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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综合计划的概要和制定的背景 

 
・综合计划是规划八尾市创建未来都市的蓝图，也是明确为创建未来都市而制定的方向性的计划。 
 

制定综合计划的目的 

综合计划的构成和实施期限 

・综合计划由“基本构想”和“基本计划(各目标计划、各地区目标)” 组成。 

・“基本构想”，规划了今后十年八尾市创建未来都市的蓝图和城区建设的目标。 

・“基本计划(各目标计划)”，在确立为实现基本构想的未来都市蓝图的城区建设目标的基础上，明确了城

市生活的形态及责任分担、主要的努力方向和指标等。 

・“基本计划(各地区目标)”，以各小学校区(依据地区活动的实际状况，也可考虑中学校区)作为地区活动的

基本单位，在明确各地区的现状和实施方向性的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区编制了上述的各目标计划。 

・关于根据“基本计划”所制定的具体的措施·事业，每年度、每 3年制定“实施计划”。计划的制定将直

接影响预算编成·行政评价。 

未来的人口预测 

八尾市的主要课题 

平成２２年（２０１０年）９月底的人口 

平成３２年（２０２０年）的预测人口 

①建设能够安居乐业的地区社会 

②构筑能够随时对应危机的管理体制 

③创建让年轻一代有安心养育子女的社会及教育环境 

④发掘·传播八尾的魅力，创造热爱八尾的时机 

⑤继承发展中小企业的街市·八尾 

实施计划 
［３年］ 

各项政策的 
分项计划 

（暂称） 

我们城区的推进计划 

基本构想 
 [１０年] 

・未来都市蓝图 
・城区建设的目标 

基本计划 
[５年] 

各目标计划 各地区计划 

平成 23 年度（2011 年度）～平成 32 年度（2020 年度） 

前期 平成 23 年度(2011 年度）～平成 27 年度（2015 年度） 
後期 平成 28 年度(2016 年度）～平成 32 年度（2020 年度） 
 

“地区福祉计划”、“都

市基本计划”的等 

 

・目标中的生活的形态 
・为实现城市生活的形

态所制定的措施项目 
 

・地区的力量 
・城区建设的方向性 
 

在各学区于居民协商之后制定

的计划(平成 23 年(2011 年度以

后每年制定)) 
 
 

 
⑥建设方便生活的都市 

⑦制定关于地球环境问题的对策 

⑧建设一个容纳多样价值观的互帮互助的八尾 

⑨推进可以持续发展的地区性的城区建设 

⑩实现市政管理的效率化和财政的健全化 

２７１，９３１人 

约２６万人（如果迁入和搬迁是均衡的话） 



 

各地区计划的实例（用和小学校区） 

各目标计划的实例（措施１） 

※关于「各目标计划」和「各地区计划」，在情报公开室及各图书馆、社区办事处等地均开设阅览处,

而且在八尾市市府网页也可阅览。 
 



 

２．未来都市蓝图和城区建设的目标 

未来都市蓝图 

 

 

 

   每个市民、团体和企业等的所有活动实体，最大限度地去发掘包括自然及文化和产业在内的份丰富

多彩的地区资源的“活力”，运用新的视点去挖掘“连带感”，去提高“城区”的最大价值。 
    不仅如此，通过继承具有悠久传统的河内式的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扬八尾的长处，创建一个有

着强劲生命力的“崭新的河内八尾”。 
 
 

 活力 

 连带 

  在八尾，从以前开始就有很多人居住，人们有着“托您的福”“彼此彼此”的感谢情怀，互帮互助，

在这片土地上勤作生活。而且，制造业及农业、商业等各种各样的产业也很兴盛，这也是八尾的一大地区

特点。同时，地区活动及市民活动也非常活跃。 
    每个市民、地区团体、市民活动团体、企业和行政等的所有活动实体，通过保护八尾的自然资源和文

化并使之不断地保持“活力”持续发展，八尾就能够显现出强大的“活力”。作为象征现在的八尾和将来

的八尾的关键词，“活力”也是赋予未来都市蓝图的最恰当的词语。 
 
 
 

