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様式（開発）第13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第　1　班　計 �20，698 �15，314 �1，203 �6，547 �73，150 �39，592 �25，780 �59，817 

第　2　班　計 �21，333 �16，336 �1，232 �10，171 �59，172 �45，594 �22，309 �47，146 

第　3　班　計 �27，590 �10，630 �1，786 �4，287 �59，517 �60，386 �25，605 �50，770 

第　4　班　計 �15，027 �7，589 �970 �3，550 �42，805 �30，430 �18，993 �31，495 

第　5　班　計 �19，078 �8，680 �1，073 �5，041 �52，005 �36，435 �22，042 �38，230 

県　計 �103，726 �58，549 �6，264 �29．596 �286．649 �212，437 �114，729 �227，458 

区　　分 �得票総数 �按分の際切り捨 てた票数 �いずれの政党等に も属しない票数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投票総数 �持ち帰り その他 �投票者総数 
A �B �C �（A＋B＋C）　D �E �（D＋E）　　F �G �（F十6）　H 

第　1　班　計 �242，101 �0 �0 �242，101 �6，129 �248，230 �19 �248，249 

第　2　班　計 �223，293 �0 �0 �223，293 �4，916 �228，209 �4 �228，213 

第　3　班　計 �240，571 �0 �0 �240，571 �4，854 �245，425 �2 �245，427 

第　4　班　計 �150，859 �0 �0 �150，859 �3，310 �154，169 �4 �154，173 

第　5　班　計 �182，584 �0 �0 �182，584 �4，562 �187，146 �8 �187，154 

県　計 �1．039，408 �0 �0 �1．039．408 �23，771 �1．063．179 �37 �1．063．216 

（注）1開票率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2有効投票者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第1班　くその1）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上 高 井 郡 �小　布　施　町 �397 �408 �34 �159 �1，720 �930 �599 �1，485 

高　　山　　村 �309 �180 �27 �108 �1，374 �553 �452 �752 

郡　計 �706 �588 �61 �267 �3，094 �1，483 �1．051 �2．237 

下 高 井 郡 �山　ノ　内　町 �661 �387 �39 �158 �2，129 �1，051 �542 �1，420 
木　島　平　村 �200 �189 �14 �84 �773 �475 �338 �662 

野沢温泉村 �148 �112 �13 �48 �722 �337 �205 �431 

郡　計 �1，009 �688 �66 �290 �3，624 �1，863 �1，085 �2，513 

下 水 内 郡 �栄　　　　　村 �127 �49 �7 �43 �473 �153 �178 �261 

郡　計 �127 �49 �7 �43 �473 �153 �178 �261 

第1班郡計 ��1，842 �1，325 �134 �600 �7，191 �3，499 �2，314 �5，011 

長　野　市 ��14，180 �10，615 �744 �4，271 �48，807 �26，796 �17，752 �41，351 

須　坂　市 ��1，985 �1，541 �143 �706 �7，035 �4，014 �2，284 �5，877 

中　野　市 ��1，812 �1，204 �113 �593 �6，615 �3，486 �2，099 �4，858 

飯　山　市 ��879 �629 �69 �377 �3，502 �1，797 �1，331 �2，720 

第1班市計 ��18，856 �13，989 �1，069 �5，947 �65，959 �36，093 �23，466 �54，806 

第1班計 ��20，698 �15，314 �1，203 �6，547 �73，150 �39，592 �25，780 �59，817 

（注）1開票率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2有効投票音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第1班（その2）

区　　　分 ��得票総数 　A �按分の際切り 捨てた票数 　B �いずれの政党 等にも属しな い乗数C �有効投票数 （A＋B＋C）D �無効投票数 　E �投票総数 （D＋E）F �持ち帰り その他 　G �投葉音総数 （F＋G）H 

上 高 井 郡 �小　布　施　町 �5，732 �0 �0 �5，732 �222 �5，954 �0 �5，954 

高　　山　　村 �3，755 �0 �0 �3，755 �101 �3，856 �0 �3，856 

郡　計 �9，487 �0 �0 �9，487 �323 �9，810 �0 �9，810 

下 高 井 郡 �山　ノ　内　町 �6，387 �0 �0 �6，387 �218 �6，605 �0 �6，605 
木　島　平　村 �2，735 �0 �0 �2，735 �88 �2，823 �0 �2，823 

