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要 版

宫古市东日本大地震复兴计划

【基本计划】● 2 0 1 1 年 1 0 月 3 1 日制定
【推进计划】● 2 0 1 2 年 3 月 3 0 日制定

宫 古 市

【基本计划】
一 前言
（1）制定复兴计划的目的
将此计划作为本市所有相关人员团结一致开展复兴工作的指针，通过迅速、切实地实施覆盖多领域的复兴
对策，务必完成复兴，力求实现描绘了本市未来应有形态的城市建设指针---宫古市综合计划（2011 年 3 月制定）
中提出的城市未来蓝图：
“
‘林河海’与人共存的和谐城市”
。

（2）计划的作用
①尽快恢复与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复兴

宫古市综合计划的实现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开展了需要紧急应对
地震

的恢复工作。今后，我们不仅要致力于恢复，而且还
要加速走向复兴，实现更大发展，因此，
本计划是与作为本市最高层次计划的宫古市综合计划相协
配套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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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举市民总体力量开展复兴

复兴

地震造成的创伤

时间经过

本市的复兴必须基于本计划，市民、地区自治组织、市民活动团体、企业和营业者等本市所有相关人员
在与中央政府、县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联合、合作下，凝聚总体力量加以推进。
本计划将充分利用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支援及合作，通过更多人参与和协作，实现更广泛的复兴。

③全市域融成一体开展复兴
对于本市来说，灾区的复兴也会对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由于地震造成的社会经
济影响也波及到了内陆地区，因此，本计划是全市域融成一体走向复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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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兴的三大支柱
〔住宅与生活的重建〕 在城市建设方面，要注意集中具有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各项生活功能，使人们能够安全、
舒适地步行生活，并确保可放心生活的住宅。此外，在重点加强面向未来的地区人才培养和教育的同时，要从就
业、保健与医疗、福祉等各个方面入手，确保灾民的住宅与生活的重建。

〔产业、经济复兴〕 在对水产业、工商业以及农林业等各产业的恢复工作提供支援的同时，力求重建在本市的产
业振兴中处于重要位置的港湾等设施，推进产业、经济的复兴。

〔安全的地区建设〕 为了避免同样的大灾害再次发生，推进能够将海啸造成的灾害控制在最小程度的城市建设，
形成抗灾性强的交通网，确保与推进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防范灾害的地区防灾能力，加强与重新构建防灾及危
机管理体制等，争取实现安全的地区建设。

（4）复兴计划的构成

（5）复兴计划的定位
宫古市
宮古市

宫古市东日本大地震复兴计划

岩手县
岩手県

市全域
全市域

【基本计划】

被災地区
灾区

第 1 前言
岩手県東日本大震災
岩手县东日本大地震
海啸复兴计划

第 2 城市基础建设的方针

津波復興計画

宫古市综合计划
宮古市総合計画

第 3 复兴工程
宫古市震后复兴

第 4 复兴重点项目

宮古市震災復興基本方針
基本方针

第 5 各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的方向
第 6 为了推进复兴

宫古市东日本
大地震复兴计划
宮古市東日本大震災復興計画

【推进计划】
第 1 复兴事业的推进

地区复兴与

地区復興まちづくり
城市建设计划
計画

第 2 各地区的复兴与城市建设的推进

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划

（6）复兴计划的期限
由于复兴计划是与以 2019 年度为目标年度的宫古市综合计划相协调地推进的，因此，本计划的期限与综合
计划（基本构想）的计划期限（2011～2019 年度）相同。
另外，在计划期限中，将到 2013 年度为止的 3 年作为“恢复期”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的 3 年作为“重建
期”
，之后的 3 年作为“发展期”进行定位。

（7）计划的修订
复兴计划将在合理的进度管理下，结合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复兴的进展情况、国家和县的计划变更，根
据需要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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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基础建设的方针
为了从地震走向复兴并取得进一步发展，本市将基于作为面向复兴的三大支
柱的“住宅与生活的重建”
、
“产业、经济复兴”
、
“安全的地区建设”的各措施推

住
宅
与
生
活
的
重
建

进“面向复兴的工作”
，为了切实地推进这些“面向复兴的工作”
，首先，需要推
进作为市民生活和产业活动的基础的、能够在发生海啸等灾害时保护市民的生
命、将灾害控制在最小程度的“城市基础建设”
。

安
全
的
地
区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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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为推进“复兴工程”之前提的“城市基础建设”方针如下：
城市基础建设的方针