 崭新的河内八尾 

  “连带”一词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情。 
   把“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和“地区的城区建设”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进发展。  
   每个市民、地区团体、市民活动团体、企业和行政等的所有活动实体，进一步地加强“连带”，重视

自身地区的“连带感”，发动市民积极参与和合作推进城区建设。而且，把农业、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

等多种产业纳入新的视野， 从而形成“连带”，以此把各产业推向新的发展境界。并且，把八尾人丰富的

知惠和经验由现在的一代继承下来，并传播到未来一代，以期代代相传，形成传统的“连带”。 
  如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八尾的引以为豪的各种魅力和地区资源的力量，并且发现新的潜力以促成新的

创造和发挥相乘效果，作为上述的目标，“连带”是体现未来都市蓝图的最恰当的评定。 
 
 

八尾，坐落于高安山丰富的绿色森林之间，自古以来，经历了无数次水害，之后通过大和川的水利建

设和其他水域的修建，开垦出了新田振兴出了河内木棉产业，并且充分利用丰富的土地条件，发展成了连

接难波和奈良的广阔的以河内野为中心的都市。 
    在八尾，工作场所和住所距离相近，农耕地肥沃，即使自行车移动也十分便利；而且，豪爽热情的土

地风情和浓郁的人情味也是本地的一大特色。 
    现今，少子高龄化的对应和都市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把八尾的传统和特性以及河

内的风情推向更高境界的“八尾人”的生活方式和超越时代的“河内风格”，将重新受到应有的评价。 
    现今时代，重视个性和充满存在感的“八尾市”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八

尾的优势”和“河内风格”，不断创造出生活、文化、产业和城区建设的新样式，推进强有力的“崭新的

八尾建设”。我们打造出“崭新的河内八尾” 作为体现上述愿望的口号。 
 
 
 
 
 
 
 

充满无限活力的、崭新的河内八尾 



 

城区建设的目标 

未来都市蓝图是今后十年市政府和市民一起为建设崭新的八尾市所制定的方针。 

为实现未来都市蓝图，制定六个城区建设的目标，由行政、市民、地区部门和有关事业单位等分担各个职责，

并且根据 16 个城区建设的方针，积极地去推进实现。 
 

 
未来都市蓝图 

６个城区建设目标 

1.让每个市民都能够长住久 

  的八尾市 
 

２.让少年儿童和年轻一 

     代有广阔前途感的八 

     尾市 

 
３.充满都市魅力的具有时  

   代感召力的八尾市 

 
４.具有都市繁华吸引力的 

   八尾市 

 
５.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的和

方便市民生活的八尾市 

 
 ６.市民共建的八尾市 

  16 个城区建设的方案（政策） 

目标１ 
①安全安心的城区建设 ②整顿医疗・保健体制 
③推进地区福祉事业和提供福祉服务 

目标２ 
④建设一个让孩子健康成长和方便养育子女的社会环境 
⑤加强培养生存生活能力的学校教育 

目标３ 
⑥发掘・传播・创建“都市魅力” 
⑦促成培养精神文明的文化・学习・交流 

目标４ 
⑧振兴产业和创建繁华的街区 
⑨建设一个为繁华街区配套的城建设施及环境 

目标５ 
⑩建设环保街区   ⑪修建安全舒适的水资源环境 
⑫建设安全的自来水供应设施 ⑬整治公共下水道设施 

目标６ 
⑭实现尊重人权和希求和平的共生共存的社会理想 
⑮推进市民合作和地区自治    ⑯推进深得信赖的市政管理 

 

充满无限活力的、 

崭新的河内八尾 



 

   

 

 
 

城区建设的目标１～３ 

充
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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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１ 

 目标２ 

目标３ 

让每个市民都能够长住久安的八尾市 
 

让少年儿童和年轻一代怀有广阔前途感的八尾市 
 

  现今，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同时，威胁日常生活的安全·安心的不测事态也在我们

身边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势之下，行政部门和市民及 NPO、事业单位等要加强联系和合

