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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据 

发生时间 2011年3月11日 14时46分 

震源及规模 
(推测) 

三陆近海（北纬38.1度、东经142.9度，牡鹿
半岛的东南东130㎞附近） 
震源深24㎞、矩震级 Mw9．0 

震源区 长约450km、宽约200㎞ 

断层的滑移量 最大20～30m左右 

震源正上方的海
底的移动量 

向东南东移动约24m、隆起约3m 

  震度7 宫城县北部 

  
  

震度6强 
宫城县南部、中部，福岛县中通、
滨通地区，茨城县北部、南部，枥
木县北部、南部 

  震度6弱 
岩手县沿岸南部、内陆北部、内陆
南部，福岛县会津，群马县南部，
埼玉县南部，千叶县北西部 

  震度5强 

青森县三八上北、下北，岩手县沿
岸北部，秋田县沿岸南部、内陆南
部，山形县村山、置赐，群马县北
部，埼玉县北部，千叶县北东部、
南部，东京都23区、新岛、神奈川
县东部、西部，山梨县中部、西部，
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 

1 东日本大地震的概要 

（根据气象厅资料、海上保安厅资料） 

※我国观测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全球第4大规模的地震 

受灾状況等（截至1月5日 出处：警察厅） 
  
（1）人员受灾 
      A 死者     15,844人  
      B 下落不明    3,450人 
      C 负伤者     5,891人 
 
（2）建筑物受灾 
      A 全部损坏  127,195户  
      B 一半损坏   232,031户  
      C 部分破损   654,025户  
 
※ 包括未确认的信息。 
 
※ 4月7日发生的以宫城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4月11日发生的以福岛县滨通地区为震源的地震、 
  4月12日发生的以福岛县滨通地区为震源的地震、 
  5月2日发生的以千叶县北东部为震源的地震、 
  7月25日发生的以福岛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7月31日发生的以福岛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8月12日发生的以福岛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8月19日发生的以福岛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9月10日发生的以茨城县北部为震源的地震、 
  10月10日发生的以福岛县近海为震源的地震。 
   以及包括11月20日发生的以茨城县北部为震源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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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难者等的人数 
（1）避难者等的减少 

＊1 紧急灾害对策本部资料 
   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枥木县的避难情况的合计。 
＊2 复兴对策本部调查 
   在全国的避难所(公民馆、学校等) 、旅馆及酒店、其他(亲属、朋友家等)、住宅等(包括公营、民间、医院) 
     的人数总合。 

（2）临时住宅等的情况 

-2- ＊3 复兴对策本部调查（截至12月26日）       ＊4 厚生劳动省调查（截至12月27日） 
＊5 国土交通省调查  （截至12月26日）    

入住户数 可提供户数 
（临时住宅为完成的户数） 

备     注 

公营住宅等 (*3)     17,792户 
 

    

全国统计 
提供户数明细 

   岩手县内：1,366户    宫城县内：1,373户     
      

民间住宅 (*4) － 

全国统计 

  
        

临时住宅 
(*4) (*5) 

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千叶县、长野县 

      必要户数       ：53,013户 

    
确定动工户数   ：52,620户 
 （其中已动工户数：52,620户） 

 

    65,692户 
 

    47,803户 
 

    62,529户 
 

    52,182户 
 

福岛县内：2,133户    其他：12,920户  

其中，岩手县： 3,845户   宫城县：25,255户  

 福岛县：24,603户   其他：11,989户  

震灾发生第3天 
（３月１４日） 

目前 
（１２月１５日） 

整体 
约４７万人 

３３４，７８６人 

其中，在避难所的人数 ６７８人 



（1）紧接地震发生后的应对  结合过去的经验迅速应对 

3 月11日 14时50分 设置官邸对策室，召集紧急参集队 

15时14分 设置紧急灾害对策本部（灾害对策基本法制定后首次） 

15时37分 召开第1次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有关灾害应急对策的基本方针） 

18时42分 派遣政府调查团（宫城县） 

19时23分 召开第3次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有关回家困难者对策的指示） 

3月12日 6时 设置紧急灾害当地对策本部（宫城县） 

截至3月17日共召开12次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实施了下述紧急措施 

・（3/11～依次）适用灾害救助法 

・（3/12）指定严重灾害 

・（3/12～依次）适用灾民生活重建支援法 

・（3/13）指定作为特定紧急灾害 

・（3/14）决定使用有关对受灾地区的物资支援的预备费等 

  