（1）推进基于减灾思路的多重防灾型城市建设
由于仅仅通过海岸保护设施很难防御所有的海啸，

多重防灾型城市建设的
平面示意图

因此，将完善防潮堤等“通过海岸保护设施采取的防灾
对策”
、转移到安全场所和升高地基面、加固建筑物、
完善避难通道等“通过硬件采取的防灾对策”与提供顺

水闸

海啸

畅的避难方法、限制用途、实施防灾教育、提供信息等
的“通过软件采取的防灾对策”相组合，推进基于旨在

可居住地
（个别重建）

实现灾害最小化的“减灾”思路的多重防灾型的城市建

升高地面

防潮林

非居住地

海啸避难大楼

地面升高的公园

防潮堤

设。

（2）促进能够创造放心与活力的土地利用

个别升高
通过结构限制
进行个别重建

探讨有关土地利用的应有状态，推进能够确保放心

高处搬迁地

生活的居住环境、积聚为经济注入活力的产业基础的土
地利用。

避难塔

升高地面

另外，在重建城市时，要使其继续集中具有适应老

搬迁至高处

最大海啸导致的浸水深度

个别升高、重建

龄化社会发展的各项生活功能，同时重视基于通用设计

最大级别的海啸
频率高的海啸

的安全、舒适的徒步出行性。
渔业、水产相关设施等

（3）形成支撑地区复兴、抗灾性强的交通网
在强化与完善公路、铁路、巴士等作为地区复兴基

多重防灾型城市建设的
平面示意图

双线堤
钢筋混凝土
建造的
商业大厦

限制浸水层以下住宅

础的综合性交通网络的同时，力求形成抗灾性强的交通

最大级别的海啸
频率高的海啸

网。

（4）复兴支撑市民生活的公共设施与强化防灾能力

防潮林

力求尽快恢复与完善产业振兴设施和文教设施、保健、医疗及社会福利设施等支撑市民安全舒适生活的公
共设施。此外，在立足整个市政府的视点重新配置公共设施的同时，作为抗灾性强的据点设施，组织进行有关
市政府办公楼应有状态的探讨，并通过完善安全性强的避难通道、避难场所等，力求强化防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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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复兴工程
复兴的支柱

工程的方向与目标
①支援灾民的生活重建
・为实现灾民生活的恢复与稳定，对生活重建提供支援。
・对入住应急临时住宅等需要支援的市民提供支持。
②维持、确保就业
・为了恢复因受灾而恶化的就业形势，促进受灾企业、营业者的尽快恢复、重建，力求
维持和确保就业。
③确保、完善保健、医疗
・力求尽快恢复受灾的保健、医疗设施，努力恢复地区的服务提供体制。
・为了使市民在地震造成的巨大环境变化中也能保持身心健康并放心地接受医疗，努力
与相关机构、团体合作，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提供细致周到的支援。
④完善福祉
・在力求尽快恢复受灾的福利设施以及地区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同时，为了使因受灾而需

住宅与生活的重建

要福祉、护理等支援的市民保持身心健康并放心地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援助。
・对于因受灾等而生活陷入困境的市民，根据其困难情况进行必要的保护，在保障最低
限度的生活的同时，根据其家庭情况提供自立支援。
⑤确保、完善学校教育环境
・恢复在地震中丧失的教育环境，力求确保、完善能够通过学校生活培养儿童学生“切
实的学力”
、
“丰富的情感”
、
“健康的体魄”
、健康成长的学校教育环境。
⑥恢复终身学习等设施与保存、继承文物
・力求尽快恢复受灾的设施，确保能够进行终身学习、体育、娱乐、艺术文化等多样化
活动的环境。
・为了保存、继承文物，力求迅速实施复兴所需的调查。
⑦加强、重建地区社区
・在重建灾区的社区的同时，力求全面完善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地区社会的凝聚力。
同时，力求形成应急临时住宅的社区。

①恢复、重建农业
・尽快恢复受灾的农田和农业设施等，对恢复务农者提供支援，同时，确保、培养骨干
力量，力求恢复、重建农业。
产业、经济复兴

②恢复、重建林业
・重建受灾的森林并尽快恢复林道，对生产设施的恢复、完善提供支援，同时，确保、
培养骨干力量等，力求恢复、重建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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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恢复、重建水产业
・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尽快复兴，对于作为本市基干产业的水产业，力求从生产到流通
加工实现一体化的复兴、重建。
④恢复、重建商业
・为使以中心市区为首的受灾商业区的工商业尽快恢复业务提供支援，同时，采取有助
于建立有魅力的店铺及打造繁华的措施等，力求恢复、重建商业。
⑤恢复、重建工业
・力求尽快恢复、重建受灾的工厂等，培育能够带动本市产业振兴的“产品制造”型本
地企业，推进招商引资。
产业、经济复兴

