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 间

北海道已被追加为紧急事态措施区域。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彻底减少人
与人之间的接触机会，根据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第45条及同法第24条，
在请求北海道民等合作的同时，实施必要的外部协作

另外，整个北海道都将成为紧急事态措施的对象地区，并且特定措施区域内
将实施进一步强力的对策

实施内容

区 域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特定措施区域

札幌市、江别市、千岁市、惠庭市、北广岛市、石狩市、当别町、

新篠津村、小樽市、旭川市

措施区域

特定措施区域以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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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紧急事态措施
2021年5月15日



特定措施区域



（用餐时）
◆尽可能不利用没有采取感染防止对策或未缩短营业时间的饮食店等

（特措法第45条第1项）

◆尽可能不参与感染风险较高的活动，如在路边、公园等集体饮酒
（特措法第45条第1项）

◆尽可能不与平时不一起生活的人聚餐（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内各位的请求】

请求内容

（外出时）
◆请尽可能不进行不紧急不必要※的外出和移动。特别是20点以后
的外出。此外，请特别注意减少白天以及周末的外出。
（特措法第45条第1项）

※具体来说，除了到医疗机构就诊，购买食品、药品和必需品，必要的出勤，在户外锻炼或行走
等维持生活和健康所需的情况，请尽可能避免外出。另外，外出时，请尽可能避开人多的场合
和时间段。

◆不紧急不必要的情况，尽可能不在都道府县间移动，

特别是不与实施紧急事态措施的区域往来 （特措法第45条第1项）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特定措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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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餐饮店等的请求】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对象设施

〔饮食店〕 餐饮店（外卖、打包除外）

〔游乐设施〕酒吧、卡拉OK厅等取得食品卫生法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店铺

以及未取得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卡拉OK店

〔婚礼场所〕取得食品卫生法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婚礼场所

请求内容

【提供酒类或是卡拉OK设备（包括允许客人自带酒水）的餐饮店（除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以外的场
合）】

◆暂时停业 (特措法第45条第2项)

【除此之外的餐饮店（外卖、打包除外）】

◆营业时间为早上5点至晚上8点(特措法第45条第2项)

◆实施以下感染防止对策（特措法第45条第2项）

・推荐从业人员接收检查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
・禁止有发热等症状的客人入场
・设置手指消毒设备 ・对场所进行消毒
・提醒客人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
・禁止无正当理由不戴口罩、不做感染防止措施的客人入场 （包括请已入场的客人离开）
・进行设施内换气通风
・设置隔板或保障利用者间距等以防止飞沫感染

◆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请婚礼场所遵循与饮食店同样的请求内容。此外，尽可能短时间（1个半小时内）、

少人数（50人或者是收容率50%以内，以人数更少者为准）举办活动（请求合作）

※合作的企业单位将获得支援金【调整中】

【国家规定的饮食店等合作支援金基准额度】
中小企业：根据1天的营业额，提供4万円 ～10万円 大企业：根据1天营业额的减少额度，提供最大20万円 3

特定措施区域



【向举办活动方的合作请求】

人数上限
及收容率

请求内容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特定措施区域

※ 5月16日至5月17日为通知传达期间，最晚从5月18日开始实施。通知传达期间结束（5月17日）为止已经卖票的活动，如果收容率在50％以内，未超过
5000人或超过晚上9点进行的活动，可以不取消（除札幌市）。
5月18日以后，人数超过5000人或收容率超过50％的活动停止售票。

◆不提供酒类（包括客人自带的情况） （请求合作）

◆营业时间至晚上9点为止（无看客的活动除外）（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活动的开展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彻底做好活动前后回避3密及饮食的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导入接触确认App（COCOA）/北海道疫情通知系统、制作参与者名单等，
做好能够彻底追踪的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移动或是超过1000人的活动，
根据活动条件等事先和北海道进行商量（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人数上限5，000人且收容率50％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如无法彻底做好感染预防措施则考虑举办无看客活动或通过网络播放等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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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远程办公、促进休假制度的实施，出勤人数减少70%（请求合作）