野沢温泉村 �2，016 �0 �0 �2，016 �69 �2，085 �0 �2，085 

郡　計 �11，138 �0 �0 �11，138 �375 �11，513 �0 �11，513 

下 水 内 郡 �栄　　　　　村 �1，291 �0 �0 �1，291 �68 �1，359 �0 �1，359 

郡　計 �1，291 �0 �0 �1，291 �68 �1，359 �0 �1，359 

第1班郡計 ��21，916 �0 �0 �21，916 �766 �22，682 �0 �22，682 

長　野　市 ��164，516 �0 �0 �164，516 �3，583 �168，099 �7 �168，106 

須　坂　市 ��23，585 �0 �0 �23，585 �607 �24，192 �12 �24，204 

中　野　市 ��20，780 �0 �0 �20，780 �840 �21，620 �0 �21，620 

飯　山　市 ��11，304 �0 �0 �11，304 �333 �11，637 �0 �11，637 

第1班市計 ��220．185 �0 �0 �220，185 �5．363 �225．548 �19 �225，567 

第1班計 ��242，101 �0 �0 �242，101 �6，129 �248，230 �19 �248，249 



様式（開発）第12号

4時00分確定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第2班（その1）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東 筑 摩 郡 �麻　　績　　村 �106 �89 �8 �97 �464 �348 �155 �359 生　　坂　　村 �208 �49 �7 �48 �276 �194 �97 �173 

山　　形　　村 �598 �280 �25 �184 �987 �925 �433 �882 

朝　　日　　村 �289 �151 �16 �106 �616 �515 �201 �497 

筑　　北　　村 �349 �184 �16 �160 �935 �666 �295 �594 

郡　計 �1，550 �753 �72 �595 �3，278 �2，648 �1，181 �2　505 

北 安 曇 郡 �池　　田　　町 �550 �346 �28 �258 �1，288 �1，120 �796 �I 1095 
松　　川　　村 �550 �364 �33 �224 �1，126 �1．060 �569 �1 1000 

白　　馬　　村 �403 �390 �25 �165 �1，291 �952 �469 �〉 967 

小　　谷　　村 �119 �97 �10 �78 �587 �340 �181 �307 

郡　計 �1，622 �1，197 �96 �725 �4，292 �3，472 �2，015 �3　369 

上 水 内 郡 �信　　溝　　町 �337 �251 �32 �178 �1，209 �1，016 �571 �I 972 

飯　　綱　　町 �514 �378 �33 �250 �1，775 �1．420 �702 �1360 

小　　川　　村 �120 �87 �16 �64 �511 �343 �240 �〉 292 

郡　計 �971 �716 �81 �492 �3，495 �2，779 �1，513 �2　624 

第2班郡計 ��4，143 �2，666 �249 �1，812 �11，065 �8，899 �4，709 �8498 

長　野　市 ��1，100 �583 �54 �404 �3，101 �2，255 �1，294 �l 2227 

松　本　市 ��10，246 �8，339 �634 �5，142 �29，011 �20，603 �10　549 �I 23310 

大　町　市 ��1，415 �1，025 �59 �666 �3，407 �3，086 �I 1，288 �， 2821 

安曇野市 ��4，429 �3，723 �236 �2，147 �12，588 �10，751 �4，469 �10　290 

第2班市計 ��17，190 �13，670 �983 �8，359 �48，107 �36．695 �17，600 �　〉 38648 

第2班計 ��21，333 �16．336 �1．232 �10．171 �59，172 �45．594 �22．309 �47．146 

（注）1日宇 �司票率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2　有効投票音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第2班　くその2）

区　　　分 ��得票総数 　　A �按分の際切り 捨てた票数 　B �いずれの政党 等にも属しな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E �投票総数 �持ち帰り その他 　G �投票者総数 

い票数　　C �（A＋B＋C）D ��（D＋E）　　F ��（F＋G）　　H 

東 筑 摩 郡 �麻　　績　　村 �1，626 �0 �0 �1，626 �31 �1，657 �0 �1，657 生　　坂　　村 �1，052 �0 �0 �1，052 �22 �1，074 �0 �1，074 

山　　形　　村 �4，314 �0 �0 �4，314 �99 �4，413 �0 �4，413 

朝　　日　　村 �2，391 �0 �0 �2，391 �50 �2．441 �0 �2，441 

筑　　北　　村 �3，199 �0 �0 �3，199 �94 �3，293 �0 �3，293 

郡　計 �12，582 �0 �0 �12，582 �296 �12，878 �0 �12，878 

北 安 曇 郡 �池　　田　　町 �5，481 �0 �0 �5，481 �165 �5，646 �0 �5，646 
松　　川　　村 �4，926 �0 �0 �4，926 �102 �5，028 �0 �5，028 

