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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ＵＲ都市機構之沿革



1-1. 都市再生機構概要
 名 稱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BAN RENAISSANCE AGENCY）

（簡稱：UR都市機構）
 設 立 2004年7月1日
 資本額 10,717億日圓（明細：政府10,697億日圓、地方公共團體20億日圓）（2016年底）
 所在地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本町6-50-1
 幹部人數 幹部13名（理事⾧1名・副理事⾧1名・理事8名、監事3名）（2017年7月14日）
 全職人員 職員3,199人 （201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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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日本住宅公團
＜在大都市大量提供住宅＞
・租賃住宅・分售住宅（公寓）

1975年～ 住宅地開發公團
＜在大都市周圍開發新市鎮，大量供應住宅地＞
・開發千葉新市鎮等
・整建千葉新市鎮鐵路

1999年～ 都市基礎整建公團
＜民間能做到的事交給民間＞
＜抑制都市向外延伸＞
→從分售住宅（公寓）撤退

（大都市）

（地方都市）

（大都市）

（大都市）

（大都市）
1981年～
住宅・都市整建公團
大量供應住宅・住宅地、
・都市再開發

（港未來等）
・公園整建業務 等

1974年～
地區振興整建公團
[地方都市整建部門]
＜大都市人口・產業分散至地方＞
・開發磐城新市鎮・⾧岡新市鎮等
・地方都市再開發

１-2. 至設立都市再生機構為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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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朝三大都市圏移動人數的變化

為機構前身的日本住宅公團，乃是為了因應昭和30年(1955年)經濟高度成⾧後，人口急速朝都市圏移動，供應大量共同住宅給中間勞動階層而設立的。
※當初公團住宅的房租為原價，但房租水平高，因此稱為「高嶺之花」。（當初供應的住宅（約40㎡）房租4,600日圓／月、國家公務員任職初期8,700日圓／月）

因此，建物折舊攤平期間為70年，並推出為建造房子而貸款時，將補助貸款利息等措施。

■住宅供應實績變化（租賃・分售）

（千人） （戸）
租賃住宅管理戸數：約74萬戸（H27年底(2015年)）
分售住宅供應戸數：約28萬戸（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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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 都市再生機構

《整理合理化計劃》（H13(2001年)閣議決定）
→ 開發新市鎮 ： 同時從大都市・地方都市撤退。
（未著手新事業。既有事業包括中止・縮小在內，全面修改事業內容並儘早處理完畢。 ）

→租 賃 住 宅 ： 原則上停止供應新住宅，改由民間租賃住宅支援。
→鐵 路 ： 將事業讓渡予民間鐵路業者。
→國營公園內的收費設施 ： 停止進行新事業。

修改業務內容

○ 管理既有的租賃住宅（包括增建、改建）、繼續改建

引導民間參與都市再生的業務

管理租賃住宅等業務

○ 為推動都市再生，將實施業務的區域限定在既有的市區街道
○ 從全權自行處理的『全組型』，轉型成引導民間投資的『後援型』

2004年7月1日設立

1-4. 設立ＵＲ都市再生機構



定位為政策性事業，建造新市鎮，供應住宅・住宅地。
○新市鎮

→停止進行新事業。儘早完成工程，於2018年度前土地提供、處理完畢。

○特定公園施設
國營公園內的收費設施由機構調度資金後設置・管理。

→停止進行新事業。至2018年度為止完成業務。

過

往

業

務

包括高齡者和育兒家庭等居住弱勢的安全網功能在內，提供社會上必要的租賃住宅
○租賃住宅

→原則上退出新建造→約74萬戸租賃住宅存量再生・活用
○都市再生
和民間業者、地方公共團體分擔職責，同時推動政策意義高的都市再生。

→整合構想、企劃、各項條件→以夥伴身分參與事業
○地震災區復興
協助受災地區復興和加強都市防災功能。→推動建造能抵擋災害的城鎮

首里城：國營沖繩紀念公園（沖繩縣）

大手町連鎖型都市再生專案（東京都）

高島平住宅區（東京都）

越谷Lake Town（埼玉縣）

女川町中心區（宮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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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階段ＵＲ都市再生機構的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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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ＵＲ設立初期之經營方針和資產等運用之方式（第１期中期計劃和實績等）



2-1.ＵＲ都市機構設立時之概況

9

1．幹部 16名

２．職員 4,655名

３．Ｂ/Ｓ

資產合計 17兆4,900億日圓

負債合計 17兆3,600億日圓

（長期貸款13兆4,674億円（財政融資資金11兆7,661億日圓)）

資本額 8,600億日圓

結轉虧損 7,300億日圓

４．預算計劃（2004年度（７月～３月））

預計收入 ２兆6,662億日圓

（貸款和債權收入１兆4,361億日圓、業務收入1兆1,026億日圓）

預計支出 ２兆6,915億日圓

（償還貸款等１兆4,166億日圓、支付利息4,503億日圓、

業務經費7,569億日圓）

５．ＮＴ(新市鎮)剩餘待處分面積

5,900ha

６．租賃住宅管理戸數

766,226戸



2-2. 何謂「獨立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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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概要

○在公共性高的事務・事業之中，不必由國家直接實施，

但若不委託予民間處理，將無法順利實施之事務、事業

○設定法人目標和確定進行評估之架構

○確保法人在財務營運、組織・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律及彈性

２ 基本架構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法

以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為基本，規定共通的法律事項

規定和各法人之名稱、目的、業務範圍、組織營運

等相關的法律事項 〔個別法〕

（目的）

第１條 本法律乃是規定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之名稱、目的、業務範圍等相關事項。

（機構目的）

第３條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以下簡稱為「機構」。）對於整建經營便利都市活動和豐富都市生活之基盤上，無法充分因應社會經

濟變化之大都市及地區社會中心之都市，透過支援整建、改善市區街道和供應租賃住宅相關業務，提升都市功能和居住環境水平，使其

足以面對社會經濟局勢之變化，謀求都市再生，同時接手繼承自都市基礎整建公團（以下簡稱「都市公團」。）之管理租賃住宅等業務，以

確保擁有良好居住環境之租賃住宅穩定，進而有助於都市健全發展和國民生活穩定、水平提升。



○ 在中期之期間（3～5年）內，應達成之業務營運相關目標
・ 中期目標之期間・ 提升業務營運效率相關事項・ 提供予國民之服務，以及提升業務品質相關事項・ 改善財務内容相關事項・ 其他業務營運相重要事項

中期目標 （通則法第29條）

國土交通省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

2-3. 「中期目標」・「中期計劃」・「年度計劃」之關係
(UR發跡時）

中期計劃 （通則法第30條） 年度計劃 （通則法第31條）

主務大臣（國土交通大臣）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

財務大臣

●欲決定中期目標或同意中期計劃時

聽取意見

協議

根據中期目標制定

○ 為達成中期目而制定的計劃
・ 達成提升業務營運效率相關目標而應採取的措施・ 為提供服務予國民，以及達成提升業務品質相關目標而應採取的措施・ 預算、收支計劃及資金計劃・ 短期貸款額度上限、讓渡重要財產等之計劃、剩餘款項的用途、其他業務營運相關事項

根據中期計劃制定 ○ 依據中期計劃制定各事業年度營運業務相關計劃
・ 為達成中期計劃，而制定各事業年度具體計劃・ 原則上項目和中期計劃相同

報告實績 評價●各事業年度結束時以及中期目標期間結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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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４.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2004～08年度）
１．改善經營狀況

２．都市再生事業・租賃住宅事業

３．新市鎮整建事業等 （過渡性事業）

○ 確實執行經營改善計劃，減少結轉虧損金 1,900億日圓。○ 包括收益有問題的專案處分用地在內，全面修正事業，藉由處分持有的資產等，加強財務基礎，減少有息負債。

≪都市再生事業≫○ 民間業者為了都市再生，整建相關條件、提供支援整合事宜【大都市140件、地方都市40件】活用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土地區劃整合事業等各種事業制度，整建地基、建地【大都市260個地區、地方都市6個地區】建整建地，由民間業者協助提供優質租賃住宅【整建建地，協助提供13,000個住宅】 等≪租賃住宅事業≫○ 為了能適當活用從都市基礎整建公團承接的既有租賃住宅存量等，制定住宅存量綜合活用計劃，決定中・⾧期方針。○ 為促使既有租賃住宅存量等再生、進一步活用，並推動居住性能提升、無障礙化等，和地方公共團體等合作，著手進行改建事業。
4. 提升經營效率等
○ 全職人員有計劃地減少平成13年度(2001年)全職人員4,970人的2成約1,000人。○ 相關法人從平成13年度58間，整理至約一半的30間左右。

○ 新市鎮事業一共提供・處理2,000ha以上的用地。○ 特定公園設施業務透過經營合理化等，改善經營狀況。○ 分售住宅業務等於中期計劃期間內完成業務。



１．改善經營狀況

和機構設立時相比，減少約５成
• 雖然因為雷曼兄弟事件等，造成景氣急遽惡化，但設立機構以來，順利改善狀況，在中期計劃的期間裡，獲得3,327億日圓的利潤。
• 正因如此，機構設立時7,288億日圓的結轉虧損減少約5成。

減少結轉虧損金

減少有息負債

目標數值項目 計画劃 實績
○降低結轉虧損金 1,900億日圓 3,357億日圓
○附低一般管理費 15％（當時）（20％（Ｈ17.7變更）

20％以上

○降低事業費 25％ 25％以上

比機構設立時減少2.5兆日圓以上
• 為促使供應、處分販售用不動產，以及致力於利用、壓縮持有之資產，將機構設立時多達16兆日圓的有息負債，減少至約13兆7,000億日圓。

＜ 改 善 經 營 狀 況 相 關 目 標 數 值 等 ＞

≪損益變化≫ （單位：億日圓）
04年度 05年度 06年度 07年度 08年度 計

566 781 955 741 282 3,327

Ｈ16.7 Ｈ19期末 Ｈ20期末

16兆

14兆

12兆

0兆

10兆

(1兆9,998億)

13兆6,974億

(11兆9,250億)

(1兆7,188億)

(11兆9,786億)

13兆9,249億
16兆2,771億

平１９期末 平２０期末平１６．７

経過勘定

都市勘定

経過勘定

都市勘定

比機構設立時

減少２.５兆日圓以上

2-5.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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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帳目
都市帳目



負債資本合計資產合計 負債資本合計資產合計

（備註）

負債合計管理租賃住宅

新市鎮整建

其他 資本

既有市區街道整建等

管理租賃住宅

既有市區街道整建等

新市鎮整建

其他
虧損 資本

・時價評估前為舊都市公團首舊地區公團（勘察地方都市開發整建等事業）的合算值。・數值四捨五入，故合計後未必會和下方的合計值一致。

8兆4,100億

2兆5,200億

5兆9,300億

6,500億

18兆2,900億日圓 18兆2,900億日圓

9,100億

政府資金貸款

民間貸款

整建都市基礎債券等

其他

17兆3,800億

12兆2,800億

2兆8,100億

1兆2,400億

1兆400億

11兆3,600億
（＋2兆9,500億）

17兆4,900億日圓 17兆4,900億日圓

1兆9,100億（▲6,000億）

3兆200億（▲2兆9,000億）

5,100億 （▲1,400億）
7,300億

負債合計
17兆3,600億

政府資金貸款

民間貸款

整建都市基礎債券等

其他

12兆2,800億

2兆8,100億

1兆2,400億

1兆300億

8,600億

6,800億分售住宅分期付款等 （▲1,100億）
分售住宅分期付款等7,800億

時價評估前（6/30/2004） 時價評估後（7/1/2004）

（參考）都市再生機構開始時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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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再生事業

推動整合
• 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整合261件。
• 都市再生緊急建整區域內的地區為中心，於大都市推行整合，同時找出地方都市的地區資源、調整事業實施階段等，全面進行整合。