作，以尊重人权和自助努力为根本精神，加大地区的爱心支援活动的力度和加强医疗·保

健·福祉的合作，并且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通过这些努力，在社会包容理念的指导下，

在本地区实现让每个市民都能够长住久安的理想。 
    不仅如此，还要和市民共同实施有关防犯、防灾的日常戒备和交通安全的措施。行

政部门和市民及 NPO、事业单位等要互通有关对策的信息，并且将必要的信息和服务落

实到基层和个人，追求创建一个长住久安的能够健康生活的都市。 
 
 

    孩子是国家的宝贝。在八尾土生土长的孩子和年轻一代，通过学习认识八尾的集丰

富的自然和历史遗产及产业文化积累与一体的地区资源和自我成长的体念，在充满人情

及生活情趣的环境中，期待着青少年们能欣欣向荣地长大成人，并且认真地寻找自我，

最终开拓无限的自我境界。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上述理想化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期待家长们能够通过养育孩子

的过程，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以此扩展孩子们及年轻一代的前途。并且因此而提高八

尾的魅力和形象。由此，在八尾培养并聚集起肩负八尾未来重任的新型人材。 
 
 
 

充满都市魅力的具有时代感召力的八尾市 

    行政部门和市民及 NPO、事业单位等加强联系和协同，把八尾固有的自然、历史、

文化和产业文化等的各种魅力推向新的高峰，同时向国内外传播八尾的形象。由此，对

包括市民在内的市外人士和有关事业单位而言，把八尾努力建设成为“一个不断传播具

有魅力信息的都市”的形象。传播具有魅力的信息旨在把各种各样的人材和机会、技术

情报和交流引向八尾。 
    还有，尽可能地把八尾的各种魅力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和乐趣中，去创造出不管谁都

可以何时何地学习，而且只有在八尾才能够实现自我理想的生活模式。如此，能够使人

感受到八尾的魅力，并以生活在八尾而感到自豪。为了让人们迁入，定居八尾并积极地

参加地区活动，我们要不断地努力。 
 
 
 
 

为 实 现 城 区 建 设 的 目 标 所 制 定 的 方 针 （ 政 策 ） 和 对 策 

政策 对策 

１ 安全安心的城区建设 

１ 建设安全的城区防犯措施 
２ 提高安心感，强化防灾能力  
３ 建设强抗灾的消防体制 
４ 强化紧急事态的对应能力 
５ 为消除交通事故，提高安全意识 
６ 培养市民安全骑自行车的意识 
７ 建设保护支援消费者的机制 
８ 建设能够安居乐业的住宅区 
９ 更新公共设施・设备的效率机能 

２ 整顿医疗・保健体制 
10 创设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体制 
11 提高医疗服务 
12 充实地区的医疗体制 

３ 推进地区福祉事业和提供

福祉服务 

13 建设互助型的地区福祉体制 
14 建设老年人安心生活的支援体制 
15 提供护理服务 
16 支援残疾人的自立活动 
17 支援贫困阶层 

 

政策 对策 

４ 
建设一个让孩子健康成长

和方便养育子女的社会环

境 

18 增进母子的保健 
19 在地区创设支援抚养孩子和杜

绝虐待儿童的社会环境 
20 充实保育服务 
21 充实幼儿教育 
22 健全培养青少年的体制 

５ 加强培养生存生活能力的

学校教育 
23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小学生 
24 造就教育机会平等的环境 

 

政策 对策 

６ 
发掘・传播・创建“都市魅

力” 
 

25 发掘传播八尾的魅力 
26 保护自然资源 
27 保护和利用历史人文资源等 

７ 促成培养精神文明的文

化・学习・交流 

28 建立生涯学习的机制 
29 推进国际交流和国内交流 
30 振兴艺术文化事业 
31 加强体育·娱乐事业的建设 

 

 

３．城区建设的目标和城区建设的措施方针（政策）  

    为实现未来都市蓝图和 6 个城区建设的目标，沿着 16 个城区建设的方针，积极推进 63 个具体规划措

施的实施。 
 

＊对策是明确创建的目标、责任、主要 
努力方向和指标等的具体规划。一共有 
63 个项目。(内容参照基本计划的(各目标

计划)) 
 