此外，还实施救出救助活动，接收来自海外的救助队等，开展灭火、应急医疗

等 

  

 

（2）面向灾民的生活重建 强化面向灾民生活重建的体制 

3月20日 灾民生活支援特别对策本部开始工作 

    （3月17日设置，5月9日更名为支援队） 

○筹措、运输生活必需物资 

○向避难者提供支援、信息 

○向市町村派遣工作人员 

○确保保健、医疗、福利、教育的服务 

○面向生活的重建 

  （发放灾民生活重建支援金、灾害慰问金等，采取雇用对策等） 

  

（3）面向全面的重建复兴 

5月2日 通过第1次补正预算（4兆153亿日元） 

5月2日 颁布并实施有关为应对东日本大地震的特别财政援助 

    及补助的法律  

6月24日 实施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法 

6月25日 召开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构想会议“对复兴的建议～悲痛中的希望～” 

6月27日 成立东日本大震灾复兴对策本部事务局 

6月28日 召开东日本大震灾复兴对策本部会议（第1次） 

7月25日 通过2011年度第2次补正预算（1兆9988亿日元） 

7月29日 有关东日本大地震复兴的基本方针 

11月20日 通过第三次补正预算（12兆1025亿日元） 

12月26日 实施东日本大地震复兴特别区法 

 

3 政府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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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公务员（截至12月19日的时候暂定值）    ※不包括自卫官等。 

共 66,600名左右 

2．地方公务员（一般职）（截至10月1日时候）   ※不包括消防、警察。 

共 73,802名 

3．其他 

（1）警察（广域紧急援助队等）（统计时间：2011年3月11日～2012年1月5日） 

共约850,900名 

（2）消防（紧急消防援助队）（派遣时间：3月11日～6月6日（88天））（截至12月1日现在正在细查） 

共121,071名（部队总数 33,374支） 

（3）海上保安厅（截至1月5日现在） 

（4）自卫队（12月26日 撤收灾害派遣）（派遣期间：3月11日～12月26日（共291天）） 

・紧接灾害发生后，以救生、救助灾民，向受灾地区地方政府提供支援等为目的，国
家及地方政府派遣了很多工作人员。  

巡逻艇：共11,454艘  飞机：共3,580架 
特殊救难队等：共2,492名 

共约10,660千名 
（飞机：共50,380架，舰艇：共4,872艘） 

4 国家及地方政府向受灾地区派遣工作人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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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手册（共约150万册） 
  (1）《生活支援手册》（4/28发行：10万册，6/20第2版发行：20万册） 
 （2）《生活重建及事业重建手册》（5/12发行：20万册） 
 （3）《生活重建手册（第3版）》（8/12发行：22万册） 
   《事业重建手册（第3版）》（8/19发行：18万册） 
 （4）《临时住宅生活指南》（夏季版）（8月12日发行：7万册）《生活指南》（冬季版）（12月20日发行：14万册） 
    ・主要以生活在临时住宅中的人们为对象，刊登心理护理及防治中暑（夏季版）、预防火灾（冬季版）等生活信息。 
 （5）《重建生活手册》（第4版）《重建事业手册》（第4版）（11月30日发行：共40万册） 
     ・新添加了第3次补正预算中已经包括的项目 
 
  2．宣传单 （1）“重要通知”及（2）“来自政府的通知” 
 （1）“重要通知”  提供关于“有关冬天生活”、 “生命”、“工作”、“健康”、“安全”等的信息。 
           例如：提供预防身心功能下降、防止结露、面向灾民的招聘信息等21种类。 
 （2）“来自政府的通知” 刊登最新的支援信息等2条 自9月12日开始每月发行2次 
       → 由志愿者等交给单身生活的老年人等，并进行说明 

3．手册、宣传单的散发及张贴 
 为了使每名避难者能够领到手册、宣传单，做了以下努力： 
  ○除了国家及地方政府外进行散发外，社会福祉协议会还与志愿者合作进行发放。 
  ○“展露笑容队”依次访问受灾地区的临时住宅等，利用手册、宣传单，直接向灾民说明政府的措施，同时进行        
把握信息需求。（9月～）  
    *也管理包括疑问解答（FAQ）角等的特设网站，登载“展露笑容队”对受到的提问和意见的回答。（9月～） 
  ○还在便利店、超市（约2,300家店铺）等进行散发及张贴 
  ○还发行了直接张贴在避难所的墙报（3～7月）、通过电子信息发布的新闻通讯（9月～）。 
  4．电视、广播 
  ①电视：由受灾的3个县的当地电视台（12家）播放提供信息的节目（8月～） 