整建都市再生據點

提升都市防災性能

實施事業
• 在地方公共團及民間業者職責分擔適當之下，活用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土地區劃整理事業等各種制度，於225個地區實施事業。
• 在相關公共設施（道路、下水道等）未整建，會阻礙事業化的17個地區內著手整建上述設施，並支援民間業者的再開發事業等。

目標數值項目 計劃 實績
○整合 180件・大都市 140件・地方都市 40件

261件・大都市 172件・地方都市 89件
○整建相關公共設施 17個地區 17個地區
○整建都市公園 50處 50處

參考數值項目 計劃 實績
○實施事業 266個地區 225個地區
○全面整建完畢 559ha 527ha
○供應建地 211ha 183ha
○防災環境軸整備 5地区 2地区
○防災公園整備 13地区 13地区
○民間供給支援型賃貸住宅の敷地整備 13,000戸 8,330戸整建、改善密集市區街道等的措施

• 委託地方公共團体等，於47個地區進行整合業務。
• 在和地方公共團體適當合作之下，於11個地區整建都市計劃道路和主要生活道路等，推動改建、改善密集市區街道。

＜ 都 市 再 生 事 業 相 關 目 標 數 值 等 ＞

2-5.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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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團體等合作，推動改建事業
• 因應期中制定「 UR租賃住宅存量再生・重整方針」，在1965-75年左右變更已管理住宅區全面改建方針，於133個地區實施事業。
• 整建建地方面，和地方公共團體、民間業者合作，作為福祉設施和民間住宅用地等。

再生・活用既有租賃住宅存量等

適當管理租賃住宅等

制定住宅存量再生・重整方針
• 遵照在設立機構時，同步制定的「住宅存量綜合活用計劃」，進一步考量未來社會經環境變化・確保機構經營健全性等，於2017年12月制定『UR租賃住宅存量再生・重整方針』，決定至2018年度為止之方向。

目標数値項目 計劃 實績
○無障礙住宅的比率 ４成 ４成
○管理的租賃住宅建立超高速・高速的網路環境 已完成 已完成

○建設的UR租賃住宅，符合１９９９年節能基準 100％ 100％

○鋼製窗框採用鋁製等修繕計劃 已完成 已完成
○建設的UR租賃住宅標示住宅性能 100％ 100％

參考數值項目 計劃 實績
○實施改建事業的地區數 150個地區 133個地區
○完成改建事業的地區數 70個地區 64個地區
○因應改建事業，剩餘建地供應面積 100ha 99ha推行無障礙化、ＩＴ化等，提升住宅性能

• 期間中發包的UR租賃住宅全面無障礙化。既有租賃住宅也著手改建，進行改良等，推動無障礙化。
• 至平成18年底(2006年)為止，UR租賃住宅存量已全面ＩＴ化等，提升住宅性能。

＜ 賃 貸 住 宅 事 業 に 係 る 目 標 数 値 等 ＞

３．租賃住宅事業
2-5.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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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市鎮整建事業等 （過渡措施業務）

從根本修正新市鎮事業，推動供應・處分用地
• 包含中止・縮小在內，從根本修正事業計劃。
• 用地保持原樣，直接供應作為新市鎮用地等，致力於找尋適合的販售方式，一共供應・處分約2,600ha用地。

推動有助於完成業務之措施

完成業務

改善特定公園設施業務之經營狀況等
• 不再建造新設施，既有設施進一步加強營運，增加公園設施使用者人數，且廢止收益低的設施等，藉由經營合理化等改善經營狀況。

目標数値項目 計劃 實績
○供應・處分新市鎮用地 2,000ha以上 約2,600ha
○特定公園設施使用者人數增加率（和過去5年比較） 5％ 38％

• 分售住宅業務等將附則定位之分售及租賃住宅，一同供應作為住宅地使用或讓渡建地等，完成業務。
• 第三種鐵路事業（小室～印旛日本醫大間）在機構設立時，將事業讓渡予民間業者，完成業務。

＜ 新 市 鎮 整 建 事 業 等 相 關 目 標 數值等 ＞

2-5.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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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經營效率化等

2003年度4,690名至2008年度剩下3,994名（約▲15％）
• 致力於有效、有效率配置職員，且減少遞補退職人員空缺的人數等，削減人事成本。

減少全職人員的人數

子公司・相關公司等整頓、合理化

2-5. ＵＲ都市機構第１期中期計劃達成狀況

2001年度58間減少至約一半28間
• 取得機構以外的地方公共團體等股東理解，販售股票作為出資、經營合理化等觀點出發，推動整合廢等。
• 此外，和相關法人締結的任意契約從根本修正業務內容，原則上，全數移轉成具競爭性的契約。

18



2-6. ＵＲ都市機構第２期中期計劃（2009～13年度）的背景

政策方面的課題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

經營方面的課題
○提升都市功能的水平・防災性能、活用地方都市等地區、對應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
○實施都市再生事業的基準
○UR租賃住宅存量再生・重整方針

・愈來愈關心安全・安心等議題

○成為獨立的經營體，尋求⾧期穩定的經營模式
○儘早解決結轉虧損問題

○最大限度活用機構的人材、專業知識、技術能力等經營資源，對應政策方面的課題。
○遵循獨立行政法人整頓合理化計劃，確實修改業務內容。
○因應愈形多樣的國民需求，負起率先開創的責任。
○在嚴竣的社會經濟環境之下，藉由喚起民間需求，促使經濟再生。
○確保業務的公共性、透明度及自主性，有效率地達行法人的任務。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措施方向≫

○人口減少、少子高齡化
○地球環境問題
○生活模式多樣化
○國民需求變化

○經濟環境急遽變化
不動產市場景氣好

○地方都市經濟環境等的變化
都市機能擴散等

全球性經濟危機⇒ 民間業者投資意願衰退

中心市區街道衰退
⇒地區經濟活力疲乏

對應整頓、合理化計劃等
19



1. 改善經營狀況

2. 都市再生事業・租賃住宅事業

3. 整建新市鎮事業等
（過渡措施業務）

○ 確實執行經營改善計劃，降低一共2,200億日圓 的結轉虧損金。（至平成19年底(2007年)為止約減少一半。）○ 新市鎮事業等勘察土地價格趨勢，不再整建住宅地，在維持現狀之下處理土地等，進一步推動處分土地，一共供應・處分2,600ha以上的用地。

○ 新市鎮事業供應・處分2,600ha以上的用地。○ 已於約6處的國營公園完成特定公園設施業務。

≪都市再生事業≫○ 引進民間業者踏入都市再生事業的整合案件約360件左右（其中，地方都市：100件左右、人口密集都市：40件
左右）。○ 在地方公共團及民間業者職責分擔適當之下，於160個地區實施事業。≪租賃住宅事業≫○ 依據「ＵＲ租賃住宅存量再生・重整方針」等，確實推動住宅存量再生・活用等。（約4萬戸進行重整，約減少2萬戸的住宅存量）○ 因應⾧壽社會，提供約1.5萬戸左右的照護型住宅、無障礙化住宅等，將重點放在建立高齡者、育兒家庭等的住宅安全網上。○ 同時整建租賃住宅硬體・軟體環境，並且和地方公共團體等合作，引進設施等，陸續全面打造能對應多種需求的環境。 4. 提升經營效率等

○ 提升業務營運效率，將原本4,000人的職員人數減少2成左右。○ 相關法人遵循整頓合理化計劃，修訂任意契約等，採取能提升透明度的措施等。○ 依循政策目的修改業務內容，接受執行前述業務之組織的形態評價結果（結論至2010年12月為止），採取適合的因應對策。

2-7. ＵＲ都市機構第２期中期計劃（2009～13年度）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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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行政改革和第３期中期計劃
－民間業者補足、與地方公共團體合作－



H9.6.6閣議決定 特殊法人等之整頓、合理化 採取適當的過渡措施，退出分售住宅事業
H13.12.19閣議決定 特殊法人等整頓合理化計劃 停止新住宅地分售事業（新市鎮開發事業）停止自行取得土地，新建造租賃住宅
H19.12.24閣議決定 獨立行政法人整頓合理化計劃 都市再生事業之目的限定於國家政策原則上，不再因應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等，供應新租賃住宅修訂業務，檢討組織型態，並於３年後提出結論
H21.12.25閣議決定 從根本審視獨立行政法人 凍結「獨立行政法人整頓合理化計劃」（H19(2007年).12.24閣議決定）
H22.12.7閣議決定 修正獨立行政法人事務・事業之基本方針

都市再生事業明確制定實施基準，縮小事業規模租賃住宅事業將市場房租水平往民間水準靠近，高齡者・低所得者住宅由自治體或國家經營
H24.1.20閣議決定
H24.2～8(共16回)H24.8報告

修正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及組織之基本方針

都市再生機構模式相關調查會（行政機關：内閣府）

修改業務內容，同時討論分割・重整，縮減規模在進行討論之際，召開外界知識淵博者一同參與討論的會議，並在H24年(2012年)夏季前提出結論重新編排改善營運的領域和由企業經營的領域，並明確規定各領域的行動原則，改善收支狀況等建立兩法人之間移轉利潤的體制、既有債務連帶保證等，確實削減高額的債務
H25.1.24閣議決定 平成25年度編排預算之基本方針 凍結「修訂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及組織之基本方針」（H24.1.20閣議決定）(2012年)
H25.10～12(計8回)H25.12報告
H25.12.24閣議決定

行政改革推動會議 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相關小組委員會 第４ＷＧ（行政機關：行政改革事務局）
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基本方針

都心區高價租賃住宅依據轉租契約，委由民間業者經營，未來將在不會造成經營負擔過重之下賣出住宅在進行改革之際，制定分５年、10年、20年的經營改善計劃
22

3-1. 行政改革經過



兼顧「徹底由民間業者補足」和「財務結構健全化」，ＵＲ做好原本承擔的職責。

【租賃住宅事業】
 結束供應大量的住宅予中堅階層勞工、推動移往都心區居住等政策性目的。
 在有計劃地縮小規模的前提下，既有的住宅區具有高齡者等住宅安全網的功能。

亦根據由民間業者補足的觀點，明確制定今後ＵＲ的職責。
○ 事業資金幾乎（約13兆日圓）都依存於有息負責，設立時合計的結轉虧損金仍殘留至今。
○ 面臨到利息上升、人口減少造成房租收入減少、老舊化等風險

最重要的就是儘可能早期降底高額的負債，以現金流達最大為目標，採取讓經營體制健全的策略。

早期採取租賃住宅事業收支改善策略，根據其收益狀況，加快住宅區整合廢除的速度。即使明顯受到利息上升等因素影響的時期，亦根據時間軸進行改革，確保能永續經營。
【具體改革內容】① 都心區的高價租賃住宅（約13,000戸）轉租予民間業者，以增加收入，並在不會造成經營負擔過重之下，於日後將其售出。
② 位於郊外的住宅地等，藉由 ⅰ合理的房租規則、 ⅱ大幅度降低相關公司（ＵＲ子公司）管理業務的成本、 ⅲ積極整合、廢除效益低的住宅地等，大幅改善收支狀況。
③ 至平成30年度(2018年)為止，相關公司（26間）數量減半。
④ 在注意不會造成ＵＲ經營惡化之下，於預設將急速邁向高齡化的地區內，引進福祉醫療設施至住宅區等。
⑤ 執行都市再生業務的方法保留彈性，以增加賺到利潤的機會。
⑥ 確保支援東日本大地震復興事業的人員體制。 等

