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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犯防火手册相关的咨询
左京区役所地区力量推进室　
TEL：075-702-1029

可疑人员等的相关信息提供、警察安全咨询
川端警察局　  TEL 075-771-0110
下鸭警察局　  TEL 075-703-0110

防火相关的咨询
左京消防署　
TEL 075-723-0119

咨 询 方 式



2016年左京区内的刑事犯罪认知件数为1,307起，较11年前的2006
年约减少64%(-2,333)。 
但现在，自行车的盗窃案件频繁发生，性犯罪等也有发生，我们依然
不能放松警惕。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我们需要采取必要行动，同时，参与地区安全相
关的活动。

2016年左京区内的刑事犯罪认知件数为1,307起，较11年前的2006
年约减少64%(-2,333)。 
但现在，自行车的盗窃案件频繁发生，性犯罪等也有发生，我们依然
不能放松警惕。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我们需要采取必要行动，同时，参与地区安全相
关的活动。

左 京区 刑事 犯 罪认 知件 数的推移

2016年  左 京区各罪 种刑事 犯 罪认 知件 数

在2016年左京区内发生的犯罪被害案件中，自行车盗窃约占整体
的44%。 
我们必须特别关注自行车盗窃。
在排名第二的汽车相关的盗窃中，汽车盗窃件数为4起，车上财物
盗窃件数为82起，汽车部件盗窃件数为28起。
此外，虽未算入认知件数，但对儿童、女性的“骚扰”、“纠缠”事件
仍有发生。
火灾的发生状况
2016年左京区内火灾的发生件数为22起，其中3起为纵火案件。
京都市内火灾的发生件数为42起。 
我们一起努力营造防止纵火的环境吧。

左京区的犯罪发生状况

4000

（件）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2015

576件

114件

23件12件

12件

6件

564件

自行车盗窃

摩托车偷盗入室盗窃

性犯罪 

抢劫

其他

汽车相关的盗窃

1 2



养成锁车的习惯！
离开自行车时，即使时间再短也必须上锁。

最好双重锁定吧！
通过环形链条锁等辅助锁进行双重锁定，
可以更好地提高防盗效果。

最好利用自行车停车场！
请不要把自行车放在路上，应尽量使用有
人看管、或者配备防犯监控器等的自行车
停车场。

最好进行防犯登记！
自行车的防犯登记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养成锁车的习惯！
离开自行车时，即使时间再短也必须上锁。

最好双重锁定吧！
通过环形链条锁等辅助锁进行双重锁定，
可以更好地提高防盗效果。

最好利用自行车停车场！
请不要把自行车放在路上，应尽量使用有
人看管、或者配备防犯监控器等的自行车
停车场。

最好进行防犯登记！
自行车的防犯登记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受害者中一半以上为学生。

◎受害的发生场所由多到少依次是公寓、高级公寓、大学校内、商业设
施、车站等的自行车停车场、道路上。

◎受害者中一半以上自行车都未上锁。

◎受害者中一半以上为学生。

◎受害的发生场所由多到少依次是公寓、高级公寓、大学校内、商业设
施、车站等的自行车停车场、道路上。

◎受害者中一半以上自行车都未上锁。

自行车盗窃对策

被害预防要点

受害的发生状况

双重
锁定
！

环
形

链条
锁

防犯登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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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行车的前车篮中，最好覆盖抢劫预
防罩或者网！

带包时请十字交叉地系在胸前！
带包时最好放在与车道的相反侧。

最好不要“边玩手机边走路”！
走路时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或者戴着耳机
听音乐，对周围的注意力会降低。
即使不会遭遇事件、事故最好也不要这么做。

在自行车的前车篮中，最好覆盖抢劫预
防罩或者网！

带包时请十字交叉地系在胸前！
带包时最好放在与车道的相反侧。

最好不要“边玩手机边走路”！
走路时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或者戴着耳机
听音乐，对周围的注意力会降低。
即使不会遭遇事件、事故最好也不要这么做。

◇请尽可能地记住犯人的服装颜色、
自行车的车牌号、逃走方向等，不要
强制追赶。
◇遭遇侵害或者目击抢劫时，请当场
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抢劫对策

受害的发生状况

◎约60%的受害者出现在使用自行车途中。

◎约85%的受害者为女性，从年龄层来看由多到少依次是20多岁、60
多岁、40多岁、70多岁的女性。

◎从下午8:00到上午1:00是受害的多发时段。

◎约60%的受害者出现在使用自行车途中。

◎约85%的受害者为女性，从年龄层来看由多到少依次是20多岁、60
多岁、40多岁、70多岁的女性。

◎从下午8:00到上午1:00是受害的多发时段。

被害预防要点

抢劫预防网

如果遭遇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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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下场所请务必注意！
【公寓的入口周围】

