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职金申请手续指南
〇退职金的转账日期为，支部收到申请文件后1个月左右。
但是，如果提交的文件由于某些遗漏或缺少导致需要补交时，
则会花费几天时间，因此汇款也将会延迟。
请在提交前再次检查，以确保没有遗漏或忘记提交的文件。
〇请使用黑色圆珠笔填写信息。

请不要使用铅笔、或可以用橡皮擦拭掉的笔来填写信息。

对于退职金申请的必要的缴纳金付款月数已放宽至12个月以上。
<互助手册 样本>

互助证紙的粘贴记录是互助手册封面上打印
的总天数和互助手册上所粘贴证明的天数的
总合。
(月数的计算是，互助证紙的21天换算为1个月。)

根据中小企业退职金共济法的部分修订，可以申请退职
金的缴纳金付款月数已从24个月以上放宽至12个月以上。
「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日期」为平成28年（2016）4月
1日之后的情况，退职金的缴纳金付款的月数为12个月以
上的话可以申请退职金。
如果缴纳金付款超过 12个月少于24个月的情况
您的退职金的金额约为支付的缴纳金所对应给付金额的 30%
至 50%。
※１遗族申请所必须支付的缴纳金月数为12个月以上，
并无更改。
※2 若在平成28年（2016）3月31日前发生退职金申请
理由的人士，必须交付24个月以上的缴纳金。
可以通过建退共主页，估算大致的退职金额。
如果用智能手机扫描下面的二维码，通过建退共的移动网站可以估算退职金额。
读取右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建退共的移
动网站。

事前阅读
建设业退职金共済制度的退职金是指当不再从事建设业工作时、或者
当开始自主创业的时候等符合以下理由时，可申请互助制度的退职金。
<退职金申请理由>
1 独立创业
2

失业

3

被建设相关以外的事业主所雇佣

4

成为建设相关的事业所的社员或职员
（包括自己成为事业主或获得高管薪酬的情况）

5

由于伤病而无法继续工作

6

满55岁以上

7

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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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金申请书，您可以自行「携带」至最近的都道府县支部、
或通过邮局用「简易挂号信」的形式邮寄。
（注意）如果通过普通邮件邮寄文件而导致丢失等事故，我们概不负责

退职金申请必要文件
１ 退职金申请书

请不要使用从主页下载的或复印的申请书。
２ 互助手册
如若遗失，请提交「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
「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可从建退共（建设业退职
共済事业总部）主页下载。
3 记载有申请人个人号码（my number）的住民票（原件）

请去发行带有my number（个人号码）的住民票。
从发行日起3个月以内的原本。复印件或损坏的文件将视为无效。

4 申请人在以下身份证明文件中，请提交其中之一的复印件。

※以下身份证明文件提交困难的情况、请联系咨询都道府县支部。
□各种养老手册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和住址的那一面)

□驾照(正反两面)
※在有效期内

□健康保险证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的那一面)
※在有效期内

健康保险证复印件的
・被保险人号码
・被保险人代码、号码
请涂抹掉以使其无法被读取

□护照
(带有照片和住址的双页跨页)
※在有效期内

2022 年 2 月 4 日之后申请的护照，由于
没有持有人登记栏（地址登记栏），将无
法用作身份证明文件。

5 申请人名下的存折或储蓄卡复印件

对于无法发行纸质存折的情况，请打印WEB（网页）账户画面，在此页
面中可确认金融机构名称、分行名称（交易行名称）、账户名义人、
储蓄账户号码等信息。
6 「关于退职所得的领取申告书」兼「退职所得申告书」
～～以下只适用于符合条件者～ ～ ～ ～ ～ ～ ～ ～ ～ ～ ～ ～ ～ ～ ～ ～ ～
～ 「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的当年已领取了退职津贴等的人，
７

请提交已领取的退职金的「退职所得的预扣税单・特别扣税单」
的复印件。
４

、 5 的各类文件的复印件，请用A4纸打印并提交。
-２ -

「退职金申请书」的填写要领
请在框内用黑色圆珠笔清晰填写退职金申请书。
如需修正，请在修正处画双线并在空白处重新填写。此时，无需使用修正印。
修正时请不要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带等文具。
OCR可以读取的数字

