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様式（開発）第10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　（小選挙区第1区）
1時20分完了　　　　　　　　　　　　　　　　　開票率　　　　　100．0％

区　　分 ��1小松ゆたか �2　しのはら　孝 �3橋本まさゆき �4こまむら幸成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投票総数 �‘持帰りその他 

上 高 井 郡 �′J、布　施　町 �1，857 �3，350 �502 �77 �5，786 �168 �5，954 �0 

高　　山　　村 �1，576 �1，846 �319 �45 �3，786 �70 �3，856 �0 

郡　計 �3，433 �5，196 �821 �122 �9，572 �238 �9，810 �0 

下 高 井 郡 �山　ノ　内　町 �2，220 �3，743 �449 �■　74 �6，486 �120 �6，606 �0 
木　島　平　柑 �779 �1，766 �204 �25 �2，774 �50 �2，824 �0 

野沢温泉村 �824 �1，040 �139 �37 �2，040 �＿45 �2，085 �0 

郡　計 �3，823 �6，549 �792 �136 �11，300 �215 �11，515 �0 

下 水 内 郡 �栄　　　　村 �584 �687 �57 �12 �1，340 �19 �1，359 �0 

郡　計 �584 �687 �57 �12 �1，340 �19 �1，359 �0 

第1区部計 ��7，840 �12．432 �1，670 �270 �22，212 �472 �22，684 �0 

長　野　市 ��59，296 �86，478 �16，705 �2，744 �165，223 �2，902 �168，125 �1 

須　坂　市 ��7，986 �12，965 �2，370 �429 �23，750 �453 �24，203 �4 

中　野　市 ��6，333 �13，460 �1，293 �207 �21，293 �327 �21，620 �0 

飯　山　市 ��4，005 �6，548 �779 �134 �11，466 �175 �11，641 �0 

第1区市計 ��77，620 �119，451 �21，147 �3，514 �221，732 �3，857 �225，589 �5 

第1区計 ��85，460 �131，883 �22，817 �3，784 �243，944 �4．329 �248，27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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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　（小選挙区第2区）
開票完了時刻2時00分　　　　　　　　　　開票率　　　　100．0％

区　　分 ��1手塚大輔 �2下条みつ �3中川　ひろじ �4むたい俊介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　投票総数． �持帰りその他 

東 筑 摩 郡 �麻　績　村 �146 �707 �258 �503 �1，614 �43 �1，657 �0 生　坂　村 �・92 �372 �147 �434 �1，045 �29 �1，074 �＿　0 

山　　形　村 �655 �1，716 �693 �1，224 �4，288 �125 �4，413 �0 

朝　　日．村 �303 �830 �434 �818 �2，385 �56 �2，441 �0 

筑　　北　村 �307 �1，298 �446 �1，129 �3，180 �113 �3，293 �0 

郡　計 �1，503 �4，923 �1，978 �4，108 �12，512 �366 �12，878 �0 

北 安 曇 郡 �池　　田　　町 �752 �2，007 �1，165 �1，473 �5，397 �250 �5，647 �0 
松　川　村 �738 �1，857 �949 �1，348 �4，892 �138 �5，030 �0 

白　　馬　村 �699 �1，6ナ7 �713 �1，447 �4，536 �204 �4，740 �0 

小　　谷　村 �207 �539 �300 �661 �1，707 �55 �1，762 �0 

郡　計 �2，396 �6，080 �3，127 �4，929 �16，532 �647 �17，179 �0 

上 水 内 郡 �信　濃　　町 �438 �1，882 �771 �1，408 �4，499 �131 �4，630 �0 

飯　　綱　　町 �655 �2，950 �976 �1，783 �6，364 �306 �6，670 �1 

小　　川　　村 �138 �721 �223 �584 �1，666 �57 �1，723 �0 

郡　計 �1，231 �5，553 �1，970 �3，775 �12，529 �494 �13，023 �1 

第2区郡計 ��5，130 �16，556 �7，075 �12，812 �41，573 �1，507 �43，080 �1 

長　野　市 ��1，040 �4，571 �1，666 �3，649 �10，926 �404 �11，330 �4 

松　本　市． ��17，438 �34，647 �21，714 �32，682 �106，481 �3，505 �109，986 �0 

大　町　市 ��1，973 �5，326 �2，422 �3，982 �■13，703 �476 �14，179 �1 

安曇野市 ��8，492 �17，243 �8，397 �14，085 �48，217 �1，436 �49，653 �0 

第2区市計 ��28，943 �61，787 �34，199 �54，398 �179，327 �5，821 �185，148 �5 

第2区計 ��34，073 �78，343 �41，274 �67，210 �220，900 �7，328 �228，2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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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　（小選挙区第3区）
23時40分完了　　　　　　　　　　　　　　　開票率　　　　100．0％ 