防灾训练 

看护预防教室 

支援抚养孩子的措施（集会广場） 

学校 ICT 教学 

心合寺山古坟 

 

国际交流野游节 

 
未

来

都

市

蓝

图 



 

      

 
 
 
 
 
 
 

城区建设的目标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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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４ 

 
目标５ 

目标６ 

具有都市繁华吸引力的八尾 

 

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的和方便市民生活的八尾市 
 

    八尾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中小企业城市”。 “中小企业”不仅是八尾市的最大的优势，

而且也因此形成了本地就业人口众多，产业和住宅等各种都市机能集约于一地的特点。所以，

八尾市富于地区的个性，是一个热闹繁盛的城市。 
    建设集企业单位和住宅与一体的城区，能够造就出八尾市的魅力，也能够让市民在工作

和居住两个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实惠。八尾的多样型产业的活力，不仅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就业

机会，而且，加强了都市机能，形成繁华市区，提高了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激活了方便性

较高的都市活动。这些优势保持了就业和生活的平衡。八尾，通过实现企业发展等的地区性

的经济活性化和就业的安定化，建设成一个让市民和事业单位都能够安心的社会环境，并且

把八尾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的都市。 
    工业发展，能够保证就业和增加税收；商业发展，能够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市区的繁

荣；农业发展，能够激活本地的生产和销售。而且，官民一体的开发动向及发展状况的都市

构造，通过多极型都市构造和都市轴的形成、水和绿化地带·轴的形成及地区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等的改造活动，旨在建设一个能够让市民安心生活的都市。农商工业的合作和城市基本

建设等的各项对策的合作推进，能够保持产业的发展、都市机能的强化·充实和市民的安居

乐业，并且能促进都市的繁荣发展。 

    当今世界地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意识和生活形态及企业活动也越来越重视起环境

的问题。但是，为了减低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去采取各

种措施。 
    为了持续发展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在追求“方便”和“舒适”

的同时，更应该继承“节约精神”和发展加强环境意识的生活及活动以提高“生活的质量”，

并且要推进保护自然等的活动。基于提高和创造新的“都市文化”的必要性，八尾将传播展示

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的模式。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水是不可缺少的。通过确保永久地安定地提供自来水和整治公共下

水道的设施以及综合治水等的措施，发展保护水利环境，建设一个市民的生命和财产能够受到

切实保护的，方便生活的都市。 
 
 
 

市民共建的八尾市 

     建设发展一个生机勃勃的八尾，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职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

生活在一个地区一个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具有互相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互帮互助精神日趋

减退的现在，八尾市的各地区仍然保持有各种各样的各方面的市民活动。中老年一代和不同

年龄段的市民中，涌现出了不少活动积极人士，提高了地区活动·市民活动的活跃程度从而

促进了各种活动主体间的市民合作。也使得包括企业在内的事业单位明确了各自的责任，“自

己的城区自己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正在向着八尾的城区建设的目标不断前进。 
    为了实现未来都市蓝图，行政必须把握地区的信息，通过分析明确课题进而探讨和制定

方针对策。在此基础上，协同市民、地区和事业单位等一起明确分担责任，以“新型的公共”

为政策的基础，从全体行政立场出发，着眼于福祉事业，计划制定并实施必要的行政服务事

业，并且进行评估。争取行政管理出成果和财政管理健全化的双丰收。 
不仅如此，我们要和大阪府等周围的自治体政府及中央政府合作，为提供更高效率的更好的

行政服务，发展推进广域行政。 
    目标 6 是和前 5 个目标一起作为城区建设的目标的，同时也是具有为了保证前 5 个目标

的实施而制定的方针，是共同的目标。 

为 实 现 城 区 建 设 的 目 标 所 制 定 的 方 针 （ 政 策 ） 和 对 策 

政策 对策 

8 振兴产业和创建繁华的街

区 

32 利用产业政策，推进“城区建设” 
33 传播和振兴闻名于世的产业文化 
34 培养和振兴有贡献的扎根地区的商业 
35 振兴有地区特色的农业 
36 支援就业，创造就业机会 

