 

依靠与丰富自然相协调的市民自身力量，进行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建设

政策 26 扎根于自冈山扩展至外部地域的环境建设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共存 

●推进实施环境教育及学习 

●通过与市民、业者间的合作，实施美丽、舒适的城市建设 

政策 27 开展有助于实现低碳型、有助于保护环境的城市建设 

●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节能化的实现 

●实现向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的转换 

政策 28 构筑依靠全体社会成员推进实施的循环型社会 

●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推进再生利用 

●推进实施废弃物的适当处理 

●推进实施综合污水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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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向 10 

开展领导地域圈、支持城市持续性发展的城市经营

政策 29 推进符合分权、人口减少社会需求的行政建设 

●推进地方创生 

●推进领导地域圈的广域合作建设 

●推进大城市制度的实现 

政策 30 对下一代负责的自主、自立的行政、财政运营 

●健全、可持续性发展的财政运营 

●推进公共设施的管理 

●提供高效、有效的市民服务，推进官与民的合作 

●提升组织能力 

●高透明性的开放式市政运营

城市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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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中期计划内的各区计划中，对 4个行政区分别实施现状与课题的整理，解决区的特征性

课题，发挥区的特性，与市民合作开展城市建设工作，为此，制定“区建设的未来目标”，今后将

开展区应重点推进实施的措施及与市民生活紧密有关的措施。 

■人口及高龄化的预测 

北区及中区的人口，预计暂时会出现持续增加，但预计北区在平成 42（2030）年、中区在平成 37

（2025）年至平成 42（2030）年期间迎来峰值，此后出现缓慢的减少。南区的人口，预计在平成 27（2015）

年迎来峰值，之后转为减少。东区的人口在平成 22（2010）年已经迎来了峰值，之后转为减少。 

此外，由于高龄化的加剧，预计在平成 57（2045）年，所有区的高龄化率将超过 30%。 

区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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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的未来目标

与北部山区及清流旭川等丰富自然共存，同时最大程度发挥冈山城、冈山后乐园及吉备路等丰

富历史及文化遗产等的优势，推进实施广大市民相互交流，充满魅力与繁荣的城市建设工作。此外，

力争实现每一个区民相互关怀，能积极发挥才干的北区建设。 

■区建设工作中应重视的视点

视点 1 提升区内的魅力及繁荣程度，发挥周边地域多样性资源的作用

集约了高次元城市功能的市中心和具有自然、历史及文化、饮食等多样性丰富资源的各地

域提升各自的魅力，并加以传播，从而养成区民对地域的热爱和自豪感，同时推进实施使市内

外众多人士光临，充满繁荣的城市建设。 

视点 2 加深人与人、地域与地域间的交流及合作

使用具备高度便捷性的公共交通网络等手段连接市中心与地域基地，同时在市中心发挥历

史及文化、学术、艺术等的集约优势，开展学习及交流活动。在周边地域发挥历史及文化等自

然及农业优势，促进交流，从而加深人与人、地域与地域间的交流及合作。 

视点 3 多样性人才发挥能力，共同构筑自身地域

每一个区民作为区建设的主人翁，在各自地域积极发挥才干，利用学生及 NPO 等的多样性

力量，推进共同建设家园的城市建设工作。 

每一个人都相互关怀，相互支持，从而推进实施能安心、安全生活的城市建设。 

■措施开展的方向性

●创出区内的魅力及繁荣 

●实现农村地区、平原与山区间的中间区域的活性化 

●推进实施企业用地工作 

●历史及文化等多样性地域资源的再认识和运用、传播 

●提升符合区内至平原与山区的中间区域的地域特性的交通便捷性 

●开展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的地域建设 

●通过合作及协作的开展，进行具备高度防灾、减灾、治安能力的地域建设

与自然共存，洋溢着历史与文化气息  繁荣与交流的城市——北区

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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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的未来目标

使居民更加贴近感受旭川及百间川、操山、龙之口山等具有代表性的丰富水和绿的魅力，同时

享受以市中心为起点，城区连绵不断的居住喜悦。此外，通过地域内的相互支持及与各类主体间的

合作，推进充满活力的地域建设，并利用历史及文化资产、特产品等的地域资源，从而力争实现从

儿童到高龄者，每一个人均可安心、舒适地生活，充满居住喜悦的中区建设。 

■区建设工作中应重视的视点

视点 1 提升“自然”与“便捷性”相协调的居住魅力

具有连接市中心的优越交通手段，可缩短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交通时间的高度便捷性居住

环境和丰富自然环境相协调，发挥人口持续增加的潜力，推进实施易于居住的城市建设。 

视点 2 发挥丰富“居住”环境的水和绿、历史及文化等地域资源的优势

保护为生活带来放松与滋润的丰富水和绿的环境，并传承于下一代。 

运用扎根于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资产、特产品等的地域资源，并加以传播，从而推进实施