白　　馬　　村 �4，662 �0 �0 �4，662 �78 �4，740 �0 �4，740 

小　　谷　　村 �1，719 �0 �0 �1，719 �43 �1，762 �0 �1，762 

郡　計 �16，788 �0 �0 �16，788 �388 �17，176 �0 �17，176 

上 水 内 部 �信　　濃　　町 �4，566 �0 �0 �4，566 �65 �4，631 �0 �4，631 

飯　　綱　　町 �6，432 �0 �0 �6，432 �240 �6，672 �0 �6，672 

小　　川　　村 �1，673 �0 �0 �1，673 �50 �1，723 �0 �1，723 

郡　計 �12，671 �0 �0 �12，671 �355 �13，026 �0 �13，026 

第2班郡計 ��42，041 �0 �0 �42，041 �1，039 �43，080 �0 �43，080 

長　野　市 ��11，018 �0 �0 �11，018 �312 �11，330 �4 �11，334 

松　本　市 ��107，834 �0 �0 �107，834 �2，140 �109，974 �0 �109，974 

大　町　市 ��13，767 �0 �0 �13，767 �412 �14，179 �0 �14179 

安曇野市 ��48．633 �0 �0 �48，633 �1，013 �49，646 �0 �　〉 49，646 

第2班市計 ��181，252 �0 �0 �181．252 �3，877 �185，129 �4 �185，133 

第2班計 ��223，293 �0 �0 �223，293 �4，916 �228，209 �4 �228，213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第3班（その1）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南 佐 久 郡 �小　　海　　町 �266 �76 �12 �44 �749 �691 �420 �490 
佐　久　穂　町 �896 �201 �37 �117 �1，609 �1，749 �846 �1，189 

川　　上　　村 �108 �60 �17 �24 �648 �514 �202 �350 

南　　牧　　村 �101 �69 �8 �21 �496 �363 �278 �322 

南　柏　木　村 �70 �26 �4 �11 �180 �197 �69 �121 

北　柏　木　村 �42 �14 �1 �4 �144 �126 �64 �68 

郡　計 �1，483 �446 �79 �221 �3，826 �3，640 �1，879 �2，540 

北 佐 久 郡 �軽　井　沢　町 �1，196 �469 �38 �151 �2，658 �2，423 �963 �2，265 

御　代　田　町 �848 �344 �54 �155 �1，810 �1，852 �712 �1，446 

立　　科　　町 �513 �147 �34 �70 �775 �1，485 �424 �781 

郡　計 �2，557 �960 �126 �376 �5，243 �5，760 �2，099 �4，492 

小 県 郡 �長　　和　　町 �514 �130 �34 �83 �729 �973 �446 �774 

青　　木　　村 �414 �94 �21 �53 �587 �646 �346 �521 

郡　計 �928 �224 �55 �136 �1，316 �1，619 �792 �1，295 

埴科郡 �坂　　城　　町 �926 �342 �43 �117 �1，839 �1，934 �864 �1，605 
郡　計 �926 �342 �43 �117 �1，839 �1，934 �864 �1，605 

第3班郡計 ��5，894 �1，972 �303 �850 �12，224 �12，953 �5，634 �9．932 

上　田　市 ��8，850 �3，740 �682 �1，364 �17，768 �18，056 �8，380 �17，034 

小　諸　市 ��2，510 �996 �198 �423 �5，004 �5，374 �2，091 �4，267 

佐　久　市 ��5，119 �2，071 �328 �725 �13，142 �13，274 �5，212 �9，722 

千　曲　市 ��3，020 �1，262 �151 �673 �7，858 �6，856 �2，698 �6，462 

東　御　市 ��2，197 �589 �124 �252 �3，521 �3，873 �1，590 �3，353 

第3班市計 ��21，696 �8，658 �1，483 �3．437 �47，293 �47，433 �19，971 �40．838 

第3班計 ��27，590 �10，630 �1，786 �4，287 �59，517 �60，386 �25，605 �50，770 
（注）1開票率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2　有効投票音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4時00分確定
第3班（その2）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区　　　分 ���得票総数 　　A �按分の際切り 捨てた乗数 　B �いずれの政党 等にも属しな い票数C �有効投票数 （A＋B＋C）D �無効投票数 　E �投票総数 （D＋E）F �持ち帰り その他 　G �投票者総数 （F＋G）H 