如果尾随在居民的身后，即使自动锁也可以进入公寓中。

【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
多位于人很难看到的场所。

请务必通过窥视孔或者带监控的对讲机确认来访者！
即将开门时，最好也先挂着防护链接待！

即使住在高层也请务必锁好窗户！
曾经发生过从未上锁的阳台窗户中入侵，进行猥亵的事件。

在如下场所请务必注意！
【公寓的入口周围】

如果尾随在居民的身后，即使自动锁也可以进入公寓中。

【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
多位于人很难看到的场所。

请务必通过窥视孔或者带监控的对讲机确认来访者！
即将开门时，最好也先挂着防护链接待！

即使住在高层也请务必锁好窗户！
曾经发生过从未上锁的阳台窗户中入侵，进行猥亵的事件。

对儿童、妇女进行猥亵、
性骚扰的对策

儿童最好记住下述事项！
①不要跟陌生人走。

②不要乘坐陌生人的车辆。

③不要单独玩耍。

④自己或者朋友被陌生人强行带走时请大声呼救。

⑤出去玩耍时请告知家人和谁在何处玩耍。

⑥遇到紧急情况请立即告知大人。

儿童最好记住下述事项！
①不要跟陌生人走。

②不要乘坐陌生人的车辆。

③不要单独玩耍。

④自己或者朋友被陌生人强行带走时请大声呼救。

⑤出去玩耍时请告知家人和谁在何处玩耍。

⑥遇到紧急情况请立即告知大人。

被害预防要点！

防犯蜂鸣器

最好从明亮、有行人的道路上通行！

最好不要戴着耳机听音乐，一边使

用智能手机、手机一边走路！

最好携带防犯蜂鸣器！

最好从明亮、有行人的道路上通行！

最好不要戴着耳机听音乐，一边使

用智能手机、手机一边走路！

最好携带防犯蜂鸣器！

路上

自家

请通过窥视孔或者带监控的对讲机进行确认！

必须注意入口周围！

即使住在高层也要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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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盗窃对策 空宅、住宅侵入对策

被害预防要点

被害预防要点

车载导航仪防
盗螺
钉

车牌防盗螺钉

最好锁好正门、窗户！
在短时间外出、在家时也最好锁好。

最好在正门、窗户上安装辅助锁！
窗户最好采用防盗玻璃，或者粘贴防盗膜！

最好安装防盗灯、感应灯或者警报器！

降低栅栏或者植物的高度，消除死角或者藏身场所！

发现可疑人员后最好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110报警电话”

最好锁好正门、窗户！
在短时间外出、在家时也最好锁好。

最好在正门、窗户上安装辅助锁！
窗户最好采用防盗玻璃，或者粘贴防盗膜！

最好安装防盗灯、感应灯或者警报器！

降低栅栏或者植物的高度，消除死角或者藏身场所！

发现可疑人员后最好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110报警电话”

正门、窗户

房屋 周围

最好不要在车内留存财物！
砸坏车窗玻璃，或者撬开车门，盗窃车中手包、
钱包等“车上财物”的盗窃案件频繁发生。

离开汽车时，最好上锁。
请务必拔出车钥匙，关闭车窗，关好车门。

最好采取车牌盗窃对策！
通过安装“车牌防盗螺钉”*可以提高防盗效果。

最好采取车载导航仪盗窃对策！
最好安装“车载导航仪防盗螺钉”※。

最好不要在车内留存财物！
砸坏车窗玻璃，或者撬开车门，盗窃车中手包、
钱包等“车上财物”的盗窃案件频繁发生。

离开汽车时，最好上锁。
请务必拔出车钥匙，关闭车窗，关好车门。

最好采取车牌盗窃对策！
通过安装“车牌防盗螺钉”*可以提高防盗效果。

最好采取车载导航仪盗窃对策！
最好安装“车载导航仪防盗螺钉”※。

※可以在DIY店等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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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周围等最好不要放置易燃物品！

屋门、库房一定锁好，防止可疑人员入侵！

夜晚最好打开室外照明，保持明亮！

最好设置感应灯等可以有效防止纵火火灾的机器！

最好积极参与预防纵火火灾的地区活动！

汽车、摩托车的车衣最好使用阻燃品等，推进各种纵火防止对策！

在火灾发生后，最好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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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积极参与预防纵火火灾的地区活动！