９ 建设一个为繁华街区配套

的城建设施及环境 

37 有效地利用土地和保护都市景观 
38 充实具有魅力的都市核心区等的设施 
39 整治都市计划道路等的设施 
40 整治和维持生活道路 
41 利用公园和绿化带丰富绿化生活方式 
42 充实公共交通网 

 

政策 对策 

10 建设环保街区 

43 建设舒适的生活环境 
44 实现八尾的美好街区的理想 
45 制定实施地球温暖化的对策 
46 制定资源循环的措施 

11 修建安全舒适的水资源环境 47 加强治水对策，形成良好的水环境 
12 建设安全的自来水供应设施 48 确保安定供应自来水 
13 整治公共下水道设施 49 发展下水道设施 
 

政策 对策 

14 
实现尊重人权和希求和平

的共生共存的社会理想 
 

50 建设尊重人权的精神文明城区 
51 发扬人权意识，建设杜绝歧视的城区 
52 发展多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 

15 推进市民合作和地区自治 
54 提高和平意识 
55 支援城区建设和地区活动 
56 推进男女共同参与事业 

16 推进深得信赖的市政管理 

57 推进计划行政事业 
58 推进广域行政事业 
59 推进行政和财政的改革事业 
60 提供行政信息和保护个人隐私 
61 搞活人材交流，激活组织的机制 
62 充实服务窗口的项目 
63 健全公正运营行政财政的体制 

 

 

产业文化 农业 

JR 久宝寺站周边 

环保活动（绿化保护运动） 

去小学上门开设有关下水道的讲座 

去小学上门开设支援残疾人的讲座 

市政府人士为改善提高业务   
作「八尾小改革运动」报告会 

 
未

来

都

市

蓝

图 



 

①城区建设的主人公是我们每个市民。 
②以“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和“地区的城区建设”的两个构想作为推进城区建设的基本理念。 
③不断地切实地发展推进“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 
④尊重多方面的意见，充实加强“地区的城区建设”。 

（例）福祉及保育服务的提供、学校教育、公共下水道及城市计划道路等的都市基础设施的 
建设·更新、产业的振兴、危机管理体制的建立、创建尊重人权的城区、行政财政的改革等。 

４．推进城区建设的方针  

推进城区建设的构想 

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 

◆“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是指包括全市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的城区建设。 

◆通过“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积极利用丰富的地区资源，采纳与自然共生的生活理念；以铁路车

站周边地区为都市的核心地带，持续发展并推进具有分散机能和互补互助优势的“多极型都市构

造”。 
◆从八尾市的全体利益出发，为实现城区建设的六个目标，制定和推进实施“基本计划(‘各目标计划’

及‘各地区计划’)”，并与市民保持联系和协调，不断地切实地推进“全市范围的城区建设”。  

都市次核心带 

都市主核心带 

新都市核心带 

核心带 

大范围防灾基地 

水和绿化基地 

文化·历史基地 
生驹山脉绿化带 

自然绿化地带 

水和绿化的轴心

都市轴心带 

未 来 都 市 构 造

 
各种基地 



 

主题型活动团体 

地区的城区建设 

◆“地区的城区建设”是指，基于市内各个地区的行政区划所制定城区建设计划。 

◆从地区的角度出发，制定并推进能够反映“地区的想法”的城区建设的体制，尊重和充实地区

的自发性和多样性。为此，必须推行对自身地区的城区建设有促进意义的“地区分权”。 

 

   
 

◆为了推进地区的城区建设，制定以地区为主包括整个地区的城区建设计划“(暂称)我们城区的

推进计划”，并且根据上述计划努力开展各项活动。以期在各个地区，确保能够集结地区力量

和推进城区建设的体制，并且在共同开展必要的活动的同时，独自展开各项活动。 

 有关“地区的城区建设”的地区和行政等的协同・支援关系网 

 
 制定推进根据“地区的城区建设”的方

针所确立的“(暂称)我们城区的推进计划” 
 确保集结地区力量的体制和展开活动 
 为了充实各种支援制度及方式，要确保 
  与此相关的各种资源(人力、组织、资金、