OCR无法读取的数字

退职金申请书的填写示例

「退职金申请书」分
为以下1～4个板块进
行填写示例的说明。

<退职金申请书样本>

互助手册样本

退职理由的证明栏的填写示例

如果由于最后一个事业所停
业而无法获得证明的话，
请联系咨询都道府县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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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金申请书」的填写要领（第2部分）
关于退职金申请书的填写方法
请在「申请年月日」中填写退职金申请书提交（发送）时的日期。
在「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中，填写在
中填写的任何一项<退
职金申请理由>成立的日期。年份分类请打勾选相对应的年份。
※请填写两位数的月份和日期。
(例如：03代表3 月，08代表 8 日)
<退职金申请理由>

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

1

独立创业

退职日

2

失业

退职日

3

被建设相关以外的事业主所雇佣

被当前事业主雇佣的日期

4

成为建设相关的事业所的社员或职员

失去制度对象身份的日期

（包括自己成为事业主或获得高管薪酬的情况）

高管・代表者就任日期

5

由于伤病而无法继续工作

退职日

6

满55岁以上

满55岁以上，退职日期

7

本人死亡

死亡日

请填写退职金申请人的邮编、住址、住址的注音假名、姓名、姓名的注音假名、
白天工作时间可以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在注音假名填写栏中标注浊音号时，请使用一格填写浊音号。
(例如 填写「ガ」等浊音号的时候，「カ」和「 ゛」请分开两格来填写)
※姓名的注音假名栏、姓和名之间请空一格填写
遗族申请时，请在与受益人关系栏中打钩。
如果是「其他」的情况，请在空格中填写「兄弟姐妹」等关系。
请填写印在互助手册封面上的内容。
※已提交「互助手册遗失或损坏补发申请书」的人士，无需填写手册册
数及交付日期
※如果互助手册中姓名的汉字或假名与在住民票上的姓名不同时，请提
交「受益人姓名等变更登记」（在建退共的主页上可以下载）
请填写受益人的性别，出生年月。
请填写与受益人相对应的编号。
木工
路面铺装・道路工
屋顶・板金工
管线工

高空作业
钢筋工・钢材工
油漆工
机械操作员

轻作业员
石工
门窗隔扇工・室内装饰
种植・园林绿化工

普通作业员
泥瓦匠
电工
其他

请在下方的<退职金申请理由>栏内填写与申请理由相符合的编号。
<退职金理由>属于1～5的人士，请在「证明栏」中获取事业主的证明。
<退职金申请理由>

事业主的证明

1

独立创业

最终事业主或事业主团体的证明

2

失业

最终事业主或事业主团体的证明

3

被建设相关以外的事业主所雇佣

现役事业主的证明

4

成为建设相关的事业所的社员或职员

现役事业主的证明

（包括自己成为事业主或获得高管薪酬的情况）

（现役事业主的证明及商业登记誊本的复印件）

5

由于伤病而无法继续工作

最终事业主的证明或医生的诊断书

6

满55岁以上

（无关是否有最终事业主证明）

7

本人死亡

（无关是否有最终事业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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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金申请书」的填写要领（第3部分）
「退职金申请书」分为
以下1～4个板块进行填写
示例的说明。

转账账户填写示例

<退职金申请书样本>

退职所得确认栏的填写示例

关于退职所得确认栏的填写方法
在退职所得确认栏中，请在 A、B、C 类别中用符号圈〇选择任何一
个相符合的选项
遗族申请的情况，无需填写「3.退职所得确认栏」
A「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同年仅从建退共获得退职金的情况
( →申告书填写示例请参照第7页)
B「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同年从他处也获得退职津贴等的情况
( →申告书填写示例请参照第8页)
C「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年月日」同年的上一年或前4年内获得过退职津贴
的情况
※令和3年（2021）退职的人士「退职年的上一年或前4年内」是指
平成29年（2017）开始至令和2年（2020）的期间。
( →申告书填写示例请参照第9页)
「退职所得的预扣税单」仅寄送给所需的受益人本人。
若需要建退共所发行的预扣税单，请在「有」处打勾。
此外，若属于A类的情况，退职金额是在退职所得免扣税范围内的话，由于
不会产生纳税征收，在已经提交了「关于退职所得的领取申告书」的情况下，
原则上不需要最终纳税申报。
日后若需要「退职所得的预扣税单」时，请联系建退共事业本部
（电话03 ( 6731 )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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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接受转账金融机构的账户确认
渔业协同组合・网银的账号是无法办理转账的
接受转账金融机构请指定为申请人本人名下的储蓄账户。
因为是通过账户名义人姓名的片假名操作转账的，因此请填写存
折上姓名的片假名。
「金融机构代码」、「店铺代码」（店号码），请确认印在存
折或储蓄卡上的号码。
请提交以下其中之一，用于账户确认的文件
复印后请小心不要遗忘放置于复印机上的原稿。
存折复印件提交的情况
复印存折封面和翻开后的双页跨页