⑥恢复、重建企业、业者
・通过支援受灾的企业、营业者尽快恢复业务，实现所有产业领域的复兴、重建，力求
实现地区产业的发展。
⑦恢复、重建旅游业
・力求尽快恢复受灾的旅游设施等，努力恢复、重建与具有本市特点的、丰富的地区资
源相结合的有魅力的旅游。
⑧恢复、重建港湾
・促进港湾设施的尽快恢复、完善，确保安全性，同时，推进产业、经济活动的振兴和
充分发挥港口作用的城市建设。

①推进抗灾性强的城市建设
・制定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划（灾区的完善计划）
，高效有计划地推进土地利用，同时，
促进防潮堤等海岸保护设施的恢复、完善，推进可将海啸造成的灾害控制在最小程度
的“减灾”型城市建设。
・结合灾区建设探讨公共设施的重新配置，力求恢复、完善适合的公共设施。
・在力求确保、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促进上下水道、电力、电话等生活线的重建，
推进抗灾性强的城市建设。
②形成抗灾性强的交通网
・在力求恢复、重建铁路等公共交通的同时，构建在发生灾害时安全性高的公路网，形
成抗灾性强的交通网。
安全的地区建设

③提高地区防灾能力
・恢复、完善避难场所、避难通道、避难引导标识等防灾设施，确保灾害发生时的市民
安全，同时，进一步培养防灾意识及提高知识水平，培育、强化自主防灾组织。
④加强与重新构建防灾、危机管理体制
・制定从灾害中保护市民的防范对策与发生灾害时的灾害对策，推进灾民救护、救援设
施等的完善。
⑤将灾害记忆传承给后世
・向后世传达被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地震和海啸的可怕性，防止遭受地震灾害的
记忆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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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复兴重点项目
为了带动本复兴计划的整体实施，使所有市民能够“切身感受到复兴”
，作为重点项目，提出以下 5 项优先采取
的措施。

（1）住宅的重建支援项目
为了平复地震造成的创伤，让每个人都能燃起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本市已将确保灾民拥有永久性住宅作为
震后复兴的重点课题之一。由于受灾家庭包括老龄家庭、单身家庭等各种情况，因此，需要满足完善公营住宅
及提供户别重建支援等多种需求。
为此，将探讨确保用于重建住宅的用地、完善公营住宅或创立户别重建支援制度等问题，开展满足多样化
居住需求的“住宅重建支援项目”
。

（2）港口城市产业振兴项目
尽快恢复渔港设施、商业集聚地区和工业地区的生产基础及创造就业机会是应优先开展的课题，作为实现
本市复兴的重要产业的旅游产业，需要进一步推进扩大交流人口的工作。
为此，在促进保护产业基础的防潮堤等海岸保护设施的完善的同时，推进完善抗灾性强的产业基础及力求
实现产业基础集聚的土地利用，并通过对工商业者的重建提供支援，力求恢复就业。此外，除了培养形成地区
产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骨干力量外，还要努力创造有魅力的旅游资源等，开展进一步推进产业立市的“港
口城市产业振兴项目”
。

（3）
“林河海”可再生能源项目
伴随地震产生的海啸引发了对初期恢复作业及避难者支援造成巨大阻碍的停电和核电站泄漏事故，由此，
抗灾性强的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不断提高，重视能源地产地销的地区能源管理变得愈加重要。
为此，在本市的复兴过程中，也将开展促进引进利用阳光、风力、海浪、水力等自然能源资源的可再生能
源的“林河海可再生能源项目”
。

（4）防灾城市协作项目
在发生灾害时，信息传递是保护市民生命、建设安全城市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今后要构建多样化的信
息传递体系。同时，因为自主防灾组织了解本地区内的情况，有望成为地区防灾活动的核心，所以，为了防范
灾害，需要努力培育、强化自主防灾组织。
为此，除了推进现有防灾无线系统的数字化和消除听不清地带外，还将利用社区调频广播等，建立细致周
到的信息传递系统及完善安全性高的避难通道、避难场所。与此同时，为了完善防范灾害的地区内支援体制，
培育、强化自主防灾组织等，开展促进以当地社区为核心、强化协助功能的“防灾城市协作项目”
。