活动地点、信息等) 

支  援 

协  同 

协  

同 

支  

援 

 

◆关于地区分权的推进，根据目前本

市所积累的经验，以各个校区(以小学

校区为基本单位，并且依据地区活动

的实际状况，也可考虑中学校区)作为

地区的活动单位。 
 

两者间的支援组织 

支援多样化的活动 
筹划协同 
(联系职能) 

 
NPO、市民活动团体、大学、事业单位、

企业等 (福祉、儿童健康成长教育、环境保

护、消费等各个方面的活动) 

行  政   

(例)例如，保护老年人，虽然咨询地点的设置及护理服务的提供等的全市性的措施是以行政为主的，但

是为了不让每个老年人孤独，地区的人们应该去关爱他们并展开交流活动等。所以，行政和地区及

有关机构的协同合作，包括地区独自开展活动等的做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就市民的日常生活意

义来说，从地区自身的利益出发是很必要的。 
 

●“地区分权”的目标 
  在市内各个地区，以下述状况为开展活动的目标，即“各个地区，在明确与行政相关的责任的基础上，

去努力协调实现地区自身的想法，以主人公的姿态投入到城区建设中”。 
 

地   区（以小学校区为基本单位） 

依据“地区想法”制定推进“各地区计划”。 
为了与地区共同推进“地区城区建设”，

整顿行政体制和展开活动(人材培养、组

织体制、活动地点的确保等) 
充实各种支援制度及方式(地区预算、条 
例等的创设等) 
 

 
  

：社区办事处 

：社区中心 
 人权社区中心 

【八尾市的小学校区图 平成 22 年度(2010 年度)现在】 



 
参考：八尾市简介 

 

我们八尾市民 
1. 努力培养造就年轻的一代 
1. 用爱心去待人及物 
1. 创建绿色环保城市 
1. 珍惜保护文化遗产 
1. 勤劳幸福地生活 
                                       昭和 39 年（1964 年）11 月 3 日制定 

1. 每个市民努力提高防灾防犯的警惕意识 
1. 心怀爱心, 共建一个具有互助精神的城区 
1. 培养发展丰富多彩的地区活动, 建设一个强抗灾、少犯罪的都市。 
1. 打击犯罪，保护少年儿童。 
1. 维护社会的公共行为准则，尊重维护地区的和谐环境。 
 
                                       平成 17 年（2005 年）10 月 1 日制定 
 

八尾市民宪章 

八尾安全安心宪章 

关于「基本构想」及「各目标计划」、「各地区计划」，在情报公开室及各图书馆、社区办事处等地均开设阅

览处,而且在八尾市市府网页也可阅览。 
 
 
 

八尾市第五次综合计划「八尾综合计划２０２０」（概要版） 

～充满无限活力的、崭新的河内八尾～ 

 
平城 23年（2011年）2月发行 

发行者 

  八尾市 政策推进课 

〒581-0003 大阪府八尾市本町一丁目 1 番 1 号 
TEL (072)924-3816   FAX(072)993-5944 
电子邮箱 seisaku@city.yao.osaka.jp 
八尾市市府网页  http://www.city.yao.osaka.jp 
刊行编号    H22-95 

市制实施 
面积 
总人口 

昭和 23 年（1948 年）4 月 1 日 
41.71 平方公里 
根据居民基本登记册及外国人登记（平成 22 年（2010 年）9 月 30 日现在） 
 总人口 271,931 人（男性 131,366 人、女性 140,565 人） 
 家庭数 118,651 户 

八尾市市徽         由市名英文标记“YAO”的 Y和 O组成，O的圆形体现市政的圆满实行， 
                       稍稍突出的 Y表示八尾市的未来发展。O中的 Y把圆周分成三等分，意味 

着和平ͱ自由ͱ平等。 

                                                     昭和 33 年（1958 年）7 月 4 日制定 
 
八尾市的市木和市花  市木：银杏树、市花：菊花 
                                                     昭和 43 年（1968 年）4 月 1 日选定 

八尾市市府网页的 
QR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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