指定邮政银行的账户作为
接受转账账户的情况，
请提交存折的复印件。

提交储蓄卡复印件的情况
请提交可以确认金融机构名称、店铺代码（店号码）、账户名义人、账户代码那一面的复印件

提交储蓄卡兼信用卡复印件的情况
请提交可以确认金融机构名称、店铺代码（店号码）、账户名义人、账户代码那一面的复印件

○○銀行
001-1234567

请隐去复印件中的信
用卡号码（16位数
字）。

请隐去复印件
中的安全代码
（3位数字）。

指定转账账户为不发行纸质存折的账户类型的情况
对于无法发行纸质存折账户的情况，请打印WEB（网页）账户画面并提出，在此页面中可确认
金融机构名称、分行名称（交易行名称）、账户名义人、储蓄账户号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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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职所得的领取申告书」兼「退职所得申告书」填写要领
※遗族申请的时候，无需提交
申请退职金时，请一并提交此申告书。
请注意，如果不提交申告书，您将需要从退职金额中扣除（预扣）
相当于 20.42%（包括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税款，作为退职金的所得税。
如果您对填写此税务署规定的申告书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就近的税务署
【申告书的填写示例】
退职日：令和3年3月31日
最终被交予的互助手册

建退共的加入年月日

填写示例① A类：退职当年仅从建退共获得退职金的情况
填写「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
的年份（退职的年份）
填写现在居住的住所地址
填写姓名
填写个人号码（my number）
填写退职当年1月1日时点（住
民登录所登录的住址）
如果和上述地址相同的情况请
填写「同上」
（A栏）：关于建退共
・填写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时的
年月日
（A栏）：关于建退共
・自退职当年的 1 月 1 日起根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
扶助的人士，请在生活扶助栏的「有」处画圈，其他人
士，请在「无」处画圈。
・在任职期间因工伤造成残疾而退职的人士，请在[残
疾]处画圈，并在[ ]中填写残疾状况，并填写残疾者手
册的交付日期，及附上残疾手册的复印件。
其他的人士，请在「一般」处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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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栏）：关于建退共
・自・・・・・填写建退共的加入年月日
・至・・・・・填写退职金申请理由发生
的年月日
・年数・・・・・建退共加入年数（1年
未满的话以1年计算）

「关于退职所得的领取申告书」及「退职所得申告书」的填写要领（第2部分）

《填写示例② B类：退职当年从他处也获得退职津贴等的情况》
在领取公司或组织的退职金后，同时也领取了建退共的退职金
的情况，请提交已领取的退职金的「退职所得预扣税单・特别
扣税单」的复印件。

A栏的填写方法请参照
第7页。

（B栏）
退职当年早于建退共先行领取的退
职津贴等请在B栏内填写
申请时请务必附上退职所得的预扣
税单的复印件

(领取津贴的年月日)
填写退职金津贴等的领取日
(E-B栏)
依照退职当年早于建退共先行缴纳的
「退职所得的预扣税单・特别扣税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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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职所得的领取申告书」及「退职所得申告书」的填写要领（第3部分）

《填写示例③ C类：退职当年上一年或前4年内获得过退职津贴的情况》
上一年至前4年内是指，若在令和3年（2021）退职，则适用平成29年
（2017）起至令和2年（2020）期间。
已领取退职金的「退职所得预扣税单・特别扣税单」的复印件，可以
自愿提交

A栏的填写方法请参照
第7页。

( C-⑥栏)
在上一年及前4年内已领取了退职
津贴等的情况，请填写那4年内的
退职津贴等相关的工龄期间

(( C-⑦栏)
填写 于A-③栏及B-⑤栏所填工龄
期间，同于C-⑥栏所填工龄期间和
重叠期间

(E-C欄)
依据退职当年的上一年至前4年内已缴纳的「退职所得预
扣税单・特别扣税单」填写 预扣税单可以自愿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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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受益人死亡的遗族申请
如果受益人死亡，死者家属中申请顺序最高者可以提交申请手续。
如果存在多个同顺位关系，其中一位可以成为申请退职金的代理人。
〇受益人死亡之后，可以申领退职金的遗族的排名顺位
下表中高顺位者为申请人。