（5）灾害记忆传承项目
为了让夺走人类生命的海啸灾害不再重演，需要通过强化学习“海啸的可怕性”等的防灾教育，建立能让
所有市民采取安全避难行动的防灾体制。此外，要反复吸取祖先留下的教训及在本次灾害中获得的经验，提高
每个市民的防灾能力，同时，还要将这些经验传达给后代，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遭遇同样的悲剧，
。
为此，为了不使东日本大地震的惨痛遭灾记忆和记录丢失淡化，在推进对后世的传承的同时，开展向国内
外广泛传播保护宝贵生命的防灾城市建设举措的“灾害记忆传承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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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的方向
关于本市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沿海地区，结合各地的特性，将其划分为右

图所示的三个地区，在此基础上，参考市民问卷调查及市民座谈会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等，确定了各地区的复兴与城市建设的方向。本市将以此为依据，推进这些地区的复兴

田老
地区

与城市建设。

（1）田老地区
・包括北部的摄待地区在内，在兼顾灾前形成的社区的基础上，通过将住宅搬迁到高

宫古
地区

处等办法，建立和完善可安全、放心生活的住宅区。
・为了重建增殖培育型渔业，要向渔民提供援助并推进渔业设施、水产加工设施等的
重新配置。此外，以完善三陆纵贯高速公路及高速路口为契机，力求通过增加交流
人口、扩大旅游需求等途径，推进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与水产资源的产业复兴。
・包括是否恢复倒塌的防潮堤在内，组织探讨有效的防灾设施的应有形态等问题，促

重茂
地区

进海岸保护设施的完善。此外，建立和完善将海啸灾害的历史和教训广泛传播到国
内外的设施，充实防灾教育等，从硬件、软件两方面提高地区魅力。

（2）宫古地区
・在中心地区，通过加高河堤及地基面等办法，增强对海啸的安全性。关于中心地区以外的地区，在新建防潮堤
并根据需要加高堤坝的同时，充分利用腹地的高地等，建立和完善可安全、放心生活的住宅区。
・在推进中心市区商店街的复兴、重建的同时，探讨引进可完善和强化综合性城市基础及功能的事业。此外，关
于鱼市场、渔港、港湾和旅游设施等产业相关基础设施，要通过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恢复工作，切实地推进
复兴。
・为了强化、确保防潮堤的外部及未设防潮堤地区的避难体制，探讨设置避难塔及避难大楼。此外，要改建避难
通道、避难场所，充分考虑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要，使任何人都易于避难，同时，推进避难道路网的复线化。
・在实施复兴事业之际，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点，力求实现城市功能的集聚，打造繁华，建设
紧凑、舒适的城市。

（3）重茂地区
・活用现有村庄内利用率低的土地和腹地等，在兼顾现有社区的连续性的同时，建设和完善可安全、放心生活的
住宅区。
・推进受灾渔港设施及防潮堤的恢复，搞活作为本地区产业基础的水产业；利用本州最东端这一地理特点及丰富
的自然资源，努力增加交流人口。
・在促进防潮堤等海岸保护设施的恢复的同时，增强道路的抗灾性，使其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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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了推进复兴工作
（1）在复兴之际应兼顾的事项
・以市民和行政部门联合参与和协作为基本原则。
・有计划、高效地推进工作。
・确保对受灾市民的照顾与公平性。
・根据情况变化灵活地加以应对。

（2）推进复兴的流程与市民的参与
本市的复兴规划主要由以下各种计划构成：
“复兴计划（基本计划）
”
，作为该基本计划之具体实现手段的
“复兴计划（推进计划）
”
，以及位于复兴计划的下层、作为灾区的具体城市建设计划的“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
计划”
。本市基于这些计划推进复兴事业。
“复兴计划（基本计划、推进计划）
”和“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划”宛如面向复兴前行的汽车的两个轮
子，无论哪个都不可缺少。可以认为，基于两个计划同时推进复兴事业，有助于高效、迅速地落实复兴措施。
在制定这些计划及实施事业之际，从计划阶段的早期开始，就已经广泛开展了市民座谈会及市民问卷调查
等市民参与活动，但为了本市的复兴，今后也当然仍需市民的积极参与和协作。
为此，本市将在全面细致地发布有关计划及事业的信息的同时，积极地征集意见、建议。

制定复兴计划
復興計画策定

復旧期
恢复期

再生期
重建期

発展期
发展期

基于推进计划推进事业
推進計画に基づく事業の推進

復興事業の推進
推进复兴事业
地域別の復興まちづくりの推進
推进各地区的复兴与城市建设

地区復興まちづくり計画の推進(その規模などにより地区ごとに進捗は異なるが、期間内の事業実施を目指す)
推进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划（虽然各地区的进度会因其规模等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力求在期限内实施事业）
地区別の
对各地区的复兴与城市建设
推进事业
復興まちづくりの
事業の推進
进行探讨，达成共识
検討・合意