充满活力的城市建设。 

视点 3 地域多样性职能人才发挥才干

推进实施自治组织、NPO、企业、大学等多样性主体相互连接，年轻人等各年龄层次可开

展活跃交流的城市建设。 

提升地域的防灾、治安能力，充实交通安全对策内容，从而推进实施不惧灾害、低犯罪及

交通事故的安全城市建设。 

关注地域的维护健康活动，相互支持，从而推进实施每一个人均可安心、积极地生活于已

习惯地域的城市建设。 

■措施开展的方向性

●提升交通便捷性 

●保护丰富的自然环境 

●运用、传播地域资源 

●通过各年龄层次的交流与协助，开展地域建设 

●依靠地域居民自身力量，提升防灾、治安能力 

充满交流和活力，舒适生活，充满居住喜悦的城市——中区

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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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的未来目标

发挥繁衍生息于区内的特色历史、传统、文化及丰富自然环境等地域资源魅力，同时推进实施

使地域内出生、成长的年轻人等各年龄层次都热爱地域、产生自豪感，并希望永久居住的城市建设，

即使是处于已面临人口减少社会的到来这样一种状态，也力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的东区建

设。 

■区建设工作中应重视的视点

视点 1 发挥独特历史、传统、文化优势

发挥独自积累的历史、传统、文化优势进行城市建设，从而养成区民对地域的热爱之情和

自豪感。 

发挥高度的区民能力，在各地域举办富有特色的节目及活动，同时积极传播各种地域资源

的魅力，从而活跃区内外的交流及各年龄层次的接触，推进实施繁荣、吸引人的城市建设。 

视点 2 振兴产业及农业，使地域经济活性化

通过开展企业用地工作，振兴产业，创造雇用机会，同时振兴富有魅力的农业，从而使地

域经济活性化，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 

视点 3 实现与自然共存，安心、舒适的生活

提升交通等的生活便捷性，推进实施任何年龄层次与丰富自然共存的同时，能享受舒适、

健康生活的城市建设。 

发挥地域的强大团结力量，推进实施大家相互支持、从儿童至高龄者，任何人均能享受安

心生活的安全、安心城市建设。 

■措施开展的方向性

●构筑发挥了地域资源优势的魅力及繁荣 

●进行可确保各年龄层次交流、活动的地域建设 

●企业用地工作的推进实施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振兴 

●提升交通便捷性 

●进行可健康生活的地域建设 

●进行安全、安心的地域建设

希望永久居住，洋溢着历史的气息，令人产生热爱之情的城市——东区

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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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的未来目标

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人工湖——儿岛湖、构成濑户内海国立公园一角的儿岛半岛等丰富自然

环境及临海工业地带、大规模商业设施进驻的冈南地域、自市中心连绵不断的市区等，推进发挥了

地域多样性特征的城市建设。 

此外，在生产丰饶农产品的广阔开垦造田区域，将农业传承于下一代，珍视与地域、业者、行

政之间的纽带，推进实施充满魅力和活力，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城市建设，从而实现充满灿烂笑容，

能切身感受幸福的南区建设。 

■区建设工作中应重视的视点

视点 1 依靠大家的力量预防灾害，构筑安全、安心体制

推进实施针对河流、沿岸地区等危险场所的对策，强化区民依靠自助、互助的精神相互支

持、相互协助的体制，从而推进实施可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至最小程度，不惧灾害的安全、

安心的地域建设。 

视点 2 发挥地域资产优势，创造充满活力的未来

振兴依靠先人构筑，全国屈指可数的广阔开垦造田农地进行生产，支撑冈山粮食供应的农

业，推进实施有助于实现富饶、充满活力未来的城市建设工作。 

结集包括业者在内的各方人士力量，推进实施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域建设，同时热爱固有

历史、传统、文化，并向地域内外进行传播，从而养成对地域的热爱之情和自豪感，推进实施

希望永久居住的城市建设。 

视点 3 完善每一个人均可舒适、健康生活的环境

提升交通便捷性，加快生活交通手段的确保工作，谋求居住环境舒适和便捷性的维持、提

升，同时在活跃地域内自主性维持健康活动，从而推进实施从儿童至高龄者，任何年龄层次均

可积极生活、充满居住魅力的城市建设。 

■措施开展的方向性

●充实地域内所开展的防灾、治安对策 

●振兴充满活力的农业 

●通过多样性活动人员的参与及协助，使地域活动活性化 

●发掘、传播地域魅力 

●提升交通的便捷性 

●进行可健康生活的地域建设

人、城市、自然相协调，洋溢着欢笑，物产丰饶之乡——南区

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