解決目前面臨到的財務課題，讓財務結構更加健全。 決定讓財務結構健全化，並從民間業者補足的觀點採取措施，提出標上時間軸的改革方案。

○２０年裡改善約1兆日圓左右的現金流
○有息負債從24年底(2012年)10.7兆日圓→45年底(2033年)剩下7.6兆日圓，約減少3兆日圓

【都市再生事業】
 大都市展開都市再生，同時和人才、專業知識不足的自治體合作，提案地方都市再生，可望日後居中負責協調。
【新市鎮事業】
 儘早完成平成26年度(2014年)之後剩下的工程，努力確保最低限度的損失，在平成30年(2018年)前完成供應・處分土地。
【災害復興事業】
 在復興事業即將進入高峰的時期，災害復興事業乃是最優先的業務，因此將預設必須加強體制、確保所需人員足夠。 23

3-2.都市再生機構之改革について（行政改革推動會議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小組委員會第４ＷＧ報告書重點）
改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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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基本方針（平成25年(2013年)12月24日閣議決定）（節錄都市再生機構相關內容）

⑧ 加強東日本大地震相關體制（平成26年(2014年)4月1日時有400名），以及維持人員規模水平（平成26年(2014年)4月1日時3,233名）
⑨ 相關公司之數量（現在26間）減半（至平成30年度(2019年)）
⑩ 討論都市再生機構技術研究所是否由獨立行政法人建築研究所管轄（平成26年(2014年)中期提出結論）
⑪ 制定分成５年、10年、20年的經營改善計劃，建立採納民間專業知識的執行計劃體制

１．租賃住宅事業相關
① 活用ＵＲ租賃住宅區，於該住宅區所在地區內設置福祉醫療據點
② 都心區高價租賃住宅（約13,000戸）採取轉租模式（平成26年(2014起)陸續實施）
③ 考量居民能穩定居住，加速整合、廢除效益低的住宅區等，並具體制定實施計劃（平成26年度(2014年)中期）
④ 降低相關公司修繕租賃住宅等業務的成本（自平成26年度(2014年)開始，在3年內降低至比平成25年度(2013年)少10％）、討論相關公司經營模式（至平成29年度(2017年)提出結論）
⑤ 根據入住率等供需狀況，有彈性地調降或調漲招募入住的房租（自平成26年(2014年)起），擴大持續租屋時的租金調升幅度等，重新審視房租規定（平成27年度(2015年)中期）、提撥公費，對低所得的高齡者提供政策性減免房租等措施

２．都市再生事業相關
⑥ 活用開發型SPC（因應特別目的而成立的公司）等，合作方式更為多樣，加強支援民間業者，以確保收益合理３．新市鎮事業相關
⑦ 儘早完成工程、土地供應・處分完畢（至平成30年度(2019年)為止。平成25年底(2013年)約1,800ha）

４．組織等



① 移轉重心，從硬體為中心的措施，改成以軟體為主的措施
・ 活用ＵＲ租賃住宅區，建立地區性醫療福祉據點
・ 建立能使用看顧等服務的環境

② 加強民間合作、活用民間專業知識
・ 和民間合作的方式更加多樣，推動都市再生
・ 高價租賃住宅引進民間經營方式，以提升利潤率
・ 採行ＣＭ方式，活用民間技術能力・人力資源，加快復興的速度

③ 和地方公共團體等合作，協助建造安全・安心的城鎮
・ 加強支援地震災區復興的體制
・ 活用機構的經驗、專業知識，加強都市的防災功能

① 眼光放至20年後，制定經營改善計劃② 在第三期中期目標的期間內，以解決結轉虧損金和改善租賃住宅事業收支結構為最優先

○ 機構為國家級的政策執行機關，須儘力完成任務，
（1） 隨著社會少子化、高齡化和防災意識高漲，重心改為因應國民需求變化，制定措施

（2）確保經營基礎穩固，以便能持續・穩定地達成任務

25

3-4. 第３期中期計劃（2014～18年度）的概要
（1) 基本方針



○ 推動加強都市國際競爭力、地方都市成為緊密城市、提升防災性能等政策意義高的事業・ 合作方式更加多樣，加強支援民間 （彈性管理資產，將風險降低最低）
推動政策意義高的都市再生都市再生事業

建立因應超高齡社會的住宅・社區租賃住宅事業○ 整建住宅區的環境，並且建立地區性醫療福祉據點，提供地區必要的醫療・照護服務○ ＵＲ租賃住宅建立基本上，能使用看顧服務等的環境○ 協助高齡者、育兒家庭等政策上必須多加考量的人順利入住，建立混合型社區
・ 根據各住宅區各自的特性和需求，推動住宅存量再生・重整
・ 都心區高價租賃住宅引進轉租等民間經營方式
・ 活用相關公司，降低管理成本、確保合理的房租收入

實施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相關業務地震災區復興事業○ 進一步加快地震災區復興的速度
・ 以支援復興為最優先的業務，加強體制・確保所需人員足夠
・徹底管理、執行收入支出・工程等，採行ＣＭ方式等，活用民間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源 26

(2) 各事業主要措施 （1/2）
3-4. 第３期中期計劃（2014～18年度）的概要



過渡業務
≪新市鎮事業≫
○ 努力謀求利潤最大化，於平成30年度(2018年)前完成土地之供應・處分

（早期完成平成26年度(2014年)之後剩下的工程）
○ 租賃住宅地之資產須注意土地價格趨勢等，儘可能讓渡出去，努力壓縮資産・負債。此外，於中期目標的期間內，具體制定管理處分方針。
≪管理特定公園設施≫
○ 推動有助於平成30年度(2018年)前完成業務的措施

相關法人之措施
○ 透過整合經營、售出公司股票作為出資用等方式，至2018年度為止將26間相關公司減半

提升業務營運效率相關事項等
○ 發包方式多樣化等，全面降低成本
○ 提升業務效率、縮減組織體系
○ 培養・活用具備業務・經營相關管理能力的人才

27

(2)各事業主要措施 （2/2）
3-4. 第３期中期計劃（2014～18年度）的概要



2 政策實現效果的目標 根據地區特性和政策目的，設定政策實現效果的目標

（１）檢驗支援民間都市再生事業之狀況
1 政策意義定位為國家參與之計劃，由國家確認計劃內容・ 加強國際競爭力、整建交通樞紐 等＊「國家參與之計劃」・・・屬於都市再生緊急整建地區的區域等。

3 確認地方公共團體和土地所有權人等的意願（1）地方公共團體的要求根據地區造鎮等觀點，判斷必須由UR都市機構實施事業等內容（2）土地所有權人等的要求判斷只有民間業者將難以實施事業的內容
4 確認民間業者進行的困難度和支援民間業者（1）確認民間業者實施事業的意願在取得地方公共團體和土地所有權人等的同意之下，招募事業者取代UR都市機構，實施事業，結果無應募者滿足條件要求
（2）確認由民間支援的內容・ 降低⾧期風險・ 調整至中立・具公平性
5 確認事業效益確認因實施事業，所預設的現金流淨變現值（貼現率原則上為4％）和事業收支狀況

286 投資之事業中，機構投資佔有的比率 原則上機構單獨投資部分佔有比率非最大者

3-5. 都市再生事業實施基準之概要



2 政策實現效果的目標 根據地區特性和政策目的，設定政策實現效果的目標

（２）檢驗支援・補足地方公共團體之造鎮事業
1 政策意義確認遵循國家政策，由地方公共團體進行都市再生等相關造鎮計劃、實施之事業，已獲得議會同意等・ 轉型成集約型都市結構 ・ 集結據點再造・ 推動前往市中心居住 ・ 推動建造安全・安心的城鎮 等

3 確認地方公共團體和土地所有權人等的意願（1）地方公共團體的要求・ 根據地區造鎮等觀點，判斷必須由UR都市機構實施事業等內容・ 判斷地方公共團體難以自行實施或不適合實施事業等内容（2）和地方公共團體之間的職責分擔・ 在實施事業方面，適當劃分地方公共團體和UR都市機構的職責（補助款、風險分擔、實施相關事業等）
4 認民間業者進行的困難度和引導民間業者投資（1）民間業者難以代為確認的事

・ 內在的⾧期風險 ・ 中立・公平性的必要性・ 為必須行使實施權力的事業 ・ 民間業者難以單獨投資（要投資的事業）（2）確認引導民間業者的內容
・ 確認基礎整建後，提供民間業者參與事業機會相關計劃的內容・ 建造建築物原則上招募民間業者，由民間業者負責建造・ 活用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之特定事業參加者、特定建造者之制度等

5 確認事業效益確認因實施事業，所預設的現金流淨變現值（貼現率原則上為4％）和事業收支狀況
296 投資之事業中，機構投資佔有的比率 原則上機構單獨投資部分佔有比率非最大者

3-5. 都市再生事業實施基準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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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構符合事業實施基準，打算開始實施都市再生事業時，必須在實施事業之前，向外部知識淵博者組成的「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詢問對於檢驗結果有哪些意見。
→ 機構針對事業實施基準，進行檢驗後的結果須接受「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評價

UR都市機構開始都市再生事業
迅速公佈

（３）由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進行評價・公佈評價結果

・岩沙 弘道 （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代表董事會⾧）・岡 繪理子 （關西大學環境都市工學部教授）・金安 岩男 （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河島 均 （多摩都市單軌電車株式會社代表董事社⾧）・岸井 隆幸 （委員⾧代理人） （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教授）・清野 由美 （新聞記者）・黑川 洸 （委員⾧） （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奈良 道博 （律師）・深尾 精一 （首都大學東京名譽教授）
（依五十音排序・省略敬稱。所屬單位・職務為成立時資料。）

＜事業評價監督委員會名冊（29年６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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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經營改善計劃和財務結構



「改善經營狀況之措施」（經營改善計劃）「改善經營狀況之措施」（經營改善計劃）

兼顧「徹底由民間業者補足」和「財務結構健全化」，為讓ＵＲ善盡今後應負擔之責任，將提示告知要做些什麼
預計20年內改善約１兆日圓的收支和減少約３兆日圓的債務
要求明確設定時間軸，有計劃地推動改革，制定分成５年、10年、20年的經營改善計劃

行政改革推動會議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小組委員會
第４ＷＧ報告書「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之改革」

閣議決定「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基本方針」（2013年12月24日）閣議決定「獨立行政法人改革等相關基本方針」（2013年12月24日）

建立能對應未來經營環境變化的經營基礎，並且具體制定實施計劃，讓機構能持續、有效率地完成應承擔之政策性任務建立能對應未來經營環境變化的經營基礎，並且具體制定實施計劃，讓機構能持續、有效率地完成應承擔之政策性任務
至2033年底為止，有息負債減少３兆日圓以上，建立能承受利息風險的經營基礎至2033年底為止，有息負債減少３兆日圓以上，建立能承受利息風險的經營基礎

2018 2023
第3期中期目標期間第3期中期目標期間 第4期中期目標期間第4期中期目標期間 第5・6期中期目標期間第5・6期中期目標期間

2033

建立穩固的經營基礎建立穩固的經營基礎將經營資源集中投入至核心事業（租賃住宅事業、都市再生事業）
將經營資源集中投入至核心事業（租賃住宅事業、都市再生事業）

確實解決結轉虧損金完成新市鎮事業相關業務確實解決結轉虧損金完成新市鎮事業相關業務
降低有息負債 0.8兆日圓 ２兆日圓 ３兆日圓

轉型成重視現金流的經營模式，至2033年底為止，確保租賃住宅事業營業上的現金流可達50％轉型成重視現金流的經營模式，至2033年底為止，確保租賃住宅事業營業上的現金流可達50％
至2033年底為止，租賃住宅入住率提升5％左右，確保業務收入穩定至2033年底為止，租賃住宅入住率提升5％左右，確保業務收入穩定

目的
經營改善目標

4-1. 建立經營基礎之經營戰略 （平成26.3.31(2014 年)制定 經營改善計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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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改
善目標