第1顺位

配偶者 〔包括那些未领结婚证但在受益者死亡时
处于事实婚姻同等情况者〕

在受益者死亡当时，主要依靠其收入
维持生计者

第2顺位
第3顺位
第4顺位
第5顺位
第6顺位
第7顺位
第8顺位

没有对应第 2 到第 8 等级的人时

子女
父母（养父母）
父母（生父母）
孙辈
祖父母
兄弟姐妹
其他亲族

第9顺位
第10顺位
第11顺位
第12顺位
第13顺位
第14顺位

子女
父母（养父母）
父母（生父母）
孙辈
祖父母
兄弟姐妹

如果还有其他顺位较高的遗族，顺位较低的遗族不能提出申请。

户籍誊本件等有必要提交的文件会根据与受益人的关系不同而有所区
别。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各都道府县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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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受益人死亡配偶者成为申请者的情况（第1部分）
与受益者一同生活的配偶者将被视为申请顺位的第1顺位人。
以下为必须提交的文件。
退职金申请必要文件
１

退职金申请书

２

互助手册
如若遗失，请提交「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
「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可从主页下载。

3

记载有申请人个人号码（my number）的住民票（原件）
请去发行带有my number（个人号码）的住民票。
从发行日起3个月以内的原本。复印件或损坏的文件将视为无效。

4

申请人在以下身份证明文件中，请提交其中之一的复印件。
※以下身份证明文件提交困难的情况、请联系咨询都道府县
支部.
□驾照(正反两面)
※在有效期内

□各种养老金手册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和住址的那一面))

□健康保险证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的那一面)
※在有效期内

□护照
(带有照片和住址的双页跨页)
※在有效期内

健康保险证复印件的
2022 年 2 月 4 日之后申请的护照，由于没有持
有人登记栏（地址登记栏），将无法用作身份证
明文件。

・被保险人号码
・被保险人代码、号码
请涂抹掉以使其无法被读取

5

记载有受益人的个人号码的住民票（除票）（原件）

6

5

若无法取得记载有受益人个人号码的住民票（除票），请在
住民票（除票）之外再提交以下任意1种文件的复印件，作为受
益人的个人号码的确认文件

□个人号码卡（my number card）
（正反两面）
带有照片的正面 记载有个人号码
的反面

□个人号码通知卡
（请注意）关于「个人号码通知卡」的提交注意点
「个人号码通知卡」复印件上记载的住所、姓名和
住民票上记载的内容一致时才可以作为确认文件来
使用。

※为了制作税务署所规定的法律调查书（支付调查书），请您提交已逝世受益人和申请人的个人号码确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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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受益人死亡配偶者成为申请者的情况（第2部分）
退职金申请必要文件
７

申请人接受转账金融机构的账户确认文件
关于账户确认文件请参照第6页。

８

户籍誊本（原件）
受益人或配偶者为户主的户籍誊本
记载有受益人逝世日
可证明受益人和申请人之间的关系

9

能够确认受益人居住状况的文件

请提交下述任意一种文件的复印件。
但是，如果已经提交了申请必要文件中的 「记载有受益人个人号
码的住民票（除票）」或 受益人的「个人号码卡（my number
card）」或「个人号码通知卡」的话，下述文件就无需再提交了。
以下①～⑩为受益人名义的文件。
①驾照
③护照(2020年2月3日前签发)
④残疾人手册
⑥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
⑧工资所得的预扣税单
⑩公共年金的预扣税单

10

②健康保险证
⑤育儿手册
⑦在留卡＋外国护照
⑨退职所得的预扣税单

能够确认受益人及其配偶者家庭收支状况的文件
请提交下述任意一种文件的复印件。
①工资所得的预扣税单（能够确认是受抚养人）
②存款账户的出入金额确认文件
（可以确认受益人定期汇出生活费等事实）
③以申请人为受保人的保险单（人寿保险等）
④遗族年金证书
⑤证明已故受益人曾负担申请人水电费的收据等
⑥已故受益人名下的汽车（车检证），申请人现行使用中的
相关证明文件（汽车保险单）)
⑦已故受益人名下的存折封面复印件，或信用卡正面复印件
⑧配偶者持有的丧葬费收据
（但需要写明受益人姓名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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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益人死亡配偶者以外作为申请人的情况
若受益人逝世时，没有配偶者的情况，第2顺位以下的遗族将拥有申请权.
申请顺位排名依据为,主要依靠受益人收入维持生计的遗族将排名靠前。