   ②广播： “发自官邸的政策信息”。 （7月～） 

           “面向受灾地区的信息”灾区5县FM（4家）、AM（5家）、CFM（21家）节目（7月～） 

5 向避难者提供信息 

・为了向避难者提供必要的信息，除了制作、散发手册及传单外，还通过电视、广播实施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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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筹 集 品 种 

粮
食
、
饮
用
水 

面包（食） 9,391,373 

速食面类（食） 2,557,730 

饭团、年糕、包装米饭（食） 3,501,074 

精米（食）  3,357,313 

其他（罐头等）（食） 7,401,744 

粮食计 26,209,234 

    饮用水（瓶） 7,937,171 

生
活
用
品 

  

卫生纸（卷） 379,695 

毛毯（条） 409,672 

尿布（张） 395,521 

一般药品（盒） 240,314 

口罩（个） 4,380,442 

料 燃 燃料费（升） 16,031,000 

6 由国家支援的主要紧急物资实绩 

※上述统计对象为国家进行筹措、配送的物资，除此之外，各县也独自持续筹措物资。 
※3月11日至4月20日实施的经由灾民生活支援队的支援物资的最终实绩。自4月21日开始，转向由县进行筹措、配送的框架。 

（出处：紧急灾害对策本部） 

（内阁府：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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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灾民生活重建支援金的发放实绩 
○（财团法人）都道府县会馆办理的各县
灾民生活重建支援金申请及发放件数各县
明细 

 

○各周实绩（截至1月10日（周二）9：00现在） 

（截至1月10日（周二）9：00现在） 

县 名 申请件数(件） 发放件数(件） 

青森县 752 701 

岩手县 24,415 25,070 

宫城县 143,118 142,711 

福岛县 25,628 25,193 

茨城县 9,095 9,033 

枥木县 818 788 

埼玉县 
 

79 79 

千叶县 5,573 5,427 

新泻县 
 

103 102 

长野县 109 105 

合 计 210,690 209,209 

※计划于1月12日支付的488项费用(526,250千日元)以及计划于1月
16日支付的959项费用(936,250千日元)已分别于1月5日、1月10日
完成汇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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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申请件数 
 (件） 

4月合计 1,514 

5月合计 22,173 

6月合计 45,649 

7月合计 43,854 

8月合计 43,840 

9月合计 19,047 

10月合计 12,279 

11月合计 10,102 

12月合计 11,054 

12/30～1/5 932 

1/6～1/10 246 

— - 

1月合计 1,178 

合 计 210,690 

发放日 
发放件数 
 (件） 

发放金额 
（百万日元） 

4月合计 239 258 

5月合计 2,681 2,565 

6月合计 28,908 26,278 

7月合计 49,096 45,323 

8月合计 62,869 53,817 

9月合计 27,809 25,093 

10月合计 9,686 9,237 

11月合计 13,021 12,433 

12月合计 11,760 12,022 

1/5 849 907 

1/10・
1/12 

1,332 1,375 

1/16 959 936 

1月合计 3,140 3,218 

合 计 209,209 190,244 



8 接受海外支援的实绩①（截至9／14） 

        ・人员  20,000名以上 
     ・舰船  约20艘 
       ・飞机  约160架 
        ○发放实绩     ○运输实绩 
       ・食品等 约280吨  ・货物约3,100吨  
       ・水 约770万千升 
       ・燃料 约4.5万升 

 
 

    ○物资支援 62个国家及地区、机构 
 

    ○救助队等 29个国家及地区、机构 
    （以色列、约旦、泰国、菲律宾派遣了医疗援助队等） 
 

    ○捐款 92个国家及地区、机构 
    （总额约175亿日元以上） 
 

 来自各国等的支援（163个国家及地区和43家国际机构）  

 美军提供的支援 
（伙伴行动：最多时） 

（根据外务省提供的数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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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了物资支援的国家等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主要支援物资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主要支援物资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主要支援物资 

美国 睡袋、简易床、煤油暖炉等 荷兰 床垫 斯洛伐克 衣服、鞋子、睡袋、帐篷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水、儿童内衣、鞋子、玩具等 丹麦 毛毯 危地马拉 粮食、营养饮料、水 