減少有息負債 30年底(2018年)：０.８兆日圓 35年底(2023年)：２兆日圓 45年底(2033年)：３兆日圓以上
租賃住宅事業之營業CFM（※） 30年(2018年) ：４３％ 35年(2023年) ：４３％ 45年底(2033年) ：５０％

經營戰略

• 優先解決結轉虧損金，徹底降低成本、提升利潤率、壓縮資產，減少有息負債
• 利用低利條件，優化租賃住宅資產等，嚴格挑選和改善利潤密切相關的領域，在解決結轉虧損金此一前提下，保留經營的彈性
• 決定有助於平成30年度(2018年)完成新市鎮事業的措施

• 將經營資源集中投入至核心事業（租賃住宅事業、都市再生事業），減少有息負債
• 即使費用暫時大增，仍堅持加快租賃住宅存量再生・重整等的速度，改為負責持續完成政策性任務
• 實施都市再生事業的過程中，加強和民間業者的合作，以確保利潤合理且能承受事業風險

• 第３・４期中期目標期間持續改善經營狀況，以便能充分發現改善收入支出結構等的效果如何
• 如此一來，即使因為利息上升等，造成經營環境惡化，亦能維持穩定經營，並且建立穩固的經營基礎，繼續減少有息負債

租賃住宅部門

都心區高額租賃住宅
修訂設定房租的方法等

提升管理住宅的效率
加快住宅存量再生・重整的速度

都市再生部門
新市鎮部門
跨領域的

措施
人員・體制
相關公司

第3期中期目標期間第3期中期目標期間 第4期中期目標期間第4期中期目標期間 第5・6期中期目標期間第5・6期中期目標期間

陸續締結轉租契約，委託民間業者經營，未來在不會造成經營負擔過重之下將其售出陸續締結轉租契約，委託民間業者經營，未來在不會造成經營負擔過重之下將其售出
根據供需狀況，有彈性地調降、調漲招募入住的房租根據供需狀況，有彈性地調降、調漲招募入住的房租

為了能因應未來的通貨膨脹風險，縮短進行修訂的周期和擴大調漲的幅度等為了能因應未來的通貨膨脹風險，縮短進行修訂的周期和擴大調漲的幅度等於27年度(2015年)中期修訂
繼續努力全面降低修繕業務的成本

制定實施計劃 以地區為單位，整合・重新配置多個住宅區等，至平成45年底(2033年)減少以地區為單位，整合・重新配置多個住宅區等，至平成45年底(2033年)減少至65萬戸左右（檢驗管理戸數是否恰當，進一步加快重整的速度）

完成業務・損失降至最小限度完成業務・損失降至最小限度
維持25年底(2013年)的水準維持25年底(2013年)的水準

緊縮新市鎮事業，根據支援復興的進度、狀況努力縮減事業緊縮新市鎮事業，根據支援復興的進度、狀況努力縮減事業

25年底(2013年) 的26間減半25年底(2013年) 的26間減半

在3年內，將相關公司承包修繕業務的成本減少10％

和民間業者合作的方式更加多樣，根據民間需求加強支援事業，以確保利潤合理和民間業者合作的方式更加多樣，根據民間需求加強支援事業，以確保利潤合理

至平成30年底(2018年)至平成30年底(2018年)為止減少至72萬戸左右

討論從事修繕業務的相關公司經營模式討論從事修繕業務的相關公司經營模式 33※CFM: Cash Flow Margin

4-1.建立經營基礎之經營戰略 （平成26.3.31(2014 年)制定 經營改善計劃）(2/3）



16.3兆日圓
13.7兆日圓 12.7兆日圓 12.5兆日圓 11.7兆日圓 10.5兆日圓 9.8兆日圓 9.2兆日圓

6
8

10
12
14
16
18

設立時
（平16年7月1日）

第1期終了後
（平20年度末）

平24年度末 第2期終了後
（平25年度末見通し）

第3期終了後
（平30年度末目標）

第4期終了後
（平35年度末目標）

第5期終了後
（平40年度末目標）

第6期終了後
（平45年度末目標）

<經營改善計劃的經營目標>

有息負債餘額減少3兆日圓以上 (FY2013→FY2033）

0

約7,200億日
圓

約4,000億日
圓

約2,100億日
圓

約1,680億日
圓

解決
結轉虧損金

8.0

6.0

4.0

2.0

0.0

設立時

（平16年7月1日）

第1期終了後

（平20年度末）

平24年度末 第2期終了後

（平25年度末見通し）

第3期終了後

（平30年度末目標）

※營業現金流利潤為房租等租賃住宅業務收入（分期付款本金・分期付款利息・財務各項收入除外），扣除修繕費・事務費等業務經費後，再除以租賃住宅業務收入。＜計算公式＞（租賃住宅業務收入－租賃住宅業務經費）÷租賃住宅業務收入

結轉虧損金 營業現金流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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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建立經營基礎之經營戰略 （平成26.3.31(2014 年)制定 經營改善計劃） (3/3）

設立時

(平成16年(2004年)7月1日)

第1期結束後

(平成20年底(2008年))

第2期結束後

(預計平成25年底(2013年))

第3期結束後

(平成30年底(2018年)目標)

平成24年底(2012年)

平30年度(2018年) 平35年度(2023年) 平40年度(2028年) 平45年度(2033年)
營業現金流利潤 43% 43% 48% 50%

設立時

(平成16年(2004年)7月1日)

第1期結束後

(平成20年底(2008年))

平成24年底(2012年) 第2期結束後

(預計平成25年底(2013年))

第3期結束後

(平成30年底(2018年)目標)

第4期結束後

(平成35年底(2023年)目標)

第5期結束後

(平成40年底(2028年)目標)

第6期結束後

(平成45年底(2033年)目標)



4-2. 主要財務指標
（ 資產部分 ） （ 負債及純資產部分 ）

（單位：億日圓/單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純資產１兆654
(8.0％）

租賃住宅11兆2,602
（84.7%）

有息負債11兆3,670
（85.5%）

⾧期貸款 10兆3,300 其中財務投資 10兆1,911
都市再生債券等 1兆370

其他租賃用不動產 9,188（6.9%）
未完成工程 515 （0.4%）

販售用不動產等 5,200 （3.9%）
分期付款等讓渡債權 2,323 （1.7%）

其他 3,107 （2.3%）

其他 8,613 （6.5%）

資本金等 1兆1,120（8.4%）
販售用不動產 499建造中的不動產估算 4,700

結轉虧損金 △465合計 13兆2,938 合計 13兆2,938 35

（１）資產負債表 (2016年底)



H27 H28

経常費用

1兆449億円

( ＋67)

・都市再生業務費

435億円( ＋1 02 )

・賃貸住宅業務費

4,233億円( ＋84 )

・市街地整備特別業務費

1,962億円( ＋42 )

・震災復興業務費・受託費

1,682億円( ＋20 3 )

・財務費用

1,436億円( △17 7 )

・販売用不動産等評価損

347億円( △2 72 )

臨時損失 672億円( ＋9 0 )

( 減損損失 669億円)

当期純利益 297億円

臨時利益 96億円( ＋3 0 )

経常収益

1兆1,322 億円

( ＋17)

（※）単位未満切捨て

・都市再生業務費

332億円

・賃貸住宅業務費

4,149億円

・市街地整備特別業務費

1,919億円

・震災復興業務費・受託費

1,478億円

・財務費用

1,613億円

・販売用不動産等評価損

620億円

経常費用

1兆382 億円

経常収益

1兆1,305億円

臨時損失 582億円

( 減損損失 581億円)

臨時利益 65億円

当期純利益 406億円

・都市再生業務収入

485億円( △3 6 5 )

・賃貸住宅業務収入

6,575億円( ＋4 6 )

・市街地整備特別業務収入

1,913億円( ＋1 7 )

・震災復興業務収入・受託収入

1,693億円( ＋2 1 5 )

・都市再生業務収入

851億円

・賃貸住宅業務収入

6,529億円

・市街地整備特別業務収入

1,896億円

・震災復興業務収入・受託収入

1,478億円

經常性費用1兆382憶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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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動產景氣表現良好之下，致力於推動入住・透過販售活動確保利潤，結果2016年度時淨利合計達297億日圓。
（２）損益狀況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4-2. 主要財務指標

當期淨利 406億日圓 當期淨利 297億日圓非經常性收益 65億日圓 非經常性收益 96億日圓 (+30)

非經常性損失 582億日圓(減損損失 581億日圓) 非經常性損失 672億日圓 (+90)(減損損失 669億日圓)

經常性費用1兆449憶日圓
經常性收益1兆1,305憶日圓 經常性收益1兆1,322憶日圓

‧都市再生業務費332億日圓‧租賃住宅業務費4,149億日圓‧市區街道整建特別業務費1,919億日圓‧地震災區復興業務費、受託費1,478億日圓‧財務費用1,613日圓‧販售用不動產等評價損失620億日圓

‧都市再生業務費435億日圓(+102)‧租賃住宅業務費4,233億日圓(+84)‧市區街道整建特別業務費1,962億日圓(+42)‧地震災區復興業務費、受託費1,682億日圓(+203)‧財務費用1,436日圓(∆102)‧販售用不動產等評價損失347億日圓(∆272)

‧都市再生業務收入851億日圓‧租賃住宅業務收入6,529億日圓‧市區街道整建特別業務收入1,896億日圓‧地震災區復興業務收入、受託收入1,478億日圓

‧都市再生業務收入485億日圓(∆365)‧租賃住宅業務收入6,575億日圓(+46)‧市區街道整建特別業務收入1,913億日圓(+17)‧地震災區復興業務收入、受託收入1,693億日圓(+215)

單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3) 負債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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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財務指標

到了平28年度(2016年)約11.3兆円，仍持續減少有息負債，與平成27年底(2015年)相比，約減少3,200億日圓，。

有利負債合計16兆2,771億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其他負債

有息負債

餘額平均利息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單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日圓日圓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負債合計 17兆3,611億日圓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有息負債(跨期帳目)
有息負債(都市帳目)

都市帳目
跨期帳目



(4) 減少結轉虧損金
2016年度當期淨利合計有297億日圓，結轉虧損金（機構設立時7,288億日

圓）減少至465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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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財務指標

▲ 7,288

▲ 6,692

▲ 5,911

▲ 4,955

▲ 4,214

▲ 3,929

▲3,495

▲ 3,050

▲ 2,602

▲ 2,110

▲ 1,585

▲ 1,168

▲ 762

▲ 465

▲ 65

▲ 8,000

▲ 6,000

▲ 4,000

▲ 2,000

0

2004.7
2004底 2005底 2006底 2007底 2008底 2009底 2010底 2011底 2012底 2013底 2014底 2015底 2016底 2017底 2018底

（經營改善計劃）

（億日圓）

比設立時約減少94％

（利潤累計金額約6,823億日圓）

（年度計劃）



①國家經費＋②資金調度＋③業務收入等

都市再生機構預算總金額

（單位：百萬日圓）

Ｈ29年度

(2017年)

Ｈ28年度

(2016年)

相比 倍率

財政融資資金 442,000 412,500 29,500 1.07

民間資金 306,100 327,900 ▲ 21,800 0.93

民間貸款 46,100 87,900 ▲ 41,800 0.52

財政投融資機關債券 90,000 60,000 30,000 1.50

募集債券 170,000 180,000 ▲ 10,000 0.94

貸款等　合計 748,100 740,400 7,700 1.01

（５）2017年度都市再生機構的預算予算
（單位：百萬日圓）

Ｈ29年度

(2017年)

Ｈ28年度

(2016年)

比較 倍率

出資 3,000 4,500 ▲ 1,500 0.67

產業投資之資金 0 4,800 ▲ 4,800 0.00

補助款 0 0 0 －

財政補助款 0 0 0 －

國庫補助款 25,496 24,463 1,033 1.04

都市開發資金貸款 256 256 0 1.00

國家經費　合計 28,752 34,019 ▲ 5,267 0.85

※Ｈ28年度(2016年)另行提撥補正預算（補助款；1,850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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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財務指標