南 佐 久 郡 ��小　　海　　町 �2，748 �0 �0 �2，748 �66 �2，814 �0 �2，814 
佐　久　穂　町 �6，644 �0 �0 �6，644 �111 �6，755 �0 �6，755 

川　　上　　村 �1，923 �0 �0 �1，923 �65 �1，988 �0 �1，988 

南　　牧　　村 �1，658 �0 �0 �1，658 �36 �1，694 �0 �1，694 

南　柏　木　村 �678 �0 �0 �678 �17 �695 �0 �695 

北　柏　木　村 �463 �0 �0 �463 �25 �488 �0 �488 

郡　計 �14，114 �0 �0 �14，114 �320 �14，434 �0 �14，434 

北 佐 久 郡 ��軽　井　沢　町 �10，163 �0 �0 �10，163 �139 �10，302 �0 �10，302 

御　代　田　町 �7，221 �0 �0 �7，221 �114 �7，335 �1 �7，336 

立　　科　　町 �4，229 �0 �0 �4，229 �101 �4，330 �0 �4，330 

郡　計 �21，613 �0 �0 �21，613 �354 �21，967 �1 �21，968 

小 県 郡 ��長　　和　　町 �3，683 �0 �0 �3，683 �93 �3，776 �0 �3，776 

青　　木　　村 �2，682 �0 �0 �2，682 �58 �2，740 �0 �2，740 

郡　計 �6，365 �0 �0 �6，365 �151 �6，516 �0 �6，516 

埴科郡 ��坂　　城　　町 �7，670 �0 �0 �7，670 �252 �7，922 �0 �7，922 
郡　計 �7，670 �0 �0 �7，670 �252 �7，922 �0 �7922 

第3班郡計 ���49．762 �0 �0 �49，762 �1，077 �50，839 �1 �I 50，840 

上　田　市 ���75，874 �0 �0 �75，874 �1，321 �77，195 �1 �77，196 

小　諸 �市 ��20，863 �0 �0 �20，863 �484 �21，347 �0 �21，347 

佐　久 �市 ��49，593 �0 �0 �49，593 �1，169 �50，762 �0 �50　762 

千　曲 �市 ��28，980 �0 �0 �28，980 �500 �29，480 �0 �I 29480 

東　御 �市 ��15，499 �0 �0 �15，499 �303 �15，802 �0 �I 15，802 

第3班市計 ���190，809 �0 �0 �190，809 �3．777 �194，586 �1 �194587 

第3班計 ���240，571 �0 �0 �240，571 �4，854 �245，425 �2 �245， �427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区）
4時00分確定
第4班くその1）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諏 訪 郡 �下　諏　訪　町 ��1，061 �449 �71 �172 �3，097 �2，229 �1671 �2　276 
富　士　見　町 ��672 �431 �56 �156 �2，375 �1，587 �1113 �1713 

原　　　　　村 ��467 �198 �35 �82 �1，217 �794 �I 628 �946 

郡　計 ��2，200 �1，078 �162 �410 �6，689 �4，610 �3　412 �4935 

木 曲 目 郡 �上　　松　　町 ��237 �103 �9 �184 �778 �592 �349 �557 南　木　曽　町 ��280 �68 �14 �92 �711 �419 �467 �537 

木　　曽　　町 ��680 �269 �36 �353 �2，142 �1，320 �728 �1458 

木　　祖　　村 ��159 �68 �11 �111 �631 �343 �214 �340 

王　　滝　　村 ��56 �15 �4 �15 �178 �94 �64 �107 

大　　桑　　村 ��176 �75 �7 �136 �661 �496 �333 �492 

郡　計 ��1，588 �598 �81 �891 �5，101 �3264 �2155 �3　491 

第4班郡計 ���3．788 �1，676 �243 �1，301 �11．790 �7．874 �5567 �8426 

岡　谷 ��市 �2，553 �1，283 �184 �471 �7，306 �5，272 �3　814 �5　248 

諏　訪 ��市 �2，529 �1，356 �184 �418 �7，421 �5，144 �〉 2549 �5103 

茅　野 ��市 �2，977 �1，443 �207 �494 �7，987 �5　908 �3　462 �5　695 

塩　尻 ��市 �3，180 �1，831 �152 �866 �8，301 �I 6232 �3　601 �7　023 

第4班市計 ���11．239 �5．913 �727 �2．249 �31．015 �I 22．556 �13426 �23069 

第4班計 ���15，027 �7，589 �970 �3，550 �42，805 �30，430 �18993 �31495 
（注）1隣 �司票率 �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　　　　’ 