中国 帐篷、毛毯、应急灯、水等 立陶宛 毛毯、睡袋 坦桑尼亚 咖啡、罐头 

香港 罐头、袜子 委内瑞拉 毛毯、罐头、水 哈萨克斯坦 粮食 

台湾 发电机、毛毯、睡袋、衣服、食
品等 

马来西亚 粮食 葡萄牙 儿童衣服 

蒙古 毛毯、毛衣、袜子 世界粮食计划署 粮食，运输来自各国的支援物资
等 

澳大利亚 粮食、毛绒玩具 

印度 毛毯、水、饼干 菲律宾 粮食、毛巾、垫子、口罩 保加利亚 床、水 

加拿大 毛毯等 南非 饮料、粮食 斯里兰卡 红茶包 

泰国 毛毯、粮食、口罩、睡袋、水等 巴基斯坦 水，牛奶、饼干 智利 大米、毛毯 

乌克兰 毛毯等 尼泊尔 毛毯 奥地利 毛毯、水容器 

国际电信联盟 租借卫星移动通信终端等 芬兰 水容器、垫子等 科威特 足球、文具等 

印度尼西亚 毛毯、罐头等 以色列 简易厕所、手套、毛毯、外套等 越南 衣服、毛巾、一次性筷子等 

吉尔吉斯斯坦 水 墨西哥 粮食、卫生物品、水、橡胶手套 沙特阿拉伯 卡式炉、燃气 

法国 毛毯、口罩、医药品、粮食、水
等 

英国 水、粮食等 突尼斯 金枪鱼罐头 

新加坡 毛毯、水、床垫、塑料罐等 联合国难民署 太阳能灯、汲水容器等 阿富汗 煤气炉、照明器具 

韩国 毛毯、水、粮食、水、口罩等 孟加拉国 毛毯、橡胶长靴、橡胶手套 斯洛文尼亚 集装箱房的运输费 

俄罗斯 毛毯、水、口罩等 土耳其 毛毯、被单、罐头、水 马尔代夫 金枪鱼罐头 

哥伦比亚 水、食品、卫生纸 乌拉圭 罐头 意大利 意大利通心粉 

乌兹别克斯坦 帐篷、毛毯、防寒长靴 匈牙利 粮食 罗马尼亚 水 

伊朗 罐头 瑞典 手套、靴子、毛毯 

（根据外务省提供的数据制作）  
※按接受物资的时间顺序从左至右记载（核灾害相关物资除外） -9- 

8 接受海外支援的实绩② （截至9／14） 



（2）提供人员支援的国家等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支援队构成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支援队构成 国家及地区、机构名称 支援队构成 

韩国 
搜救犬2只、工作人员5人 
救助队102人 

澳大利亚 救助队75名、搜救犬2只 
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食品监测专家3名 

新加坡 工作人员5人、搜救犬5只 法国 救助队134人 土耳其 救助队32人 

德国 救助队41人、搜救犬3只 台湾 救助队28人 以色列 医疗援助队53人 

瑞士 救助队27人、搜救犬9只 俄罗斯 救助队约155人 印度 救助队46人 

美国 救助队144人、搜救犬12只 蒙古 救助队12人 约旦 医疗援助队4人 

中国 救助队15人 世界粮食计划署 物流支援人员25人 泰国 医疗援助队4人 

英国 
救助队69人、新闻工作者8人、 
搜救犬2只 

意大利 调查团6人 斯里兰卡 重建援助队15人 

新西兰 救助队45人 印度尼西亚 救助队11人、工作人员4人 菲律宾 医疗援助队3人 

联合国 

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
(UNDAC) 
灾害协调专家7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UNOCHA) 
灾害协调专家3人 

南非 救助队45人 

墨西哥 救助队12人、搜救犬6只 国际原子能机构 辐射检测专家、调查团等 

（3）此外，收到了来自92个国家及地区、机构总额约175亿日元以上的捐款。 

※按到达日本的时间顺序，从左栏至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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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受海外支援的实绩③ （截至9／14） 

（根据外务省提供的数据制作）  



・ 对于散乱瓦砾中的居住地附近的瓦砾，截至8月末，除警戒区等外的全部市町 

   村已被撤除完毕。 

（环境省调查） 

（相马市内的瓦砾撤除情况） （石卷市内的瓦砾撤除情况） （釜石市内的瓦砾撤除情况） 

【截至12月27日】 推测量（A） 已撤除量（B） 撤除率（B/A） 

瓦砾整体 22,473千吨 15,264千吨 68％ 
 

散乱瓦砾 
 
 