区　　分 ��1木内　ひとし �2小金沢ゆか �3井出　ようせい �1及川幸久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投票総数 �持帰りその他 

南 佐 久 郡 �小　　海　　町 �777 �415 �1，570 �11 �2，773 �41 �2，814 �0 

佐　久　穂　町 �1，884 �1，168 �3，547 �44 �6，643 �113 �6，756 �0 

川　　上　　村 �629 �245 �1，061 �15 �1，950 �38 �1，988 �0 

南　牧　村 �538 �314 �795 �11 �1，658 �35 �1，693 �0 

南　相　木　村 �197 �81 �403 �4 �685 �10 �695 �0 

北　相　木　村 �128 �52 �291 �3 �474 �14 �488 �0 

郡　計 �4，153 �2，275 �7，667 �88 �14，183 �251 �14，434 �0 

北 佐 久 郡 �軽　井　沢　町 �3，408 �1，577 �4，878 �165 �10，028 �273 �10，301 �0 

御　代　田　町 �2，218 �968 �3，882 �98 �7，166 �170 �7，336 �0 

立　　科　　町 �1，019 �624 �2，505 �52 �4，200 �130 �4，330 �0 

郡　計 �6，645 �3，169 �11，265 �315 �21，394 �573 �21、，967 �0 

小 県 郡 �長　‾和　町 �1，001 �600 �2，026 �66 �3，693 �83 �3，776 �0 

青　木　村 �783 �493 �1，358 �42 �2，676 �64 �2，740 �0 

郡　計 �1，784 �1，093 �3，384 �108 �6，369 �147 �6，516 �0 

埴科郡 �坂　城　　町 �2，275 �1，011 �4，384 �97 �7，767 �157 �7，924 �0 
郡　計 �2，275 �1，011 �4，384 �97 �7，767 �157 �7，924 �0 

第3区部計 ��14，857 �7．548 �26，700 �608 �49，713 �1，128 �50，841 �0 

上　田　市 ��22，934 �12，108 �38，882 �1，625 �75，549 �1，649 �77，198 �1 

小　諸　市 ��6，256 �2，723 �11，584 �315 �20，878 �470 �21，348 �1 

佐　久　市 ��16，009 �6，107 �27，229 �515 �49，860 �898 �50，758 �4 

千　曲　市 ��9，598 �3，795 �15，071 �425 �28，889 �591 �29，480 �0 

東　御　市 ��5，068 �2，181 �8，076 �199 �15，524 �268 �15，792 �6 

第3区市計 ��59．865 �26，914 �100，842 �3，079 �190．700 �3．876 �194．576 �12 

第3区計 ��74．722 �34．462 �127，542 �3，687 �・240，413 �5，004 �245，4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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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　（小選挙区第4区）
23時40分完了　　　　　　　　　　　　　　　　開票率　　　　100．0％ 

区　　分 ��1寺島よしゆき �2　もうり　栄子 �3後藤　しげゆき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投票総数 �持帰りその他 

諏 訪 郡 �下　諏　訪　町 �2，688 �3，593 �4，715 �10，996 �262 �11，258 �0 富　士　見　町 �2，031 �2，316 �3，763 �8，110 �209 �8，319 �0 

原　　　　村 �1，091 �1，258 �1，977 �4，326 �110 �4，436 �0 

郡　計 �5，810 �7，167 �10，455 �23，432 �581 �24，013 �0 

木 由 Eヨ 郡 �上　　松　　町 �806 �706 �1，305 �2，817 �64 �2，881 �0 

南　木　曽　町 �623 �699 �1，251 �2，573 �65 �2，638 �0 

木　　曽　　町 �1，960 �1，514 �3，546 �7，020 �154 �7，174 �0 

木　　祖　村 �469 �378 �1，008 �1，855 �70 �1，925 �0 

王　　滝　　村 �122 �106 �302 �530 �14 �544 �0 

大　　桑　　村 �681 �621 �1，074 �2，376 �40 �2，416 �0 

郡　計 �4，661 �4，024 �8，486 �17，171 �407 �17，578 �0 

第4区郡計 ��10，471 �11，191 �18．941 �40，603 �988 �41．591 �0 

岡　谷　市 ��5，949 �9，465 �10，804 �26，218 �579 �26，797 �1 

諏　訪　市 ��6，688 �5，678 �12，213 �24，579 �667 �25，246 �3 

茅　野　市 ��8，056 �7，114 �12，837 �28，007 �712 �28，719 �2 

塩　尻　市 ��9，699 �7，450 �13，878 �31，027 �792 �31，819 �0 

第4区市計 ��30，392 �29，707 �49，732 �109，831 �2，750 �112．581 �6 

第4区計 ��40，863 �40，898 �68，673 �150，434 �3，738 �154，1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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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