2有効投票音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区）
4時00分確定
第4班（その2）

区　　　分 ��得票総数 　　A �按分の際切り 捨てた乗数 　B �いずれの政党 等にも属しな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E �投票総数 �持ち帰り その他 �投票者総数 

い票数　C �（A＋B＋C）　D ��（D＋E）　　F �G �（F＋G）　　H 

諏 訪 郡 �下　諏　訪　町 �11，026 �0 �0 �11，026 �230 �11，256 �0 �11，256 
富　士　見　町 �8，103 �0 �0 �8，103 �216 �8，319 �0 �8，319 

原　　　　　村 �4，367 �0 �0 �4，367 �71 �4，438 �0 �4，438 

郡　計 �23，496 �0 �0 �23，496 �517 �24，013 �0 �24，013 

木 自白 日 郡 �上　　松　　町 �2，809 �0 �0 �2，809 �72 �2，881 �0 �2，881 南　木　曽　町 �2，588 �0 �0 �2，588 �50 �2，638 �0 �2，638 

木　　曽　　町 �6，986 �0 �0 �6，986 �188 �7，174 �0 �7，174 

木　　祖　　村 �1，877 �0 �0 �1，877 �48 �1，925 �0 �1，925 

王　　滝　　村 �533 �0 �0 �533 �11 �544 �0 �544 

大　　桑　　村 �2，376 �0 �0 �2，376 �40 �2，416 �0 �2，416 

郡　計 �17，169 �0 �0 �17，169 �409 �17，578 �0 �17，578 

第4班郡計 ��40，665 �0 �0 �40，665 �926 �41，591 �0 �41，591 

岡　谷　市 ��26，131 �0 �0 �26，131 �665 �26，796 �1 �26，797 

諏　訪　市 ��24，704 �0 �0 �24，704 �543 �25，247 �0 �25，247 

茅　野　市 ��28，173 �0 �0 �28，173 �544 �28，717 �3 �28，720 

塩　尻　市 ��31，186 �0 �0 �31，186 �632 �31，818 �0 �31，818 

第4班市計 ��110．194 �0 �0 �110，194 �2，384 �112，578 �4 �112，582 

第4班計 ��150，859 �0 �0 �150，859 �3，310 �154，169 �4 �154，173 



様式（開発）第12号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4時00分確定
第5班（その1）　　　　開票率　　　100．0％

区　　分 ��公明党 �日本維新の会 �幸福実現党 �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 �希望の党 �日本共産党 �立憲民主党 

上 伊 那 郡 �辰　　野　　町 �1，229 �557 �77 �314 �3，302 �2，438 �1，268 �2，566 
箕　　輪　町 �1，279 �673 �76 �282 �3，527 �2，899 �1，805 �2，805 