＝1,806,033百萬日圓
（去年度：1,897,194百萬円 0.95倍）

③業務收入等預估金額

①國家提撥預算金額

②資金預定調度金額

1,029,180 百萬日圓 （去年： 1,122,775百萬日圓 ▲93,595 百萬日圓）



（６）平成29年度(2017年)預算（資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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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
帳目

建造宅地等
跨期帳目 合計 都市再生

帳目
建造宅地等
跨期帳目 合計

一般管理費 402 55 457 391 73 464
業務經費 5,487 490 5,977 5,577 807 6,385

都市再生事業費 1,094 -                  1,094 1,021 -                  1,021
租賃住宅事業費 485 -                  485 471 -                  471
地震災區復興事業費 254 -                  254 558 -                  558
新市鎮整建事業費 -                  345 345 -                  653 653
管理費 3,655 145 3,800 3,528 154 3,683

償還貸款等 6,467 2,343 8,810 6,209 2,701 8,910
支付利息 1,282 65 1,347 1,532 80 1,612
其他支出 1,425 43 1,469 1,502 99 1,601

15,063 2,997 18,060 15,212 3,760 18,972
出資・國庫補助款 285 -                  285 335 3 338
貸款及債券收入 5,623 1,861 7,484 5,028 2,379 7,407

財政融資資金 4,420 -                  4,420 4,125 -                  4,125
民間貸款 300 161 461 300 579 879
都市再生債券 900 1,700 2,600 600 1,800 2,400
其他 3 -                  3 3 -                  3

業務收入 7,717 1,102 8,819 8,277 1,293 9,570
都市再生業務收入 610 -                  610 908 -                  908
租賃住宅業務收入 6,604 -                  6,604 6,545 -                  6,545
震災復興業務収入 457 -                  457 754 -                  754
市街地整備特別業務収入 -                  1,007 1,007 -                  1,158 1,158
其他業務収入 46 96 142 69 136 205

其他收入 1,439 34 1,473 1,572 85 1,657
15,063 2,997 18,060 15,212 3,760 18,972

收入

合　　計

項　目
平成29年度(2017年)　預算 平成28年度(2016年)　預算

支出

合　　計

※平成28年度(2016年)預算中的「都市再生業務收入」及「租賃住宅業務收入」為重編區塊後的數值。（備註）單位以下四捨五入，故加總後未必和合計值一致。

【單位：億日圓】
4-2. 主要財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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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ＵＲ都市機構角色變遷
（新市鎮、都市再生、地震災區復興）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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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 S32 S34 S36 S38 S40 S42 S44 S46 S48 S50 S52 S54 S56 S58 S60 S62 元 H3 H5 H7 H9 H11 H13 H15 H17 H19 H21 H23 H25

和泉中央丘陵

（ha）

UR建造新ＮＴ的面積（ha）

人口流入三大都市圏的人數（千人）（右軸） 公告地價變化（三大都市圏 住宅地）

（千人）（指數）解決住宅・住宅地不足問題 市區街地雜亂擴大（蔓延化） 解決集中在東京建整核心都市 對應地價高漲造成住宅難以取得的問題 對應土地泡沫化問題

 大都市圏自昭和３０年(1955年)成立日本住宅公團以來，為了解決人口和產業急速往都市集中，造成住宅不足的問題，以在大都市地區等大量供應住宅・住宅地為目的展開業務。
 地方都市圏則是昭和４９年(1974年)成立地區振興整建公團後，為了均衡發展國土和振興地區，根據建造地區的理念，展開新都市開發等開發、整建地方都市的業務。

【全國共292個地區、44,000ha】
【20個地區、 5,700ha】

【272個地區、38,300ha】

南多摩
港北

筑波研學

千葉北部※
※參與千葉縣實施的事業（共同實施者）

木津（南、中央、北・東）、磐城

※以S46為基準（100）標示（右軸）

流山新市區街道

越谷Lake Town

國際文化公園都市 H13 特殊法人等整頓合理化計劃【中止展開新事業】

企業釋出土地

（１） 新市鎮事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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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1.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新市鎮事業）



多摩新市鎮
東京都多摩市・
八王子市・稻城市

約１，４００ｈａ

千葉新市鎮
（千葉縣印西市等）
約１，９００ｈａ

筑波研究學園都市
（茨城縣茨城市）
約２，７００ｈａ

５０ｋｍ

東京

（首都圏）

港北新市鎮
（神奈川縣橫濱市）
約１，３００ｈａ

茨城Express Town
（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
約１，６００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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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ＮＴ事業 代表性新市鎮（首都圏）
5-1.  UR都市機構角色定位變化（新市鎮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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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處分剩餘面積的狀況供應・處分剩餘面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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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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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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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6 H17 H18 H19 H20 H21 H22 H23 H24 H25 H26 H27 H28 H29

供應・處分實績（年度別）供應・處分實績（年度別）
第２期中期第１期中期

第３期中期

2,600ha

1,630ha

（ha）

○機構設立時，剩下約5,900ha的新市鎮供應・處分土地，擴大販售予法人和活用斡旋制度等，加強和民間業者的合
作，於平成28年底(2016年)減少至約380ha
第１期中期目標期間(H16～20(2004～2008)) 目標2,000ha，實績2,600ha，達成計劃。
第２期中期目標期間(H21～25(2009～2013))受金融風暴影響，目標2,600ha，實績只有1,630ha，未達成計劃

（達成率63%），但平成24年度(2012年)實績391ha（和前年比+約50%），而且平成25年度(2013年)回復至464ha。
第３期中期目標期間（H26～30(2016～2018)）剩下土地1,800ha，預計平成28年度(2016年)為止實績可達約

1,420ha。

年度計劃

（３）完成ＮＴ土地供應・處分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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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新市鎮事業）

未加工地
建造住宅地 建造住宅地

未加工地



（１） ＵＲ都市再生事業措施歷程

 對於都市再生事業，自昭和44年(1969年)制定都市再開發法後，定位為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的實施者，40年代(1969年)後半起開始投入再開發事業。
 隨著昭和56年(1981年)設立住宅・都市整建公團，正式大規模實施區劃整頓事業等。
 經濟泡沫化後，支援民間整頓土地、讓土地流動的都市開發事業，以及改善密集的市區街道等，在⾧時間實施事業的過程中，推動只有民間・地方公共團體將無法對應的事業。
 地方都市的再生事業自平成16年(2004年)機構設立時開始實施（承接地區振興整建公團的業務）。
■都市再生事業地區各年份變化狀況

※S56年(1981年)以前為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直接實施＋個人實施)3個地區(立花一丁目地區、川越站前脇田町、野毛町三丁目地區)、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協調型)2個地區(中町地區、上六地區)、住宅市區街道綜合整建事業3個地區(木場、神宮東、淀川河岸地區）。

② 土地有效利用事業及防災公園街區整事業① 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土地區劃整頓事業及住宅市區街道綜合整建事業
薬研坂南地区(土地有効利用事業)・地区面積 1.2ｈａ・取得年度 H10年・虫食い状の低未利用地を取得し、高層住宅、業務施設の敷地を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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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都市再生事業）

事業地區數(累計)
住市總 66個地區 再開發(協調型) 64個地區
再開發(直接實施+個人實施) 66個地區
土地區劃整頓 46個地區 土地有效 141個地區
防災公園 26個地區

曳舟站前地區(市區街道再發事業)．事業核准年度 H15年(2003年)．地區面積 2.8 ha．密度市區街道建造高樓層住宅、商業設施、公共設施等。

大手町地區(土地區劃整頓事業)．事業核准年度H18年(2006年)．地區面積 13.1 ha．活用政府機關廢棄地，重整成大型業務設施的用地。
大川端21個地區(住市總事業)．選擇實施事業地區 S56年(1981年)．地區面積 28.7ha．於大型工廠廢棄地建造高樓層住宅、公共設施、街道、道路等。

港未來21個地區(土地區劃整頓事業)．事業核准年度 S58年(1983年) ．地區面積 101.8ha．活用造船廠廢棄地等，建造業務．商業設施、公共設施等

住市總
再開發(協調型)
再開發(直接實施+個人實施) 
區劃整頓

藥研坂南地區(土地有效利用事業)．取得面積 1.2 ha．取得年度 H10年(1998年)．取得因為蟲蝕而使用率低的土地，整建成高樓層住宅、業務設施的建地。

防災公園
土地有效



（２）加強都市國際競爭力

 集結了許多為日本經濟中樞、24小時運轉的總公司。有大量的建築物急需更新原有的功能
並非中斷業務活動，而是連續改建老舊的建物

 日本經團聯、報社、政府轄下機關等多種土地所有權人
調整權利，具中立性・公平性

 必須整建都市計劃道路等公共設施
UR建整基礎和造鎮整合

〔事業概要〕大手町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所在地 ：東京都千代田區・中央區
事業期間 ：平成16年度～41年度(2004～2029年)（實施期間<含清算期間>）
實施面積 ：約17.4ha

大手町地區
推行連鎖型都市再生，重建成國際商務據點

【連鎖型都市再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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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次再開發】

第１次再開發

第２次再開發

【第１次再開發】

【第３次再開發事業】參加第２次再開發在土地所有權人的建物廢棄地實施改建事業

參加第3次再開發包含土地所有權人的建物廢棄地在內，重新整建街區

①決定連鎖型都市再生具體措施，和各相關人員協調②降低取得・持有農耕地的事業風險③ＵＲ為法定事業實施者，透過整建都市基礎、協助更新建物等，推動大手町連鎖型都市再生專案

(予定)

5-2.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都市再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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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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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行人專用道路



（３）轉型成能因應社會經濟局勢變化的都市結構

 依據地方公共團體之計劃，轉換米軍基地廢棄地內大規
模國有地使用目的
和包括國家在內的多個公家機關協議・調整廢棄地內的

大規模國有地，以及包括都市計劃道路在內，整建整
個基礎，在市區街道建立據點

 移轉・集中國家機關（國際法務綜合中心（暫稱））
 引進業務・商業功能等，打造一個考量到環境・景觀，充

滿綠意、美好的城鎮
〔事業概要〕立川基地跡地昭島地區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所在地 ：東京都昭島市・立川市
事業期間 ：平成24年度～33年度(2012～2021年) （實施期間
<含清算期間>）實施面積 ：約66.1ha

立川基地廢棄地昭島地區
大規模利用國有地，建立市區街道的據點

【土地利用計劃圖】

・考量包含國家在內，一共5個公家機關的立場，進行協議、調整・考量包含國家在內，一共5個公家機關的立場，進行協議、調整及執行事業
・整合、調整聚集在一起的相關事業，全面整建基礎

【國際法務綜合中心（暫稱）示意圖】

【過往】
立川市

昭島市

實施區域

立川市

昭島市

昭島市

5-2.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都市再生事業）

47

國家利用、公共利用
都利用(蓄洪池)
民間利用
環境保護用地
公園

東中神站
西立川站



飯塚市的措施

過往

 包括曾發生火災的商店街在內，整建中心區
以誰都能輕易入住的緊密都市為目標，建造防災性能高的複合式市區街道

 透過重新配置、重建商店，活絡區域緊密型商業
 引進地區居民高度需要的支援育兒功能
具備支援育兒據點功能的 「育兒廣場」預定地

 推動居住於鬧區
採用換地方式更換土地，整建建地和引進民間活力，成為建造集合式住宅的預定訂

〔事業概要〕飯塚本町東土地區劃整頓事業（市施行）
所在地 ：福岡縣飯塚市本町
事業期間 ：平成24年度～28年度(2012～2016年) （實施期間<清算期間除外>）實施面積 ：約0.7ha