（3）加强与中央政府、县政府、相关地方政府的合作
为了顺利地推进复兴事业，要努力确立与中央政府、县政府、相关地方政府的合作体制，与此同时，在财
源及创设特区制度等方面，积极地向中央政府及县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
此外，在进一步加强与县政府和沿岸地方政府的合作的同时，要针对应广域开展的事业等进行协作、分工，
力求实现富有成效的复兴。

（4）计划的进度管理
为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富有成效的措施，要及时根据复兴事业的成果和完成进度等进行必要的修订，
力求对计划进行合理的进度管理。

（5）信息的传播
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机会，提供市民及企业、事业所等所需要的信息。
此外，为了防止受到谣言伤害、增加交流人口，要积极地向市外传递准确的本市受灾情况及恢复、复兴工
作进展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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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计划】
复兴事业的推进
※2012 年 3 月 30 日制定时

“面向复兴的工作”的措施体系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捐款等发放事业
灾民支援制度信息传递事业

●旨在生活自立的支援
●对应急临时住宅等入住者的
支持

▲

●对住宅重建等的支援

①支援灾民
生活重建

●供给公营住宅等

▲

住
宅
与
生
活
的
重
建

●提供全面详细的信息

灾民支援制度信息传递事业【重载】

●完善市民咨询

灾民生活咨询事业

●灾民信息一体化管理

灾民信息管理事业

●维持就业

震后复兴紧急就业对策事业
促进就业对策事业
震后复兴紧急就业对策事业【重载】
促进就业对策事业【重载】
震后复兴紧急就业对策事业【重载】
劳动就业支援事业

●创造就业

②维持、确保就业
●就业支援

▲

③确保、完善
保健、医疗

●确保直营国保诊所的医生

直营诊所医生确保事业

●完善地区医疗供给体制

县立宫古医院医生确保对策支援事业

●维持、增进健康与推进心理
护理

●恢复保健、医疗设施

▲

④完善福祉

应急临时住宅等入住者支持事业
应急临时住宅维护管理事业
灾民生活重建支援金发放事业
灾民住宅重建支援事业（建设、购置）
生活重建住宅支援事业（受灾住宅修缮）
生活重建住宅支援事业（受灾住宅改造修缮）
灾害复兴重建住宅融资利息补助事业
灾害复兴型地区优良租赁住宅供给促进事业（县事业）
木造住宅抗震支援事业
家具倾倒防止事业
灾害公营住宅完善事业（县营、市营）
灾害公营住宅停车场完善事业（县营、市营）
灾害公营住宅管理系统完善事业（县营、市营）
灾害公营住宅廉租化等事业（县营、市营）
公营住宅长寿化计划制定事业

●完善对因受灾而需要福祉、
护理等支援的市民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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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民健康支援事业
特定健康检查等就诊确保事业
地区心理护理中心运营事业（县事业）
灾区健康咨询支援事业（县事业）
灾区口腔护理推进事业
田老诊所恢复事业
保健福祉设施完善事业
受灾老年人支援事业
田老支持中心运营事业
保育费等减免事业
幼儿园入园费用补助事业
生活支援员配置等事业
咨询支援体制强化事业
灾害支援网络构建推进事业
成年监护制度利用支援事业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
▲