開　票　状　況　速　報（小選挙区第5区）
開票完了時刻0時00分　　　　　　　　　開票率　　　100．0％ 

区　　分 ��1曽我逸郎 �2なかじま康介 �3宮下一郎 �有効投票数 �無効投票数 �投票総数 �持帰りその他 

上 伊 那 郡 �辰　　野　　町 �2，672 �3，044 �6，058 �11，774 �250 �12，024 �0 

箕　輪　町 �3，457 �3，509 �6，417 �13，383 �290 �13，673 �1 

飯　　島　町 �2，032 �715 �2，840 �5，587 �88 �5，675 �0 

南　箕　輪　村 �1，970 �1，831 �3，817 �7，618 �189 �7，807 �0 

中　川　村 �1，666 �238 �1，232 �3，136 �32 �3，168 �0 

宮　　田　　村 �1，461 �961 �2，486 �4，908 �89 �．4，997 �‾6 

郡　計 �13，258 �10，298 �122，850 �46，406 �938 �47，344 �7 

下 伊 那 郡 �松　　川　　町 �2，160 �1，604 �3，289 �7，053 �201 �■7，254 �0 

高　森　町 �2，211 �11，844 �2，973 �7，028 �117 �7，145 �0 

阿　南　町 �548 �511 �1，404 �2，463 �57 �2，520 �1 

阿　智　村 �935 �898 �1，888 �3，721 �70 �3，791 �．0 

平　谷　村 �38 �45 �213 �296 �4 �300 �0 

根　羽　村 �72 �103 �482 �657 �13 �670 �0 

下　條　村 �503 �587 �rl，092 �2，182 �46 �2，228 �0 

売　木　村 �65 �54 �261 �380 �8 �＿388 �0 

天　龍　村 �130 �202 �532 �864 �18 �882 �．0 

泰　阜　村 �212 �174 �664 �1，050 �11 �■1，061 �0 

喬　木　村 �980 �954 �1，693 �3，627 �79 �3，706 �0 

豊　丘　村 �1，179 �932 �1，709 �3，820 �75 �3，895 �0 

大　鹿　村 �288 �99 �364 �751 �17 �768 �0 

郡　計 �9，321 �8，007 �16，564 �33，892 �716 �34，608 �1 

第5区部計 ��22，579 �18，305 �39，414 �80，298 �1，654 �81．952 �8 

飯　田　市 ��12，213 �14，914 �22，843 �49，970 �984 �50，954 �0 

伊　那　市 ��9，020 �6，848 �20，131 �35，999 �706 �36，705 �0 

駒　ヶ　根　市 ��4，776 �3，358 �9，154 �17，288 �271 �17，559 �0 

第5区市計 ��26，009 �25，120 �52，128 �103，257 �1，961 �105，218 �0 

第5区計 ��48．588 �43，425 �91，542 �183，555 �3，615 �187，17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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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得票数及び供託物没収点

法定得票数及び供託物没収点

区　　分 �法　　定　　得　　票　　数 ��供　託　物　没　収　点 ��供託物没収者 
（公職選挙法第95条） ��（公職選挙法第93条） 

算　　式 �有効投票の総数　×1／6　＝　法定得票数 ��有効投票の総数　×1／10　＝　供託物没収点 

得票数 �第1区 �243，944　×1／6　＝　　40，657．333 �第1区 �243，944　×1／10＝　　24，394．400 �橋本まさゆき こまむら幸成 

第2区 �220，900　×1／6　＝　　36，816．666 �第2区 �220，900　×1／10　＝　　22，090．000 � 

第3区 �240，413　×1／6　＝　　40，068．833 �第3区 �240，413　×1／10　＝　　24，041．300 �及川　幸久 

第4区 �150，434　×1／6　＝　　25，072．333 �第4区 �150，434　×1／10　＝　15，043．400 � 

第5区 �183，555　×1／6　＝　　30，592．500 �第5区 �183，555　×1／10　＝　18，355．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