開發中心區的都市功能・引導人們入住
飯塚本町東地區

（參考）以緊密都市為目標的飯塚市造鎮事業
未來

活絡中心區基本計劃基本概念「以建造能應少子高齡化社會、誰都能輕易入住的緊密型城鎮為目標，『能看到小孩子的笑臉 高齡者的和絢笑容 培育熱忱招待的心 交流型城鎮』」【3大核心事業】①吉原町１番地區第一種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巴士總站、醫療相關設施、急診中心、分售住宅②在大丸商店廢棄地生活・忙碌的再生事業・租賃住宅、街道交流・健康廣場③飯塚本町東地區整建事業・分售住宅、集結商業店舖、支援育兒設施等

集結中心據點的都市功能

示意圖

在飯塚市所進行的中心區造鎮事業上，ＵＲ透過制定計劃等初期整合、提供土地區劃整頓事業所需技術（接受部分委託）等，在後方支援市的造鎮事業。

提供區劃整頓所需技術(換地設計等)
◆實施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重新配置、重建商店

⇒召開活絡商業研究會（小組委員會）、成立營運事務局
◆引進支援育兒功能⇒「育兒廣場」預定地
◆推動居住於鬧區(優良建築物等整建事業)

⇒支援政策（補助款）、土地所有權人組織的營運事務局

整合(支援土地所有權人組織的營運等)

ＵＲ的支援

①

③

②

（４）地方都市等成為緊密都市，活絡地區
5-2.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都市再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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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島三丁目地區防災街道整建事業
依據區提出的實施請求，為了讓建物達到不燃化・耐震，藉由擴大、整建主要生活道路等，大幅度提升地區周圍的防災性能和居住環境

ＵＲ全方面提供支援，整建、改善密集的市區街道，有助於提升地區的不燃區域比率（Ｈ23年度(2011年)53％⇒Ｈ32年度(2020年)70％）

ＵＲ經由制定整建計劃和協助讓居民達成共識等整合業務、活用平面整建的防災街道整建事業等的方法，全方位支援墨田區進行的密集市區街道整建改善事業
ＵＲ經由制定整建計劃和協助讓居民達成共識等整合業務、活用平面整建的防災街道整建事業等的方法，全方位支援墨田區進行的密集市區街道整建改善事業

曳舟站前地區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機構實施）

凡例 主要生活道路（計画幅員を満たす）
主要生活道路（計画幅員未満）
主要生活道路（計画幅員未満）のうち優先整備路線

不燃化特区
市街地再開発事業
防災街区整備事業
街路事業

促進木造住宅密集區域不燃化之事業
藉由取得土地後，拆除老舊建物和作為替代地使用，推動住宅不燃化和消除無外接道路的住宅地

預定拓寬的道路

ＵＲ取得地

拆除老舊建物 ③經由共同化達到不燃化

④讓渡民間

②利用交換而接觸到道路

①經由特定讓度接觸到道路

以整個不燃化特區為對象展開「促進木造住宅密集區域不燃化之事業」

曳舟站

無外接道路的住宅地

京島周邊地區

京成曳舟站 京島三丁目地區防災街道整建事業（機構實施）

（５）提升防災性能，打造安全・安心的城鎮
5-2.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都市再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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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不燃化特區(東京都)
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
防災街道整建事業
街道事業

主要生活道路(符合計劃寬度)
主要生活道路(未達計劃寬度)
主要生活道路(未達計劃寬度)之中優先整建的路線



①支援阪神・淡路大地震（平成7年(1995年)1月）復興
設置約260人 (最盛時期)的地震災區復興事業總部（平7～13(1995～2001年)）支援建造大量復興住宅和復興造鎮○建造約18,600戸的災害復興住宅（神戸市、西宮市、芦屋市等）
○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 １4個地區 約30ha
○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4個地區 約119ha 等

②支援福岡縣西方近海地震（平成17年(2005年)3月）復興

柏崎市親近交流廣場
（防災廣場）

HAT神戸（住市總事業）○支援制定玄界島（住家全壞107棟）復興造鎮方案
○支援制定小規模住宅地區等改良事業之整建基本方案

ＵＲ派遣3名職員⾧駐在市公所內，
○決定・設計復興公營住宅的用地（柏崎站前140戸、西山地區30戸）
○支援制定柏崎站周邊鬧區再生和整建防災據點之計劃 等
○柏崎站前土地區劃整頓事業（ＵＲ實施・約11ha）

（１）過往支援災區復興的措施

③支援新潟縣中越近海地震（平成19年(2007年)7月）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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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制定復興計劃
～）
支援制定復興計劃
（H23.4(2011年)
～）

派遣職員技術支援制定岩手縣 ・ 宮城縣 ・ 福島縣受災市町村復興計劃等。
（１縣・18個市町村共派遣61名）

支援復原
（H23.3(2011年)
～）

1
①提供ＵＲ租賃住宅給受災戶供 （共970戸）
②提供緊急臨時住宅建造用地 （２個地區共提供事業用地約８ha）
③派遣支援建造緊急臨時住宅的人員 （共派遣１８１名）
④派遣受災住宅地危險度判定士 （派遣３名）

3
・和22個災區自治體締結協助復興造鎮的備忘錄、協議等
・支援接到災區自治體提出的委託或要求的地區

① 復興市區街道整建事業（22個地區）
② 整建災害公營住宅（85個地區）

支援復興造鎮
（海嘯災區）
（H24.1(2012年)
～）

（２）支援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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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3個災區自治體締結協助復興造鎮的備忘錄、協議等
・支援接到災區自治體提出的委託或要求的地區

① 建立市區街道作為一個住宅區復興再生據點之事業
② 支援行政機關建物發包者
③ 制定各種造鎮方案・計劃

支援復興造鎮支援復興造鎮
（核能災區）
（H26.3(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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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援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的體制

宮城・福島地震災區復興支援

總部

岩手地震災區復興支援總

部

野田村

宮古市

山田町

大槌町

釜石市

大船渡

市

陸前高田市

氣仙沼市

南三陸町

女川町

石巻市

東松島市

名取市

鹽竈市

多賀城市

新地町

大熊

町

磐城市

桑折町

須賀川市

鏡石町

盛岡市

仙台市

福島縣

Ｈ26.4

Ｈ25.4
於當地設置支援復興事務所303名

Ｈ23.3
Ｈ23.417名 開始派遣至岩手縣

0
Ｈ23.11

59名 開始派遣至福島縣

0
Ｈ24.4

172名於當地配置專任團隊

0
Ｈ23.737名 開始派遣至宮城縣

發生東日本大地震

・・支援復興總部（盛岡市、仙台市）

・・設置支援復興事務所（１２處）的自治體
・・支援復興造鎮的自治體

400名 組織改成2個總部的體制

397名 配合事業進度整建體制

雙葉町
浪江町

支援復原
支援制定復興計劃

支援制定復興計劃

支援復興造鎮

446名
Ｈ28.4

Ｈ29.4

配合事業高峰加強體制

○為了讓災區早期復興，派遣職員前往受災的市町村等，提供制定復興計劃的技術，以及支援整建災區公營住宅和復興市區街道等復興造鎮業務○於當地配置專任團隊等，建立能迅速、強力支援復興造鎮的體制○為了能更進一步加快復興的腳步，平成26年(2014年)4月1日將組織改編成2個總部的體制，加強當地支援復興的體制○在工程量、業務量達到高峰之際，配合事業進度加強體制（平成28年(2016年)7月1日 460名＝最大）○配合事業進度調整體制（平成29年(2017年)4月1日 39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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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復興造鎮支援事業明細
1. 復興市區街道整建事業（ＵＲ接受委託範圍１３個市町 23個地區 1,300ha水平整建）

2. 建造及讓渡災區公營住宅 （市町村實施，ＵＲ建造供核能避難者等居住約5,900戸）

３. 整合業務

○依據「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特別區域法」或「福島復興再生特別處置法」，由
受災的市町村委託，ＵＲ實施土地區劃整建事業等

○鬧區水平整建採全套方式接受事業委託 （計劃・換地・補償・工程・調整）

○地方公共團體挑選用地，決定建造戸數及事業期間等，
再向ＵＲ請求興建（依機構法提出申請）

○ＵＲ建造災區公營住宅，再讓渡予地方公共團體
○完成後統一讓渡，減輕地方公共團體處理行政事務的負擔

○復興綜合支業務（野田村：支援由村實施的區劃整頓事業）
○支援市區街道再開發事業等業務（須賀川市）
○支援統一發包復興事業之市町相關發包業務（大槌町・石巻市・氣仙沼市）
○提供收購災區公營住宅相關技術（女川町）
○接受委託整建核能災區復興據點之計劃（雙葉町、浪江町）

大槌町大口地區

宮古市田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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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災害公營住宅岩手・宮城市町村整建部分約４成，供福島核能避難者等居住預定約5,800戸

（５）ＵＲ支援地區數佔整體復興事業之比率等
■整建復興市區街道以大規模地區為中心，約接受22個地區委託事業災區土地區劃整頓事業支援約６成

市町村760ha（40％、39個地區）
UR1,120ha（60％、25個地區)

①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全體 1,880ha（64個地區）

市町村約10,000戸（77％）
UR約3,000戸（23％）

②促進防災集體搬遷事業 全體 約13,000戸

市町村180ha（62％、14個地區）
UR108ha（38％、10個地區）

③整建海嘯復興據點事業 全體 288ha（24個地區）

市町村182個地區（91％）

④加強漁業聚落防災功能事業 全體 199個地區
UR17個地區（9％）

※防災集體搬遷事業包括住宅區內的災害公營住宅戸數

縣 約2,800戸 市町村 約2,900戸
UR 約1,100戸

② 宮城縣 縣市町村合計 約16,000戸

① 岩手縣 縣市町村合計 約5,700戸 （建造主體：包括接受委託等在內）

縣等 約4,890戸＊
（供核能避難者居住） 市町村 約2,800戸（供地震・海嘯受災戸居住）

UR 約800戸
＊依第二次福島縣復興公營住宅整建計劃

③ 福島縣 縣市町村合計 約7,700戸

ＵＲ52戸

縣約2,300戸

仙台市約3,200戸
市町村 約10,500戸

UR約3,900戸

※依Ｈ28.11.14(2014年)ＵＲ調查及公佈資料預估※ＵＲ支援地區數・戸數為事業中・協議中地區合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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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計劃 住宅地整建工程 工程開始 開始交付住宅地

※１ 住宅地交付完畢後，有時會因程序等因素延⾧受託時間 ※２ 今年度中期預定延⾧至H32年度(2020年)為止 ※３ 遵照市公佈的住宅地交付時間等，因此預計期間會延⾧

住宅地交付完畢
縣 市町 地區名 事業種類

計劃

面積

受託期間

※

1

（年度）

H24 H25 H26 H27 H28 H29 H30～

田老 區劃、防集 45ha H24～H28

鍬之崎・光岸地區劃 24ha H25～H29

大沢 區劃、漁集 19ha H24～H28

織笠 區劃、防集 13ha H24～H29

山田

區劃、海嘯據點、

防集

56ha H24～H30

大槌町 町方

區劃、海嘯據點、

防集

40ha H24～H29

片岸 區劃 23ha H24～H30

鵜住居 區劃、海嘯據點 60ha H24～H30

花露邊 防集、漁集 2ha H24～H27

大船渡市

大船渡站周

邊

區劃、海嘯據點 36ha H25～H31

今泉 區劃 112ha H24～H32

※2

高田 區劃、海嘯據點 186ha H24～H32

※2

鹿折 區劃 42ha H24～H29

※3

南氣仙沼 區劃 33ha H24～H29

※3

南三陸町 志津川

區劃、海嘯據點、

防集

110ha H24～H30

中心部

區劃、海嘯據點、

漁港

220ha H24～H30

離半島部 防集、漁集 55ha H24～H30

石巻市 新門脇 區劃 24ha H25～H29

野蒜北部丘

陵

區劃、海嘯據點 93ha H24～H29

東矢本站北 區劃、海嘯據點 28ha H24～H28

薄磯 區劃 37ha H24～H29

間 區劃 56ha H24～H30

工程開始 ６個地區 １６個地區

開始交付住宅地
１個地區 ６個地區 １１個地區 ４個地區

宮

城

縣

氣仙沼市

女川町

東松島市

岩

手

縣

宮古市

山田町

釜石市

陸前高田市

（合計） 22個地區

計劃面積

約1,300ha

進度

福

島

縣

磐城市

（６）市區街道整建事業進度（H29.4.1(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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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進度（H29.6.1(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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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地區、戸數 進度