12,589千吨 

 
 

12,012千吨 

 

95％ 除因建筑物解体产生的 
瓦砾外的瓦砾量 

9 沿岸市町村的灾害废弃物撤除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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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町村 
瓦砾推测量 
(千吨) 

因房屋等解体产生的 
瓦砾量(占瓦砾推测量的数目)

（千吨） 

搬入临时堆场的情况 2011年8月目标的完成情况 撤除率 2012年3月目标的完成情况 

已搬入量 
(千吨) 

位于居住地附近的灾害废弃物的搬
入情况 

除解体外的已搬入量在 
瓦砾推测量中所占比例（％） 

已搬入量在瓦砾推测量中 
所占比例（％） 

岩手县 洋野町  15 3 15 ◎ 100% 100% 

  久慈市  96 20 96 ◎ 100% 100% 

  野田村  140 10 140 ◎ 100% 100% 

  普代村  19 2 19 ◎ 100% 100% 

  田野畑村  86 20 86 ◎ 100% 100% 

  岩泉町  42 5 42 ◎ 100% 100% 

  宫古市  715 140 645 ◎ 100% 90% 

  山田町 399 40 355 ◎ 99% 89% 

  大槌町 709 40 660 ◎ 99% 93% 

  釜石市 762 400 376 ◎ 100% 49% 

  大船渡市 756 130 635 ◎ 100% 84% 

  陆前高田市 1,016 90 934 ◎ 100% 92% 

  岩手县计 4,755 900 4,003   99% 84% 

宫城县 仙台市 1,352 450 1,312 ◎ 100% 97% 

  石卷市 6,163 4,700 2,447 ◎ 100% 40% 

  盐釜市 251 100 240 ◎ 100% 96% 

  气仙沼市 1,367 330 1,152 ◎ 100% 84% 

  名取市 636 50 614 ◎ 100% 97% 

  多贺城市 550 401 263 ◎ 100% 48% 

  岩沼市 520 90 515 ◎ 100% 99% 

  东松岛市 1,657 1,300 1,054 ◎ 100% 64% 

  亘理町 1,267 10 1,230 ◎ 98% 97% 

  山元町 533 340 459 ◎ 100% 86% 

  松岛町  43 27 29 ◎ 100% 67% 

  七滨町 333 50 258 ◎ 92% 77% 

  利府町  15 10 9 ◎ 100% 62% 

  女川町 444 251 242 ◎ 100% 55% 

  南三陆町 560 260 322 ◎ 100% 58% 

  宫城县计 15,691 8,369 10,176   99% 65% 

福岛县 磐城市  700 550 357 ◎ 100% 51% 

  相马市  217 20 212 ◎ 100% 98% 

  南相马市 640 30 433 ◎ 71% 68% 

  新地町 94 5 80 ◎ 92% 85% 

  广野町 25 10 2.5 ◎ 17% 10% 

  楢叶町 58   － －   － 

  富冈町 49   － －   － 

  大熊町 37   － －   － 

  双叶町 60   － －   － 

  浪江町 147   － －   － 

  福岛县计 2,027 615 1,085   61% 54% 

合 计   22,473 9,884 15,264   95% 68% 
◎：已经基本结束。 -12- 

9 沿岸市町村的灾害废弃物撤除情况② (截至12／27)       



10 主要基础设施等的重建情况①（截至1／10） 

（1）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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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大受灾） （已重建）／（最大受灾） 重建率

営業停止：約 ＳＳ

银行 约85%

关闭店铺(东北6县及茨
城县)：相当于所有营业
店12％的315个(3/17时) 

・关闭的48个店铺中，有
46个属于房屋等流失地区、
核电站警戒区等。关闭：48个店铺

邮局 约89%
停止营业局 (东北3
县)：相当于所有邮
局53％的583(3/14
时) 约53％ (截至
3/20)

・包括房屋等流失地区、
核电站警戒区等。

停止营业：66个局

邮件配送 约80%

停止配送区域 (东北3
县)：相当于所有区域
15％的44个(3/14时) 
约53％ (截至3/20)

・包括房屋等流失地区、
核电站警戒区等。
・停止配送的9个地区属
于核电站警戒区等。

通信(NTT固定电话) 约99%

停止服务的交换局的
线路数 (东北、关东
地区)：约100万条线
路 (地震当时) 