飯　　島　　町 �582 �262 �30 �154 �1，744 �950 �755 �1，054 

南　箕　輪　村 �809 �446 �79 �229 �2，059 �1，547 �793 �1，631 

中　　川　　村 �328 �102 �10 �106 �930 �431 �596 �589 

宮　　田　　村 �550 �232 �23 �176 �1，417 �929 �577 �960 

郡　計 �4，777 �2，272 �295 �1，261 �12，979 �9，194 �5，794 �9，605 

下 伊 那 郡 �松　　川　　町 �689 �318 �48 �184 �1，959 �1，481 �826 �1，536 

高　森　町 �660 �321 �34 �243 �1，716 �1，455 �1，054 �1，528 

阿　　南　　町 �261 �69 �7 �66 �803 �437 �318 �474 

阿　智　村 �465 �146 �18 �115 �981 �735 �515 �689 

平　　谷　村 �108 �10 �2 �3 �89 �35 �23 �28 

根　　羽　　村 �100 �14 �3 �15 �254 �117 �33 �116 

下　　候　　村 �237 �89 �10 �74 �596 �449 �284 �425 

売　　木　村 �57 �14 �2 �9 �144 �50 �24 �73 

天　龍　村 �66 �35 �9 �31 �346 �148 �72 �146 

泰　　阜　村 �190 �30 �6 �38 �321 �167 �98 �189 

喬　　木　村 �367 �136 �25 �142 �918 �783 �496 �744 

豊　　丘　村 �419 �168 �21 �178 �951 �772 �478 �799 

大　　鹿　　村 �157 �18 �7 �30 �167 �103 �107 �150 

郡　計 �3．776 �1．368 �192 �1．128 �乳245 �6，732 �4，328 �6．897 

第5班郡計 ��8，553 �3．640 �487 �2．389 �22，224 �15．926 �10，122 �16，502 

飯　田　市 ��5，848 �2，396 �251 �1，277 �12，855 �10，557 �6，007 �10，566 

伊　那　市 ��3，107 �1，751 �223 �954 �11，274 �6，771 �4，125 �7，611 

駒　ヶ　根　市 ��1，570 �893 �112 �421 �5，652 �3，181 �1，788 �3，551 

第5班市計 ��10，525 �5．040 �586 �2，652 �29．781 �20，509 �11．920 �21．728 

第5班計 ��19．078 �8．680 �1．073 �5．041 �52．005 �36．435 �22．042 �38230 
（注）1β宇 �司票率は、小数点以下第1位までとし、第2位を四捨五入してある。 

2　有効投票音数以下の記入がある市町村は、開票が終了したものである。



様式（開発）第12号

4時00分確定
第5班（その2）

開票状況速報（比例代表）

区　　　分 ��得票総数 　　A �按分の際切り 捨てた票数 　B �いずれの政党 等にも属しな い票数C �有効投票数 （A＋B＋C）D �無効投票数 　E �投票総数 （D＋E）F �持ち帰り その他 　G �投票者総数 （F＋G）H 

上 伊 那 郡 �辰　　野　　町 �11，751 �0 �0 �11，751 �268 �12，019 �0 �12，019 
箕　輪　町 �13，346 �0 �0 �13，346 �328 �13，674 �0 �13，674 

飯　　島　　町 �5，531 �0 �0 �5，531 �143 �5，674 �0 �5，674 

南　箕　輪　村 �7，593 �0 �0 �7，593 �211 �7，804 �0 �7，804 

中　　川　　村 �3，092 �0 �0 �3，092 �76 �3，168 �0 �3，168 

宮　　田　　村 �4，864 �0 �0 �4，864 �133 �4，997 �6 �5，003 

郡　計 �46，177 �0 �0 �46，177 �1，159 �47，336 �6 �47，342 

下 伊 那 郡 �松　　川　　町 �7，041 �0 �0 �7，041 �213 �7，254 �0 �7，254 

高　　森　　町 �7，011 �0 �0 �7，011 �132 �7，143 �0 �7，143 

阿　南　町 �2，435 �0 �0 �2，435 �85 �2，520 �1 �2，521 

阿　　智　　村 �3，664 �0 �0 �3，664 �126 �3，790 �0 �3，790 

平　　谷　　村 �298 �0 �0 �298 �2 �300 �0 �300 

根　　羽　　村 �652 �0 �0 �652 �18 �670 �0 �670 

下　　僚　　村 �2，164 �0 �0 �2，164 �62 �2，226 �0 �2，226 

売　　木　　村 �373 �0 �0 �373 �15 �388 �0 �388 

天　　龍　　村 �853 �0 �0 �853 �29 �882 �0 �882 

泰　　阜　　村 �1，039 �0 �0 �1，039 �22 �1，061 �0 �1，061 

喬　　木　　村 �3，611 �0 �0 �3，611 �95 �3，706 �0 �3，706 

豊　　丘　　村 �3，786 �0 �0 �3，786 �109 �3，895 �0 �3，895 

大　　鹿　　村 �739 �0 �0 �739 �29 �768 �0 �768 

郡　計 �33，666 �0 �0 �33，666 �937 �34，603 �1 �34，604 

第5班郡計 ��79，843 �0 �0 �79，843 �2，096 �81．939 �7 �81，946 

飯　田　市 ��49，757 �0 �0 �49，757 �1，189 �50，946 �1 �50，947 

伊　那　市 ��35，816 �0 �0 �35，816 �886 �36，702 �0 �36，702 

駒　ヶ　根　市 ��17，168 �0 �0 �17，168 �391 �17，559 �0 �17，559 

第5班市計 ��102，741 �0 �0 �102．741 �2，466 �105，207 �1 �105，208 

第5班計 ��182，584 �0 �0 �182，584 �4．562 �187．146 �8 �187．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