岩手縣 合計
氣仙沼市

鹽

宮城縣 合計
福島縣

福島縣 合計
全 體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個地區

已完成

已完成

建造中

已完成
已完成

建造中

建造中
建造中

○進度達成率 預計供應戸數 已供應戸數 進度達成率
岩手縣

合計

宮城縣
福島縣

已完成 建造中會根據事業進度調整建造的戸數。「建造中」指已決定工程承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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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自2016年度起，以大熊町・雙葉町・浪江町３町的復興據點為中心，正式制定各町復興造鎮計劃・支援復興

造鎮計劃全面事業化。

（８）進度（H29.6.1(2017年)）
5-3.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支援災區復興）

棚鹽地區(復興產業住宅區)
鬧區再生(返家者的復興造鎮)

中野地區(復興產業住宅區)
JR雙葉站周邊(返家者的復興造鎮)

整建大川原地區的行政機關大樓
大川原地區(返家者的復興造鎮)

JR大野站周邊(返家者的復興造鎮)

雙葉町

國道6號常磐汽車道

雙葉町
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

難以返家區域
限制居住區域
解除指示避難之備用區域
舊指示避難區域、
舊緊急避難備用區域

地圖使用核准○昭文社第66G107號



■ 統籌階段性工程，統一發包設計・施工・管理
發包方式迅速・透明化，ＵＲ率先引進有助於培育當地產業的新發包系統（ＣＭ方式）。

（９）ＵＲ版ＣＭ（施工管理）方式的架構

 引進提案方式・事前協議施工，早期活用民間專業知識
 引進採用成本（業務原價）加費用方式的契約，減輕承包者的負擔
 引進公開方式※（公開承包者付款資料），讓契約透明化
 ＵＲ負責審查，讓當地業者能加入專業業者

新發包系統
（具體範例）

一般發包方式和CM方式的比較

一般發包方式 CM方式

設計 發包者負責 設計施工統一進行
發包批次 階段式發包（個別發包） 統一

契約方式 一次請款 成本加費用公開資料
活用當地 承包者決定 UR審查

CM契約（承包）

計画受託、事業受託

補
償

計
劃

換
地

建設諮詢等承包契約

【施工體制 】 【換地等體制】

調查地基等

測量等
詳細設計

建設業者
（活用當地）

CMR（施工管理）工程施工相關協調、設計和提案施工方法、施工相關管理

ＵＲ 調整多個地区、多個事業整體計劃

市町村（事業主體）

（調查・設計）
（早期整建區域）

建設業者
（活用當地）

建設業者
（其他地區以外的

ＪＶ）
建設業者

（活用當地）

（工程施工）
（次一期整建區域）

（調査・設計） （工程施工）
建設業者

調查地基等

詳細設計
建設業者

ＵＲ 各個事業地區（事業計劃・換地・補償・工程）綜合調整等

CM業務執行體制

對外發包，
確保人力資源

5-3.  UR都市機構角色變遷（支援災區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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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ＵＲ都市機構業務之未來展望
～今後應加強的領域～



（１）世界各國高齡化趨勢

60

6-1. 展開福利政策（混合型社區和Aging in Place）

全球

已開發

國家

開發中

國家

歐洲 俄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8.3 17.6 6.4 17.6 13.5 18.1 18.9 21.1 14.6 26.0

亞洲 東亞 中國 台灣 韓國 印度 泰國 日本

7.6 11.1 9.7 12.3 13.0 5.6 10.6 26.0

＜2015年高齡化率＞ ＜2015年高齡化率＞

・在全球各國之中，日本的高齡化現象較為嚴重，和歐美國家相比，高齡化速度快且高齡化率高。
・亞洲各國高齡化率上升速度，預計將比日本慢15～20年左右，即使是韓國、台灣，也要到2050～60年才可能趕上日本目前的水平（35%以上）

各國高齡化率（65歲以上）＜全球、歐美＞ 各國高齡化率（65歲以上）＜亞洲＞

（資料來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2020年之後的預估值為中間值（Medium Variant)）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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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ＵＲ租賃住宅地等，同時引進醫療福祉設施等，包括住宅地周邊地區在內，成為該地區的醫療福祉據點。
＜今後目標＞ 至平成37年度(2025年)為止，約有150個住宅區成為地區的醫療福祉據點

（在居住生活基本計劃（平成28年(2014年)3月閣議決定）之中，將其列為成果指標之一 ）＜採取措施的狀況＞ 目前已推動86個住宅區成為據點（H29.4.1(2017年)）
平成29 年度(2017年)以平成28 年度(2016年)為止，已推動的86個住宅區之中，有８個住宅區（其中大都市圏約1,000 戸以上的住宅

區有7個左右）成為醫療福祉據點為目標，預計會有20個住宅區（其中大都市圏約1,000 戸以上的住宅區有15個左右）成為新據點。
對於平成28年度(2016年)為止成為據點的住宅區，將繼續努力整建環境等。

（２）ＵＲ住宅地成為地區醫療福祉據點

②考量到無障礙設計、輪椅和嬰兒車也能順利移動的戶外環境

ＵＲ租賃住宅區

②能讓高齡者持續安心・安全居住的住宅

②滿足年輕世代家庭・育兒家庭等需求的住宅

①推動地區內醫療福祉設施等更加充實（招募醫療・福祉設施進駐住宅區內的租賃設施、建地）

③活用住宅區的戶外空間、租賃設施、集會場所等，創造多個世代相互交流的機會，並引進支援居民生活的服務

［地區醫療福祉據點形成示意圖］

建立地區統籌照護體系・形成混合型社區

■成為地區醫療福祉據點所採取的措施
①推動地區內醫療福祉設施等更加充實
②推動建立能因應高齡者等多個世代需求的居住環境
③推動建立有年輕世代家庭・育兒家庭等入住的社區

61

6-1. 展開福利政策（混合型社區和Aging in Place）



○ 板橋區居家醫療中心 高島平住宅區（東京都板橋區）
將板橋區醫師會營運的居家醫療中心，引進住宅區內的租賃設施。→具備地區統籌支援中心、拜訪看護站、居家照護中心（支援居家照護事業所）、療養諮詢室（居家醫療・照護合作支援窗口）等功能，透過前述設施合作，提供全方位的醫療・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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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將地區內仍欠缺的醫療福祉設施引進住宅區內，使住宅區成為地區醫療福祉據點。柏・豐四季台和行政機關・大學合作，建立滿足⾧壽社會需求的城鎮。

○取組の概要在討論、實踐「高齡社會安心且多彩多姿的生活方式・城鎮模樣」此目的之下，由柏市、東京大學（IOG)、ＵＲ都市機構３者聯合舉辦研究會

○「帶來人生價值的就業」的效果
保育・支援育兒・福祉服務等事業中，規劃了高齡者能在地區內活躍的場所，市內共有超過200名的高齡者就業。 已聽到「生活充實。」「很開心能接觸到許多人。」等心聲

Cocofump柏豐四季台

（附服務高齡者專用住宅）

胡桃兒童園 柏地區醫療合作中心

柏Kohitsuji園

(特別養護老人之家)

支援保育

（帶幼兒一同閱讀繪本）

○特色
將合併附服務高齡者專用住宅和居家醫療・看護・照護服務設施、支援育兒設施的複合式據點，以及地區醫療合作中心，引進住宅區再生事業中所產生的建地⇒建立能隨時待在家裡、安心生活的環境

（照片提供：柏市豐四季台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會）

和行政機關・大學合作，建立符合長壽社會需求的城鎮【柏

豐四季台】

6-1. 展開福利政策（混合型社區和Aging in Place）
（２）ＵＲ住宅地成為地區醫療福祉據點

將醫療福祉設施引進地區内

居家醫療中心

板橋區醫師會拜訪看護站
板橋區醫師會居家照護中心

高島平地區統籌支援中心 療養諮詢室



2017.2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辦第1屆專案啟動會議
2017.4 國土交通政策研究所的所⾧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拜會住房與都市發展部⾧Ben Carson，確認在夏初簽訂備忘錄

①經過

②備忘錄形式・内容
（１）研究對象
①在地老化（高齡者在居住習慣的地區內，安全且自主舒服地生活）和建立適合高齡者的社區上，改革住宅政策和都市計劃②加入日美兩國高齡者的住宅都市開發相關戰略③公家部門、民間部門和非營利組織能有效達成在地老化目標的合作方案

（２）確認會議舉辦形式・進行研究的機關
①每年於日本或美國舉辦會議一次以上②為了能監督・進行本件研究，國土交通省指定國土交通政策研究所擔任主要研究機關

（參考）住房與都市發展部⾧Ben Carson
Ben Carson,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出生日期 1951年9月18日(65歲)
出生地 密西根州底特律市
1977年－2013年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等，尤其在兒童腦神經外科上表現優良
2015年 參加共和黨美國總統初選，但不幸敗選
2017年3月2日 擔任住房與都市發展部⾧

HUD（住房與都市發展部）、Ginnie Mae（政府國家房地產抵押協會）、MLIT（國土交通省）、UR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４者締結合作備忘錄（2017年6月30日）（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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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展開福利政策（混合型社區和Aging in Place）
（３）日美共同研究在地老化議題



■ 日本背景＜預估高齡化速度＞

■ 兩國研究目的一致處
・日本認為美國不依賴行政預算，由民間企業、非營利企業等彈性提供服務的制度等，對日本來說可能是全新的商業模式，應進一步收集資料⇒帶動政策層面的改革和ＵＲ投入此種商業模式
・美國屬於高齡化的已開發國家，參考日本有多種民間企業參與的模式，提出藉由和民間部門合作，提高預算效益，能⾧期間維持下去的在地老化政策
・在上述兩項之中，日美兩國研究目的一致，因此開始合作共同進行研究

③共同研究的意義
■ 美國背景＜預估高齡化速度＞
○佔最多數者嬰兒潮世代（1949-64生）
○高齡化率（65歲以上）： 14.9％（2015年預估）⇒ 19.0％（2025年預估） ⇒21.4％（2035年預估）

＜財政狀況・高齡者服務的需求＞
・低所得者以外的人無照護保險，由民間企業、非營利團體等自由提供各種支援高齡者的服務・現今財政不斷緊縮，能留在住處生活，同時享受到由民間企業、非營利團體等提供服務的需求愈來愈高

○佔最多數者戰後嬰兒潮世代（1947-49生）
○高齡化率（65歲以上）： 27.3％（2016.10）

⇒30.0％（2025年預估）⇒32.8％（2035年預估）
＜財政狀況・高齡者服務的需求＞
・財政狀況嚴竣，壓迫到社會保障相關經費・必須讓身體較健康的高齡者不依賴政府財政，能在地區內自立生活・住宅街道區由民間業者等，專為高齡者提供服務