・除核电站周边等部分地
区外，已完成交换局重建。
但是，交换局到用户家庭
的线路有时会因断线而停
止服务。

停止服务：约1.0万条线路

约98%通信（手机）
停止服务的基站数
(东北、关东地区，手
机运营商4家) ：约
14,800个基站 (地震
当时) 

・关于手机的通话地区，
除核电站周边等一部分地
区外，已完成重建。停止信号基站数：242个基站

停止配送：9个地区

项目（最大受灾） （已重建）／（最大受灾） 重建率

最多停电户数 (东北3县
)：约258万户(3/11时)

电气

停电：约11.2万户

・停电的约11.2万户因属
于房主不在家等的待送电
房屋、房屋等流失地区、
核电站警戒区等，很难开
展重建工作。

约96%

城市燃气 约86%

最多停止供应户数
(东北3县)：约42万户
(3/11时)

・未供应的约6万户因属
于房屋等流失地区，很
难开展重建工作。未供应：约6万户

LP燃气 约95%

最多停止供应户数
(东北3县)：约166万
户 (3/11时)

・未供应的约8万户因属
于房屋等流失地区，很
难开展重建工作。未供应：约8万户

水道 约98%

停水：约4.5万户

迄今为止的停水户数
(全国)：约230万户
(截至8/19)

・停水的约4.5万户几乎
全部属于房屋等流失地
区。核电站警戒区等除
外。

加油站 约85%

停止营业 (东北3县)：
相当于主要总经销商系
列SS47%的866(3/20时)

・包括房屋等流失地区、
核电站警戒区等。

停止营业：约130SS



（2）交通 （3）灾害防止对策 

高速公路 

新干线 

机 场 

东北、常磐各高速公路
的开通距离。 

100％ 
通过应急重建开通。 
核电站警戒区域的16.4km 
除外。 

东北、秋田、山形各新
干线的开通距离。 

包括东北地区及茨城的
机场在内，羽田、成田、
新泻机场合计13个机场。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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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最大受灾） （已重建）／（最大受灾） 重建率

ある

河流堤防等

（直辖管理区间） 约82%

海岸堤防

9个水系直辖河流2,115
处

・在1,726处已完成全面重建

・除1处外，已完成应急重建

・在考虑背后地区的重要
性的基础上在优先对策区
间的48.0km区间实施应急
对策

未完成全面重建：389处

（其中，388处已完成应急重建）

项目（最大受灾） （已重建）／（最大受灾） 重建率

基地局 震災当初 停波基地局数： 基地局

约99%道路（直辖国道）

国道4号、国道45号、
国道6号的总开通距离
数1,119km 未通：约1km

・国道4号及6号100％重建、
国道45号99％重建
（480km/481km）。
・核电站警戒区域的42.6km
除外。

铁路（既有干线） 约96%

常磐线、东北线等的总开
通距离数1,011.9km

未通：约35.4km

・东北线等100％重建、常
磐线87％重建。
（240.9km/276.3km）。
・处于核电站警戒区域等内
的区间66.8km除外。

港口 约72%

包括八户港～鹿岛港的
地方港口在内的21个港
口的公共码头数为373
泊位（水深4.5m以上）

・在全部的港口中，部分码头可

利用

・在大部分可利用设施需要实施

重建工程
・在利用设施时，也有存在吃水

限制及承载负荷限制的设施
不能利用：103处

10 主要基础设施等的重建情况② （截至12／16） 

100％ 



11 产业重建状况(截至1/10) 

(1)农业和渔业 

项目(最大受灾) (已重建)/(最大受灾) 重建率 

  

    

    

  

  

  

  

农田 约24% 

东北3县(岩手、宫城、
福岛)的海啸受灾农
田：20,530公顷 

未完成 完成除盐或 
已动工：4,850公顷 

・截至2014年度约90%的

农田重新开始农业运营。 

在海啸中受灾的农业经

营实体(东北及关东地

区5县：福岛县除

外。)：约6,690个经营

实体(地震当时) 

农业经营实体 

・已重新开始经营的约

1,750个经营实体中,包

括重新开始了即使是部

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

业或其准备工作的经营

实体。(截至7/11) 

