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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盟“和平市长会议”的请求
自治体首长阁下：
首先敬祝时下愈益康泰，万事如意！
1945 年 8 月，广岛和长崎两市因一颗原子弹的投炸而在一瞬间使整个城市化为一
片废墟，夺走了成千上万宝贵的生命。放射线的辐射带来的痛苦至今仍折磨着被炸受害
者。不仅如此，那曾经熟悉的城市被毁灭了，失去了心爱的亲人、朋友的这两个城市市
民的心痛是无法以言语来表露的。
被炸受害者已进入高龄，我们希望被炸受害者本身的被炸经历和对和平的愿望与下
一代人共有，并且希望这个愿望展阔全球。因为这正和受害者的誓愿－废除核武器－密
切相关。
为此，广岛和长崎两市主持和平市长会议，同世界的各城市一起为实现到 2020 年
之前废除核武器的“2020 展望”采取行动。2020 年正是被人们认为原子弹投炸后，75 年
草木不生的年份，也是为了让更多步入高龄的被炸受害者能看到无核的世界而设定的目
标年份。从和平市长会议加盟城市数量已超过 7,700 个城市的数目来看，我们很清楚地
看到全球市民都强烈要求实现无核世界的事实。
为进一步提高废除核武器运动的高涨气势，我们希望动员世界各国为首的执政者，
让各国人民来到广岛和长崎，亲眼目睹被炸现场，了解核武器带给人类巨大的伤害及惨
痛教训，得以与被炸受害者之间达成共同的愿望。
希望各位和广岛、长崎共同抱有同一愿望，并赞同和平市长会议为实现到 2020 年
之前灭绝核武器所采取的行动，就加盟和平市长会议之事宜，敬请给予研究考虑。
另外，和平市长会议是由世界各自治体组成的无党派组织，是已在联合国的经济社
会理事会登录的 NGO(非政府组织)。此外，名称虽为“市长会议”，但各町村也在我们加
盟的行列之中。
有了更多的自治体加盟于和平市长会议，就更能够成为我们祈求和平、提高要求废
除核武器潮流的动力。为人类的未来、为保护市民的和平生活、为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衷心希望我们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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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市长会议
和平市长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城市间的紧密联系，推进在全球唤起市民废除核武器意识等各项行动，以

此为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做贡献。
和平市长会议是以广岛市及长崎市为中心，于 1982 年设立的组织。
1991
年注册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非政府组织（NGO）
。
目前，该组织共有来自 16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756 个城市加盟，涵盖人口总数多达 10 亿人，为全球
总人口数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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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城市总数（2019 年 5 月 1 日至现在）

7,756 个城市
（

3

163 个国家和地区）

地区名称

加盟城市数量

亚洲

3,223 个城市 （31 个国家和地区）

大洋洲

131 个城市 （ 9 个国家和地区）

非洲

394 个城市 （47 个国家和地区）

欧洲

2,987 个城市 （48 个国家）

北美洲

324 个城市 （ 3 个国家和地区）

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697 个城市 （25 个国家和地区）

活动内容
和平市长会议制定了在 2020 年以前废除核武器的行动方针—《2020 展望（为废除核武器的紧急行
动）》，与世界各地城市、市民、NGO 等共同合作，为废除核武器开展各项活动。特别是从 2010 年开始，
和平市长会议大力推进催生全球行动的举措，以此促进在全世界范围内，签署有关禁止以及废除核武器
的开发、制造、实验、储备、使用等规定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1) 邀请未加盟和平市长会议的城市，加盟本组织。
(2) 为扩大废除核武器的国际舆论，通过原子弹爆炸海报的宣传和举办资料展、利用 Skype 听取被炸受害
者经历证言、栽培被炸树木的种子和树苗等事业，宣传和承传“广岛和长崎”的心声。
(3) 向联合国及各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尽早缔结“禁止核武器条约”。
(4) 展开要求尽早缔结“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名活动。
【2020 展望的目标】
(1) 立即解除所有核武器的实战配备
当今世界依然有许多核武器处于实战配备状态。在世界各地的市民遭受此类威胁的状况下，为了避
免核武器被使用（含误用行为）
，要求立即解除所有核武器的实战配备。
(2) 开始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具体磋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全面废除核武器所作的明确承诺等内容，已成为此前召开的 NPT 审查会议等的
国际共识。本组织将以此为依据，要求各国政府开始以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为目标的具体磋商。
(3) 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
要求各国政府等组织签署有关禁止以及废除核武器的开发、制造、实验、储备、使用等规定的《禁
止核武器条约》
。
(4)
2020 年之前销毁所有核武器
在严格的国际约束下，本组织致力于在 2020 年（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 75 周年）之前，全面销毁地
球上的所有核武器，以此建立一个从核恐怖阴影下获得解放的和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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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1) 总会

每 4 年举行一次，在广岛市和长崎市轮流举办。决定
和平市长会议的行动计划等重要事项。
下次总会将于 2020 年 8 月在广岛市举行

(2) 理事会 参加会议的对象为理事城市。原则上每 2 年在理事城
市举行 1 次
第 9 届和平市长会议总会
2017 年 8 月长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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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缴纳金
和平市长会议加盟城市会员费为 1 个城市每年缴纳 2,000 日元（如以外币缴纳时，则按
缴纳当时的外汇牌价换算金额）。
但是，不会因不负担该缴纳金而要求脱离会员。如认为有应予以考虑的情况时，和事务局
协议之下，将予以免除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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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员
会长 ：广岛市长（日本）
副会长：长崎市长（日本）

理事：曼谷省长(泰国)

汉诺威市长（德国）

弗里曼特尔市长(澳大利亚)

伏尔加格勒市长（俄罗斯）

萨拉热窝市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马拉科夫市长（法国）

塞米伊市长(哈萨克斯坦)

蒙廷卢帕市长（菲律宾）

柯枝市长(印度)

曼彻斯特市长（英国）

蒙特利尔市长(加拿大)

伊普尔市长（比利时）

惠灵顿市长(新西兰)

奥格勒纳莫鲁市长（克罗地亚）

桑托斯市长(巴西)

格拉诺列尔斯市长（西班牙）

卡塔戈市长(哥斯达黎加)

哈莱卜杰市长（伊拉克）

德黑兰市长（伊朗）

丰戈通科市长（喀麦隆）

格里尼市长（法国）

墨西哥城市长（墨西哥）

切尔维亚市长（意大利）

弗龙市长（挪威）
德梅因市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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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局
(1) 事务总长

小沟 泰义（(公财)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

(2) 所在地及联络方式 c/o: Hiroshima Peace Culture Foundation
1-5 Nakajima-cho, Naka-ku, Hiroshima 730-0811 JAPAN
电子邮箱：mayorcon@pcf.city.hiroshima.jp
网址：www.mayorsfor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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