6-1. 展開福利政策（混合型社區和Aging in Place）
（３）日米共同研究在地老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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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人口開始減少，今後減少的速度只會愈來愈快。・人口減少造成消費・經濟力下滑，會對日本經濟社會造成很大的負擔。・實現國民希望，終止人口減少，確保2060年時人口可達１億人左右。・以未來日本社會充滿活力為目標，連同克服人口減少和地方創生，一起進行城鎮・人・工作創生。

（資料來源） 城鎮．人．工作創生「長期展望」「總合戰略」手冊

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１）人口減少和地方創生

2008年12,808萬人 (人口高峰)

2013年12,730萬人

2060年8,674萬人

2110年4,286萬人

2060年 8,674萬人(參考1) 10,030萬人(參考2)   9,884萬人 2110年 9,026萬人(參考1) 8,675萬人(參考2) 8,346萬人

實績(1960～2013年)
「日本未來估算人口(平成24年(2012年)1月估算)」(出生中位數(死亡中位數))
總生育率上升時(2030年1.8左右，2040年2.07左右)
(參考1) 總生育率2035年1.8左右、2045年2.07左右時
(參考2) 總生育率2040年1.8左右、2050年2.07左右時

(備註1) 實績依據總務省統計局「人口普查」等(各年度10月1日時人口)。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未來估算人口(平成24年(2012年)1月估算」採用出生中位數(死亡中位數)估算值。2110～2160的虛線為根據至2110年為止的估算資料等，再由城鎮．人．工作創生總部事務局延伸而成。(備註2) 「總生育率上升時」參考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專門調查會「要選擇的未來」委員會的人口未來估算資料，總生育率2040年1.8左右、2050年2.07左右(2020年1.6左右)，是由城鎮．人．工作創生總部事務局估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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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２）「國土大設計2050」 （2014年7月公佈（國土交通省））0130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國土大設計2050」（參考資料）

○ 活用、加強既有的聚落，成為帶動日本經濟成⾧的引擎。○ Liner隨著中央新幹線開通，三大都市圈之間交通時間約1小時，成為6,000萬人的生活圈。○ 以國內外的人、物集結的「場所」為核心的聚落發生改革，吸引全球的人、物、金錢、資訊。○ 順暢的國際人潮流動、物品流動(加強門戶的功能)，和建立外國人容易生活的環境，加強國際競爭力。

Liner中央新幹線是超大都市圈的地下鐵～ 都市間旅行將是往都市移動～
國外 國外

物

金錢

資訊
國外

人
全球最大的都市圈

國外

國外

不在有國際門戶閒置期，形成巨大商圈

加強和日本南西部合作，和國際門戶連結

加強從地下鐵(Liner)下車後的交通路線，帶來全新的生活模式、商業模式(在超大都市圈內移動將不再算是出差了)

超大都市圈內的據點網絡化並且加強功能

加強和日本北東部合作，和國際門戶功能的連結

雲狀的巨大聚落將發生改革

國外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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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３）對應都市空洞化的必要性・課題

對應都市空洞化的必要性
○屬於和都市計劃相關的重要政策，為了在社會人口減少之下，依然持續便利的都市生活，以建立人口密度維持適當的市區街道為目標，推動緊密都市政策。
○然而，「都市空洞化」是整個都市隨機發生。嚴重阻礙推動緊密都市政策。*都市空洞化：都市內部空地、空屋等低使用、未使用的空間，以小型建地為單位，時間上、空間上隨機分佈至一定程度後所發生的現象。*都市低密度化：隨著人口減少，都市全體人口的密度和土地使用密度將隨之降低。

對應都市空洞化帶來的課題

都市低密度化

產生大量的空地、空屋等

中心區的土地使用率低或未使用

○生活便利度下滑○行政服務、維持管理公共設施、既往投資效率低○治安、景觀、居住環境惡化，發生災害的危險性變大

○全體都市損失機會○需求流向都市外
雜草叢生 堆積廢棄物

○除了處理已發生的空洞化之外，未明顯出現此現像的地區亦須事先預防，這些都是都市計劃上的課題，必須採取對策加以因應。○另一方面，用途不明的土地等，在造成負面效果之外，亦有可作為因應臨時需求的用地和設施設置用地，創造出悠閒氣氛等正面效果。

低使用、未使用的土地 當作廣場使用*示意圖：松山市範例(大家的廣場)

地方都市商業地閒置空地範例 透天住宅區內空地範例(綠色部分)*資料：「都市停轉] 饗旺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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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創造國際交流據點為目標，推動土地區劃整頓事業（2016.7核准事業、2017.2開工典禮）。
ＪＲ東日本預計2020年春季開始營運新JＲ車站。

 由機構實施土地區劃整頓事業，推動整建都市基礎設施、整理建地，建造出和「國際交流據點・品川」相呼應的業務、商業、文化、居住等複合式市區街道。

 以創造國際交流據點為目標，推動土地區劃整頓事業（2016.7核准事業、2017.2開工典禮）。
ＪＲ東日本預計2020年春季開始營運新JＲ車站。

 由機構實施土地區劃整頓事業，推動整建都市基礎設施、整理建地，建造出和「國際交流據點・品川」相呼應的業務、商業、文化、居住等複合式市區街道。

【民・官・ＵＲ合作】

建造地上物、整建新站民

整建基礎、和整建周邊公共設施整合UR

依據行政計劃等引導官
【事業概要等】◇名稱 品川站北邊周圍地區土地區劃整頓事業 ◇實施者 ＵＲ都市機構◇實施面積 約14.7ha ◇事業期間 2016～2031年度（含清算期間）

新站示意圖(JR東日本提供)

資料來源：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東京圏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第6屆東京都都市再生小組委員會（2015年8月31日召開）資料４都市計劃（草案）品川站周邊地區

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４）大都市等交通結節點整建事業

地區內通道 新站東側聯絡道路

環狀第4號線延伸道路

北口廣場
通道

新站廣場

新站

地區內廣場
區劃道路1號(地區設施) 區劃道路4號(地區設施)區劃道路3號(地區設施)區劃道路2號(地區設施)

品川站

街道公園(主要公共設施)
地區幹線道路(第二東西向聯絡道路)(主要公共設施)

補助線街道第332號線(都市設施)

地區計劃範圍 促進再開發等的地區以及地區整建計劃範圍 土地區劃整頓計劃的範圍圖 例

本地圖乃是使用獲得國土地理院⾧核准(平24(2012年)閱公第269號)後，再製成之東京都地形圖(S=1:2，0)(27都市基交第183號)製作而成。未獲同意，禁止任意複制。(核准編號)27都市基街都第41號、平成27年(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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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地方都市再生實施重點

在面臨人口減少、地區經濟規模縮小等課題之際，和内閣府（地方創生推動事務局）合作，選出積極投入地區活力再生、創造城鎮熱鬧等的自治體30個左右，從硬體、軟體兩個方面，全面集中提供支援。而人才層面・專業知識層面亦會支援自治體。
【重點都市選擇基準（草案）】・3年內完成事業・設定適切的ＫＰＩ、建立ＰＤＣＡ循環（已花5年評估）≪KPI 範例：地價上升、空屋・空店面減少、行人交通量增加、擴大就業機會 等≫・建立官民合作體制

（１）選出「地方再生重點都市 (暫稱) 」和集中支援
■現在討論中的預算事項（要求平成30年度(2018年)概算）

【重點都市採取措施範例】・活用空屋、重整空地，讓城鎮再生・活用歷史資源，活絡中心鬧區・以運動公園為核心，建造運動城市・和當地產業合作，活用空店面，建造人們易於生存的城鎮

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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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都市內，因為再開發生事業等而建造的大樓，受到社會經濟局勢的變化和建物老舊等影響，入居的房客陸續退出，造成大樓閒置。。因此，對於正在空洞化的再開發大樓等，藉由派遣設施計劃等相關專家以及支援後續改建等，以謀求大樓重生。

（２）正在空洞化的再開發大樓等重生
■現在討論中的預算事項（要求平成30年度(2018年)概算）

6-2. 中⾧期國土・地區政策和都市再生
（５）地方都市再生の重点実施

位在都市中心的再開發大樓等，能否持續熱鬧對維持地區活力影響深遠。
(因為商業環境的變化，造成再開發大樓逐漸空洞化)

【重生案例】Aste川西(兵庫縣川西市)在市支援之下，由派遣的專家針對空洞化的再開發大樓，重新制定商業計劃和進行改建等，重生為食品超市和專業店面林立、充滿活力的商店街

改建前

改建後必須利用專家的力量，讓空洞化的再開發大樓等，重生為熱鬧的集結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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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成28年(2016年)７月以後，檢計市町村是否建造災害公營住宅，並連同國家一同給予支援分別在平成28年度(2016年) 和２個市町、平成29年度(2017年)和1個町，共計3個市町締結災害公營住宅整建相關基本協議，提供支援協助其順利興建。開始執行。其中，在宇城市和御船町各有1個住宅地請求協助建造。

市町 災害公營住宅預定整建戸數（※)
狀況等

宇城市 100 ・ H29.2.23(2017年)締結「災害公營住宅整建相關基本協議」・ H29年5月(2017年)，縣及宇城市依機構法第14條，委託建造豐野町響原地區。預計今後在確保市内用地無虞後，將陸續收到建造的委託
御船町 100 ・ H29.3.22(2017年)締結「災害公營住宅整建相關基本協議」
嘉島町 60 ・ H29.4.18(2017年)締結「災害公營住宅整建相關基本協議」

宇城市豐野町響原地區（H29.5(2019年)委託建造）
和嘉島町⾧締結基本協議的蓋章典禮

（１）支援熊本地震（H28.4.14(2016年)（前震）、H28.4.16(2016年)（主震））後的復興

※「災害公營住宅整建戸數」依（平成29年(2017年)４月13日）（熊本縣土木部建築住宅局住宅課）資料。

6-3. 對應災害、復原・復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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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支援岩手縣岩泉町（平成28年(2016年)颱風10號（H28.8.30）災區）0230

（３）支援新潟縣糸魚川市（糸魚川市站北側大火（H28.12.22））
地圖使用核准Ⓒ昭文社第56G107號

・ 和國家合作，支援糸魚川市復原
H29.1. 5 加入復興造鎮調查團，前往當地視察和交換意見H29.2. 1 UR派遣１名職員前往糸魚川市H29.2. 3  出席糸魚川復興造鎮推動協議會H29.3.21 糸魚川市和UR交換「推動復興造鎮之備忘錄」

地圖使用核准Ⓒ昭文社第56G107號備忘錄簽訂典禮

備忘錄簽訂典禮

・ 範圍廣大的岩泉町因為颱風侵襲，造成復原工程增加，但由於技術類職員人數過少，難以對應所有復原工程，故請求ＵＲ支援發包復原工程和制定復興造鎮計劃。・ 依據岩泉町的請求，ＵＲ團隊除了支援發包復原工程（㈱ＵＲ聯合進行）外，亦協助制定復興造鎮計劃。（ＵＲ進行）・ 平成29年３月16日(2016年)，岩泉町、ＵＲ及ＵＲ聯合三者於岩泉町，締結、交換推動復原・復興造鎮的「備忘錄」。

6-3. 對應災害、復原・復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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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支援國外開發都市

 支援國外開發都市
提供官民合作，於國外推動都市開發時所需要的技術等

1 第三期中期目標（平成26年度(2014年)～平成30年度(2018年)）

2 第三期中期計劃（平成26年度(2014年)～平成30年度(2018年)）
 支援國外開發都市

①協助建立和我國(日本)事業者等合作的體制 ②國外展開之際提供技術 ③派遺專家等人力
支援

0 UR法律上的定位
 支援國外開發都市

在不會阻礙執行業務的範圍內，能透過委託執行的業務（協助調查・協調和提供技術）

應達成的業務營運相關目標（國土交通大臣指示）
為達成中期目標而制定的計劃（國土交通大臣核准）

中期目標
中期計劃
ＵＲ法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 成立法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