住
宅
与
生
活
的
重
建

▲
▲
【复兴的支柱】

【复兴事业】

●恢复福祉设施

保健福祉设施完善事业【重载】
护理服务设施等临时特例事业费补助事业
护理预防网点设施恢复事业
保育所完善事业

●完善对生活窘迫者的支援

住宅补助紧急特别措施事业
受灾生活保障领取者生活重建支持事业

●推进儿童学生的心理护理

儿童心理护理学校支援事业
学校支援体制完善事业

●推进基于复兴视点的教育

复兴教育推进事业

●对受灾儿童学生提供支援

就学支援事业

●推进确保儿童学生的安全

完善紧急事态避难体制等事业
儿童学生上学支援事业
复兴教育推进事业【重载】
住宅、建筑物安全存量形成事业（住宅、建筑物抗震改造修
缮事业）
（县事业）

●恢复学校教育设施

千鸡小学、鹈矶小学的临时建筑物设置事业
学校设施灾害恢复事业
小学初中学校合理配置计划制定事业

●恢复社会教育设施等

公民馆灾后恢复事业
地区中心灾后恢复事业

④完善福祉

⑤确保、完善学校
教育环境

运动公园等恢复事业
藤之川海水浴场恢复事业
里亚斯浮栈桥恢复事业
田老第一初中校园户外照明恢复事业

⑥恢复终身学习 ●恢复体育、娱乐设施
等设施与保存、
继承文化财

●恢复文化设施

宫古市民文化会馆灾后恢复事业

●迅速实施文物的保存、
继承所
需的调查

埋藏文物挖掘调查事业
埋藏文物挖掘调查事业（县事业）
埋藏文物整理收藏设施完善事业

●对形成应急临时住宅社区的
支援

提高地区能力支援补助金发放事业

⑦加强、重建地区 ●对重新构建社区的支援

提高地区能力支援补助金发放事业【重载】

社区

提高地区能力支援补助金发放事业【重载】
完善地区自治组织活动网点设施支援事业
自治会研修中心完善事业

●对地区活动团体的支援

【工作的方向】

▲

产
业
、
经
济
复
兴

【面向复兴的工作】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农用地灾害恢复相关区划整理事业（复兴基础综合完善事业）
（县事业）
农山渔村地区复兴基础综合完善事业
农地等灾害恢复事业（县事业）
农山渔村地区设施完善事业
农地、水保护管理支付交付金事业

①恢复、
重建农业 ●恢复农田、农用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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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

宫古市农业咨询员设置事业
新务农综合支援事业
确立岩手未来农业综合支援事业
受灾农户恢复经营支援事业
生产者重建支援事业

●确保、培养骨干力量

①恢复、
重建农业
●对生产者的重建支援

●重造森林

▲

●对生产设施的恢复、完善的
支援

②恢复、
重建林业

产
业
、
经
济
复
兴

●确保、培养骨干力量

培养林业骨干力量事业

●促进对本地区木材的利用

利用本地区木材住宅推进事业
公共建筑物等木材利用基本方针制定事业
森林完善加速化、林业重建基金事业（复兴木材稳定供给等对
策）
鲑鱼、鳟鱼增殖设施灾后恢复事业（鲑鱼孵化场的应急恢复）
鲑鱼、鳟鱼鱼苗生产设施等复兴支援事业（鲑鱼孵化
场的正式恢复）
恢复采介藻渔业紧急支援事业
养殖用鱼苗采购事业
恢复水产业经营基础支援事业（养殖设施）
恢复水产业经营基础支援事业（共同利用设施）
栽培渔业推进事业（岩手县鱼类栽培事业负担金）
水域环境美化推进事业
闭伊川渔协等增殖事业
栽培渔业推进事业
宫古湾鱼类栽培渔业推进事业
环境、生态系统保护活动支援事业
流出油对策设施完善事业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渔港设施应急恢复）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渔港设施灾害恢复）
渔港设施灾后恢复事业（市单独事业）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海岸保护设施灾害恢复）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渔港相关设施灾害恢复）
渔港设施功能强化事业
水产业共同利用设施复兴完善事业（渔港设施复兴相关事业）
水产基础完善事业
渔业村庄防灾功能强化事业
渔村地区设施完善事业
县营渔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
县营渔港基础完善事业（县事业）
县营渔港基础完善事业（负担金）
（县事业）
水产团体职能恢复支援事业
渔业协同组合等职能恢复支援事业
恢复共同利用渔船等支援对策事业
东日本大地震渔业经营复兴特别资金利息补助
水产经营活化对策事业
渔业近代化资金利息补助事业
渔业互助金补助
水产经营复兴对策事业

●重建海洋养殖渔业

▲

③恢复、
重建水产
业

受灾森林恢复事业
林道设施灾害恢复事业
林地荒废设施灾害恢复事业（县事业）
林产设施灾后恢复事业
木材供给等紧急对策事业（县事业）
恢复木材加工流通设施等对策事业（县事业）
森林完善加速化、林业重建基金事业（复兴木材稳定供给等对
策）
（县事业）

●重建渔港、渔场、渔村

●恢复生产者的经营

●确保、培养骨干力量

宫古市水产业骨干力量培养事业

●完善流通加工体制

恢复制冰保管设施等支援事业
恢复水产业共同利用设施支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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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

③恢复、重建水产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水产品消费扩大事业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水产品消费扩大地震对策事业】
吸引往来船只对策事业
水产品流通加工支援事业
宫古市鱼市灾害恢复事业
宫古市鱼市完善事业
宫古市鱼市材料仓库完善事业
水产业共同利用设施复兴完善事业（水产加工流通振兴型）
水产流通加工业地震复兴对策事业