约26% 

重新开始经营： 
约1,750个经营 

实体 

未重新开始经营： 
约4,940个经营 

实体 

渔港 约66% 

从北海道至千叶县的

7个道县的受灾渔

港：319个渔港 
未完成： 
108个渔港 

可进行即使是部分水
产品卸货：211个渔港 

卸鱼量 注1、2 约57% 

岩手、宫城、福岛各

县的主要鱼市场的卸

鱼量(与去年同月比) 

・如基于金额，与去

年同月比为约66%。 

・今后，预计随着渔

业及养殖业的重新开

始，卸鱼量也将逐渐

恢复。 

与去年同月比 
：约57%(基于数量) 

(下次更新：预定2012年3月) 

(下次更新：预定2012年2月) 

(下次更新：预定2012年2月) 

注1：表示久慈(岩手)、宫古(岩手)、釜石(岩手)、大船渡(岩手)、气仙沼(宫城)、女川(宫城)、
石卷(宫城)、盐釜(宫城)、小名滨(福岛)的2011年11月卸鱼量与去年同月比。 
注2：小名滨的卸鱼量为县外的卸鱼量。(有关福岛县近海，目前所有海面渔业及养殖业都处于自
主停业中。)  

(2)产业复兴 

注：本估算指数是将因“东日本大地震(包括长野县北部地震)”而
适用灾害救助法的市区町村(东京都的回家困难者应对除外)作为
“受灾地区”，未适用灾害救助法的地区作为“受灾地区以外的地
区”，根据指数基础资料《经济产业省生产动态统计调查》的事业
所所在地的不同，分成2类分别统计并计算指数所得出的数值。 
    对工矿业生产指数(全国)的权重和标准数量进行了分割，两类
地区均使用了全国性的季节指数。 
    详情请参照《产业活动分析(2011年4～6月期)》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oppage/report/bunseki/i
ndex.html)。  

    根据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地震所涉及的各地区工矿
业指数”，受灾地区2011年11月的指数为86.5(受灾
前:96.9)，受灾地区以外的地区为90.4(受灾前: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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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需要通过应急工程清
除航线及泊位上的瓦砾的
232个渔港，截至2011年12
月全部完成瓦砾清除。 
・截至2011年度末，预计
90%的渔港可实现即使是部
分水产品卸货。 

(2005年=100，已进行季节调整) 

受灾地区 受灾地区以外的
地区 

2010年 2011年 



12 志愿者活动的情况① 

2．志愿者活动的实绩及今后的预测 
（1）迄今为止的实绩 
  ○实施撤除污泥及瓦砾、清理房屋及河流、海岸、在避难所做饭等。 
  ○把握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迅速应对行政服务不易提供的细致需求中发挥很大作用。  
（2）今后的预测 
  ○要求应对在临时住宅的社区建设支援及心理护理、参与及协助复兴城镇建设等需求，以当地的NPO等团体  
      为中心长期开展细致活动及与地区的行政部门密切合作。 

1．志愿者活动人数及支援体制 
  ○在受灾的3个县，在社会福祉协议会（社协）运营的灾害志愿者中心进行登记并开展活动的志愿者总数共计 
    900,500人（岩手县321,700人、宫城县 434,900人、福岛县143,900人。截至1/8）。也有很多未进行登记 
    而通过NPO、NGO等团体独自开展活动的志愿者。      
  ○灾害志愿者中心的设置数量为每县1个、市町村70个（岩手县24个、宫城县12个、福岛县34个） 
  ○全国社协在各都道府县社协的配合下，开展广域的人员支援（高峰时3个县200人，9月份以后50人） 
 ○除全国的NPO、NGO等团体的网络外，还在各县构建了当地NPO的网络，开展着活动。 
 ○通过政府及民间的网站发布各地最新的面向志愿者的需求等信息。  

3．与行政部门合作 
 ○由NPO、NGO等团体、社协、国家、地方政府等召开联络会议，就具体的课题进行合作。 
 ○当地NPO网络受县委托，实施临时住宅的生活环境调查。 
 ○当地NPO网络受县委托，实施临时住宅的社区建设支援等事业。 
 ○地震后，通过各府省的预算措施，对NPO、NGO等团体及社协实施的这些活动提供侧面支援。 

・在灾区重建中，活跃着很多志愿者。同时，NPO、NGO等团体也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合作，积极地开展着活动。 

・今后，要求志愿者应对临时住宅中的社区建设支援、心理护理等不断扩大化、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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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志愿者活动的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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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的灾害志愿者中心进行登记并开展了活动的人数 

※根据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的统计（截至1月8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