退职金申请必要文件
１

退职金申请书

２

互助手册
如若遗失，请提交「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
「互助手册遗失或破损补发申请书」可从主页下载。

3

记载有申请人个人号码（my number）的住民票（原件）
请去发行带有my number（个人号码）的住民票。
从发行日起3个月以内的原本。复印件或损坏的文件将视为
无效。

4

申请人在以下身份证明文件中，请提交其中之一的复印件。
※以下身份证明文件提交困难的情况、请联系咨询都道府县支
部。
□各种养老金手册
□驾照(正反两面)
※在有效期内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和住址的那一面))

□健康保险证
(写有姓名、出生年月日的那一面)
※在有效期内

□护照(2020年2月3日以前发行的护照)
(带有照片和住址的双页跨页)
※在有效期内

健康保险证复印件的
・被保险人号码、被保险人代码、号码
请涂抹掉以使其无法被读取

5
6

7
8

记载有受益人的个人号码的住民票（除票）（原件）
若无法取得记载有受益人个人号码的住民票（除票），
请在住民票（除票）之外再提交受益者个人号码卡（my
number card）（正反两面）或个人号码通知卡（正面）
任意1种文件的复印。
申请人接受转账金融机构的账户确认文件
关于账户确认文件请参照第6页。
5

户籍誊本（原件）
能够显示受益人从出生至死亡整个过程的户籍誊本
（因为改姓的确认等可能需要提交受益人以外的户籍誊本。）

配偶者以外的亲族作为申请人时，户籍誊本等提交的文件会根据
与受益人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请务必事先咨询都道府县支部
9

「委任状」(可从建退共的主页下载)
若存在多名同顺位申请人的情况，则需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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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职金申请书的邮寄方法
邮寄退职金申请书时，请从邮局窗口用「简易挂号信」邮寄到
最近的都道府县支部。
各都道府县支部的地址记载在封底（本页背面）
退职金申请时必要的文件
第2页为被受益者本人的申请
遗族申请请在第11页～第13页确认

建退共的
退职金申请书

邮票

请填写申请人地址和姓名

(信封背面)

(信封正面)

独立行政法人 勤劳者退职金共济机构
建设业退职金共济事业本部
主页https://www.kentaikyo.taisyokukin.go.jp
(可以在主页上估算退职金。)
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妥善管理和保护个人信息，并将其用于退职金支付业务必要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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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退职金申请文件自行「携带」至或以「简易挂号信」方式邮寄至最
近的支部。
令和3年9月1日时点
都道府县支部一览
都道府县
北海道
青森县