●完善流通加工体制

业

●恢复、重建中心市区

▲
▲

产
业
、
经
济
复
兴

④恢复、重建商业
●恢复、
重建沿岸地区受灾商业
区

●确保、
培养接班人及新创业者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对工厂的恢复、
重建提供支援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⑤恢复、重建工业 ●对培育本地企业提供支援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本地产业培育、销路开拓支援事业】
招商引资等推进事业
企业落户促进基础完善事业

●推进招商引资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产业复兴支援促进事业】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产业复兴支援促进事业】
【重载】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本地产业培育、销路开拓支援事业】
【重载】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产业复兴支援促进事业】
【重载】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产业复兴综合支援事业【农林水商工游联合事业】
产业振兴补助事业

●金融、经营支援

▲

●促进活用各种支援制度

⑥恢复、重建企
业、事业者
●重建事业、支援发展

▲

⑦恢复、重建旅游

支援受灾事业者恢复营业事业
有魅力街区建设事业
商业振兴对策事业
有魅力街区宣传事业
商业街实践活动事业
搞活地区商业支援事业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
受灾工商业事业恢复支援事业【重载】
商业振兴对策事业【重载】
搞活地区商业支援事业【重载】
临时联合店铺设施管理事业
震后恢复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震后复兴中小企业者支援事业【重载】

田老站候车室完善事业
陆中海岸国立公园净土滨集体设施地区重新完善事业
自然公园设施紧急完善事业（暂称）
（县事业）
净土滨休息室完善事业
宫古市广域综合交流促进设施完善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海水浴场完善事业】
净土滨地区环境完善事业
姊吉露营地恢复完善事业
旅游设施等完善事业

●恢复旅游设施等

业

12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重新构建、支援接收体制

▲

⑦恢复、重建旅游
业

●重建地区旅游资源

●传递复兴信息、
促进吸引游客

产
业
、
经
济
复
兴

宫古港灾害恢复事业（国家直接管辖部分）
宫古港灾害恢复事业（县事业部分）
宫古港利用促进事业

●确保港口功能

▲

●确保作为物流、
产业基础的功
能

⑧恢复、重建港口
●确保防灾功能

●确保亲水空间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国家直接管辖部分）
【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部分）
【重载】
宫古港利用促进事业【重载】
港口设施使用费补助事业
集装箱航道补助事业
港口功能确保支援事业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国家直接管辖部分）
【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部分）
【重载】
促进宫古港利用事业【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国家直接管辖部分）
【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部分）
【重载】
宫古港利用促进事业【重载】
宫古港港口完善事业（县事业）
海洋娱乐振兴事业
宫古港开港 400 周年事业

【复兴事业】

●制定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
划（灾区的完善计划）

▲

安
全
的
地
区
建
设

陆中海岸国立公园净土滨集体设施地区重新完善事业【重
载】
净土滨地区环境完善事业【重载】
旅游相关团体联合促进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旅游住宿游客环游巴士支援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市内环游 Bonnet 巴士运行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宫古热情款待计划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旅游活动举办支援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体验型旅游推进事业】
吸引防灾学习教育旅行等促进事业
充分运用海啸遗产事业
市区旅游促进事业
历史、文化保存事业
吸引游客促进事业【复兴信息传递事业】
宫古梦之轨道创造事业
岩手旅游目的地宣传推进事业
陆中海岸国立公园协会联合事业
盛冈、八幡平广域旅游推进事业

制定地区复兴与城市建设计划
制定复兴完善计划等
复兴重点项目推进事业
海啸复兴据点完善事业
城市重建区划整理事业
防灾集体搬迁促进事业
渔业村庄防灾功能强化事业【重载】
地籍测量成果座标转换及检查测量事业
国土调查事业

①推进抗灾性强 ●推进有计划的土地利用
的城市建设

●恢复、完善海岸保护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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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土木设施灾害恢复事业（渔港设施灾害恢复：指定严重
灾害）
【重载】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恢复、完善海岸保护设施等