汽车、摩托车的车衣最好使用阻燃品等，推进各种纵火防止对策！

在火灾发生后，最好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建筑物的周围等最好不要放置易燃物品！

屋门、库房一定锁好，防止可疑人员入侵！

夜晚最好打开室外照明，保持明亮！

最好设置感应灯等可以有效防止纵火火灾的机器！

最好积极参与预防纵火火灾的地区活动！

汽车、摩托车的车衣最好使用阻燃品等，推进各种纵火防止对策！

在火灾发生后，最好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

香烟的注意事项！
最好设置吸烟区。
最好不要在被褥的周围吸烟。

加热器具的注意事项！
在火炉的周围最好不要放置易燃物。

炉灶的注意事项！
离开厨房时，请熄火。

蜡烛和熏香的注意事项！
最好注意蜡烛、熏香的倾倒、掉落。

电气火灾的注意事项！
最好不要在未拔插头的状态下进行扫除。

对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进行动作检查！
在检查中如有异常，请更换新的警报器。

香烟的注意事项！
最好设置吸烟区。
最好不要在被褥的周围吸烟。

加热器具的注意事项！
在火炉的周围最好不要放置易燃物。

炉灶的注意事项！
离开厨房时，请熄火。

蜡烛和熏香的注意事项！
最好注意蜡烛、熏香的倾倒、掉落。

电气火灾的注意事项！
最好不要在未拔插头的状态下进行扫除。

对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进行动作检查！
在检查中如有异常，请更换新的警报器。

纵火、火灾对策

纵火预防要点纵火预防要点

火灾预防要点火灾预防要点
住
宅用火灾警报

器

炉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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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录 防 灾 、 防 犯 信 息 邮 件 吧 。

京都府警察局一直向各位居民发
布有助于防犯的防犯、犯罪信息。
请务必登录。
※以日语发布。

京都府警察局一直向各位居民发
布有助于防犯的防犯、犯罪信息。
请务必登录。
※以日语发布。

在京都市，为了进一步打造让市民放心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一直
致力于“全世界最放心安全、热情好客的都市京都  市民全体推进运
动”这一举措。居民和警察、政府一起预防地区犯罪。 

在京都市，为了进一步打造让市民放心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一直
致力于“全世界最放心安全、热情好客的都市京都  市民全体推进运
动”这一举措。居民和警察、政府一起预防地区犯罪。 

打 造 放 心 安 全 生 活 的 举 措  

登录方法
① 向anzen@k-anshin.pref.kyoto.jp发送一封空白邮件
② 从回信邮件中附带的登录用URL连接网址
③ 确认防灾、防犯信息邮件发布系统的使用规则
④ 进入登录手续

●左 京区的 举 措事例●

防犯摄像机的安装
　对地区居民团体安装防犯摄像机时的经费进行补助。
　　　
支援地区防犯活动
　对地区防范活动的经费进行补助。
　此外，我们还提供教育材料。
　　　
召开园艺教室
　在正门等处种植花草，推进营造不易发生犯罪的环境。

启发活动
　为了提高防犯意识，正举行启发活动。

防犯摄像机的安装
　对地区居民团体安装防犯摄像机时的经费进行补助。
　　　
支援地区防犯活动
　对地区防范活动的经费进行补助。
　此外，我们还提供教育材料。
　　　
召开园艺教室
　在正门等处种植花草，推进营造不易发生犯罪的环境。

启发活动
　为了提高防犯意识，正举行启发活动。

儿童安全信息
·针对儿童（中学生以下）的骚扰、纠缠、写真拍摄等

的可疑人员信息
·公然猥亵事件、暴行事件等的发生信息

地区防犯信息、事件
·针对女性的骚扰、公然猥亵事件等的发生信息
·抢劫、盗窃事件发生信息

检举、解决信息
·关于发布信息的犯人的检举、逮捕信息

儿童安全信息
·针对儿童（中学生以下）的骚扰、纠缠、写真拍摄等

的可疑人员信息
·公然猥亵事件、暴行事件等的发生信息

地区防犯信息、事件
·针对女性的骚扰、公然猥亵事件等的发生信息
·抢劫、盗窃事件发生信息

检举、解决信息
·关于发布信息的犯人的检举、逮捕信息

●发布中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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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犯防火手册相关的咨询
左京区役所地区力量推进室　
TEL：075-702-1029

可疑人员等的相关信息提供、警察安全咨询
川端警察局　  TEL 075-771-0110
下鸭警察局　  TEL 075-703-0110

防火相关的咨询
左京消防署　
TEL 075-723-0119

咨 询 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