地址

名称

060-0004

邮编

札幌市中央区北四条西3-1 北海道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北海道支部

011(261)6186

电话号码

030-0803

青森市安方2-9-13 青森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青森県支部

017(732)6152

岩手县

020-0873

盛岡市松尾町17-9 岩手県建設会館3階

建退共岩手県支部

019(622)4536

宫城县

980-0824

仙台市青葉区支倉町2-48 宮城県建設産業会館6階

建退共宮城県支部

022(263)2973

秋田县

010-0951

秋田市山王4-3-10 秋田県建設業会館内

建退共秋田県支部

018(823)5495

山形县

990-0024

山形市あさひ町18-25 山形県建設会館4階

建退共山形県支部

023(632)8364

福岛县

960-8061

福島市五月町4-25 福島県建設センター内

建退共福島県支部

024(523)1618

茨城县

310-0062

水戸市大町3-1-22 茨城県建設センター内

建退共茨城県支部

029(225)0095

栃木县

321-0933

宇都宮市築瀬町1958-1 栃木県建設産業会館2階

建退共栃木県支部

028(639)2611

群马县

371-0846

前橋市元総社町2-5-3 群馬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群馬県支部

027(252)1666

埼玉县

336-8515

さいたま市南区鹿手袋4-1-7 埼玉建産連会館内

建退共埼玉県支部

048(861)5111

千叶县

260-0024

千葉市中央区中央港1-13-1 千葉県建設業センター内

建退共千葉県支部

043(246)7379

东京都

104-0032

中央区八丁堀2-5-1 東京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東京都支部

03(3551)5242

神奈川县

231-0011

横浜市中区太田町2-22 神奈川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神奈川県支部

045(201)8454

新泻县

950-0965

新潟市中央区新光町7-5 新潟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新潟県支部

025(285)7117

富山县

930-0094

富山市安住町3-14 富山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富山県支部

076(432)5576

石川县

921-8036

金沢市弥生2-1-23 石川県建設総合センター内

建退共石川県支部

076(242)2608

福井县

910-0854

福井市御幸3-10-15 福井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福井県支部

0776(24)1015

山梨县

400-0031

甲府市丸の内1-13-7 山梨県建設会館2階

建退共山梨県支部

055(235)4421

长野县

380-0824

長野市南石堂町1230 長建ビル内

建退共長野県支部

026(228)7200

岐阜县

500-8382

岐阜市藪田東1-2-2 岐阜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岐阜県支部

058(276)3744

静冈县

420-0851

静岡市葵区黒金町11-7 大樹生命静岡駅前ビル12階

建退共静岡県支部

054(255)6846

爱知县

460-0008

名古屋市中区栄3-28-21 愛知建設業会館内

建退共愛知県支部

052(243)0871

三重县

514-0003

津市桜橋2-177-2 三重県建設産業会館2階

建退共三重県支部

059(224)4116

滋贺县

520-0801

大津市におの浜1-1-18 滋賀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滋賀県支部

077(522)3232

京都府

604-0944

京都市中京区押小路通柳馬場東入橘町645 京都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京都府支部

075(231)4161

大阪府

540-0031

大阪市中央区北浜東1-30 大阪建設会館1階

建退共大阪府支部

06(6941)3650

兵库县

651-2277

神戸市西区美賀多台1-1-2 兵庫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兵庫県支部

078(997)2333

奈良县

630-8241

奈良市高天町5-1 奈良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奈良県支部

0742(22)3345

和歌山县

640-8262

和歌山市湊通丁北1-1-8 和歌山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和歌山県支部

073(436)1327

鸟取县

680-0022

鳥取市西町2-310 鳥取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鳥取県支部

0857(24)2281

岛根县

690-0048

松江市西嫁島1-3-17 島根県建設業会館内

建退共島根県支部

0852(21)9004

冈山县

700-0827

岡山市北区平和町5-10 岡山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岡山県支部

086(225)4133

广岛县

730-0013

広島市中区八丁堀11-28 朝日広告ビル5階

建退共広島県支部

082(221)0138

山口县

753-0074

山口市中央4-5-16 山口県商工会館4階

建退共山口県支部

083(924)9466

德岛县

770-0931

徳島市富田浜2-10 徳島県建設センター2階

建退共徳島県支部

088(622)3113

香川县

760-0026

高松市磨屋町6-4 香川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香川県支部

087(851)7919

爱媛县

790-0002

松山市二番町4-4-4 愛媛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愛媛県支部

089(943)5406

高知县

780-0870

高知市本町4-2-15 高知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高知県支部

088(822)6181

福冈县

812-0013

福岡市博多区博多駅東3-14-18 福岡建設会館2階

建退共福岡県支部

092(477)6734

佐贺县

840-0041

佐賀市城内2-2-37 佐賀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佐賀県支部

0952(26)2778

长崎县

850-0874

長崎市魚の町3-33 長崎県建設総合会館3階

建退共長崎県支部

095(826)2285

熊本县

862-0976

熊本市中央区九品寺4-6-4 熊本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熊本県支部

096(366)5111

大分县

870-0046

大分市荷揚町4-28 大分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大分県支部

097(536)4800

宫崎县

880-0805

宮崎市橘通東2-9-19 宮崎県建設会館内

建退共宮崎県支部

0985(20)8867

鹿儿岛县

890-8512

鹿児島市鴨池新町6-10 鹿児島県建設センター内

建退共鹿児島県支部

099(257)9216

冲绳县

901-2131

浦添市牧港5-6-8 沖縄県建設会館2階

建退共沖縄県支部

098(876)5214

※受理时间为除周六、日、节假日、年末年始、休息日的平日（12:00～13:00的午休时间除外）
※前往东京咨询窗口或大阪咨询窗口之际，负责人有可能不在，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本部咨询窗口
电话 03(6731)2841 受理时间 9:00～12:00 13:00～17:15
东京咨询窗口
电话 03(3551)5276 受理时间 9:00～12:00 13:00～17:00
大阪咨询窗口
电话 06(6941)3690 受理时间 9:00～12:00 13:00～17:00
建设业退职金共济事业本部 电话 03(6731)2846 受理时间 9:00～12:00 13:00～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