●促进多重防灾型设施的完善
●恢复公园等

▲

●重新配置公共设施

①推进抗灾性强
的城市建设

安
全
的
地
区
建
设

●确保、推进可再生能源

●促进抗灾性强的生活线
（上下
水道、电气、电话）的完善

●废弃物的合理处理

公园等恢复事业
海啸避难广场等完善事业
制定受灾公共设施完善方针
公共设施重新配置计划制定事业
完善市政府办公主楼
恢复市政府办公楼
津轻石办事处完善事业
可再生能源基本计划制定事业
环境基本计划制定事业
公共设施可再生能源等引进事业
引进大规模太阳能发电设备促进事业
引进住宅用太阳能发电系统促进事业
购买木质生物质取暖炉补助事业
木质生物质相关设施完善事业（县事业）
促进抗灾性强的生活线（电气、电话）完善事业
水道设施灾后恢复事业
水道设施更新事业（升高）
水道设施更新事业（搬迁到高处）
供水车完善事业
灾害用供水器材等收藏仓库完善事业
应急蓄水槽完善事业
宫古净水场完善事业
公共下水道完善事业（灾后恢复）
公共下水道完善事业（宫古处理区）
下水道抗震化事业
公共下水道完善事业（田老处理区）
渔业村庄排水设施完善事业
净化槽完善事业（市町村设置型）
浸水对策事业
灾害废弃物处理事业

▲

②形成抗灾性强 ●促进高规格干线道路等的完
的交通网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恢复海岸保护设施：指定严重
灾害）
【重载】
渔港设施功能强化事业【重载】
县营渔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
【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国家直接管辖部分）
【重载】
宫古港灾后恢复事业（县事业部分）
【重载】
多重防灾型城市建设推进事业、海啸水闸等电动、遥控化促
进事业（县事业）
多重防灾型城市推进事业、海岸保护设施等完善事业（县事
业）
东日本大地震社会资本恢复事业、河流等灾后恢复事业（国
家、县事业）
公共土木设施灾后恢复事业（国家、县事业）
河流维护管理事业
海啸避难设施完善事业
海啸避难通道等完善事业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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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国家直接管辖）
三陆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复兴道路完善事业（改建、灾害防
范、桥梁抗震化等）
（县事业）
三陆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复兴支援道路完善事业（灾害防范、
桥梁抗震化等）
（县事业）
三陆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复兴相关道路完善事业（改造、灾
害防范、桥梁抗震化等）
（县事业）
多重防灾型城市建设推进事业、城市建设联合道路完善事业
（县事业）
东日本大地震社会资本恢复事业、河流等灾害恢复事业（国
家、县事业）
【重载】

【复兴的支柱】

【工作的方向】

【面向复兴的工作】

【复兴事业】

●恢复、完善市内干线道路、生
活相关道路

▲

②形成抗灾性强
的交通网络

●恢复与重建公共交通

●恢复、完善防灾设施（避难通
道、引导标识等）

▲

安
全
的
地
区
建
设

③提高地区防灾 ●培养防灾意识与提高知识水
能力

平
●培养、强化自主防灾组织

●恢复消防能力

东日本大地震社会资本恢复事业、河流等灾害恢复事业（县代
行）
三陆复兴道路完善事业、复兴相关道路完善事业（县代行）
复兴干线道路完善事业
复兴地区联合道路完善事业
复兴地区防灾道路完善事业
地震灾害水灾对策事业
公共土木设施灾害恢复事业【重载】
公共交通体系构建事业
生活交通巴士线路维护事业（通过搬迁到高处等应对新线路部
分）
线路巴士利用促进事业
三陆铁路灾害恢复支援事业
三陆铁路经营强化支援事业
三陆铁路支援事业
铁路恢复完善、利用促进事业
城市防灾综合推进事业计划制定
海啸避难引导设施完善事业
海啸避难设施完善事业【重载】
海啸避难通道等完善事业【重载】
避难设施环境改善事业
海啸避难广场等完善事业【重载】
地区防灾能力提高促进事业（培养防灾意识事业）
地区防灾能力提高促进事业（培养强化自主防灾组织支援事
业）
消防泵消防车等完善事业
消防所等完善事业
消防队员安全对策事业
消防队员活动环境完善事业

●修订地区防灾计划、
行动指南

地区防灾计划等制定事业
防灾危险地图制作事业

●完善防灾网点设施

防灾网点设施完善事业

▲

防灾行政无线系统完善事业

④强化与重新构 ●重新构建对市民的信息传递 紧急事态通信功能强化事业
海面监视设施完善事业
渠道
建防灾、危机管
防灾媒体联合事业
理体制
●重新构建灾民救护、
救援体制

紧急信息传递设备完善事业
防灾材料器材完善事业
灾民救护救援体制重新构建事业

▲

●加强与抗灾志愿团体等的联
合

灾害志愿团体强化培育事业
灾害时联合应对促进事业

●完善防灾教育

地区防灾能力提高促进事业（防灾教育推进事业）
【部分重载】

⑤将灾害记忆传 ●整理地震资料与制作地震记 东日本大地震记忆传承事业
录

承给后世
●完善地震纪念公园

海啸遗产等保存完善事业

※复兴事业每年度进行修订。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