◆出勤现场的情况下，采用错时出勤、自行车出勤等方式减少与人接触的机会

（请求合作）

◆彻底践行20：00后不紧急不必要的情况不外出的方针，除必不可少的工作之外

减少20：00后的出勤。（请求合作）

◆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再次检查办公区范围内的休息场所、用餐场所等感染风险较高的区域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主要观光设施、繁华街的屋外广告牌等在20：00后消灯（请求合作）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5

请求内容

【向经营者的请求】 特定措施区域



【向交通部门的合作请求】

◆市营交通（地铁、市电）提前最后班次的时间，在主要车站（大通站、
札幌站）实施体温检测（请求合作）

◆考虑请其他交通单位也采取提前最后班次时间等措施（请求合作）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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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内容

特定措施区域



7

【向学校的请求 】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根据卫生管理手册 (R3.4.28改订)，彻底做好学校教育活动中、学生宿舍内

的感染预防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中止、延期学校活动（运动会、体育节、修学旅行或合宿学习等）或缩小

活动规模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高等学校/特别支援学校采取分散上学、线上教学的混合学习措施

（5月18日）（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除了学校认定必不可少的课外活动※，原则上全部暂停（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具体为为了参加充分考虑了感染对策的大会、竞赛等而进行的练习，被学校认定必不可少的情况。

（严格筛选必要的练习活动）

◆大学、专门学校等采用线上教学、小班教学等措施，规避人员聚集的情况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特定措施区域

请求内容



【向饮食店以外设施的合作请求①请求休业、缩短营业时间的措施

８

请求内容

设施种类 细分设施 请求内容

超过1,000㎡ 1,000㎡以下

商业设施 大规模小卖店、购物中心、
百货店等

（生活必须物资除外）

◆工作日 营业时间至20：00

周末 暂时休业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大规模小卖店、购物中心、
百货店等（生活必须物资除外）

◆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
（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
（合作请求）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
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组织引导入场者的情况等通过
主页广而告之（合作请求）

◆营业时间至20：00（请求合作）

※大规模小卖店、购物中心、
百货店等（生活必须物资除外）

◆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
（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
（合作请求）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
止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组织引导入场者的情况等通
过主页广而告之（合作请求）

运动、游乐设施 健身房、弹子屋、游戏厅等

娱乐设施 性风俗店、赛马投注处、赛场
外马（车/船）售票处等

服务业 大型浴场、美容室等（生活必
须的服务除外）

期 间

特定措施区域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租户 2万円×面积／100㎡×缩短营业时间比率
【国家规定的大规模设施等合作支援金基准额度】

大规模设施 20万円×面积／1,000㎡×缩短营业时间比率

※ 缩短营业时间占总营业时间的比率

※超过1,000㎡的设施，根据特措法休业及缩短营业时间的经营者，将给予支援金 【调整中】



【向饮食店以外设施的合作请求② 与举办活动同等对待的设施

９

特定措施区域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请求内容

设施种类 细分设施 请求内容

剧场等 剧场、礼堂、电影院、娱乐厅、天
文馆等

◆ 人数上限为5000人且收容率在50％以内（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超过1000㎡的情况）营业时间至晚上8点

（如举办活动则可至晚上9点）（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未满1000㎡的情况）营业时间至晚上8点

（如举办活动则可至晚上9点）（请求合作）
◆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组织引导入场者的情况等通过主页广而告之（合作请求）
◆ 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合作请求）
◆ 电影放映与其他活动同等对待，至晚上9点为止（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集会/展示设施 集会厅、公共礼堂、展示厅、外借
会议室、文化会馆等

酒店/旅馆 酒店、旅馆（仅限集会用场所）

运动设施/游乐设
施

棒球场、田径场、主题公园、

游乐园等

◆ 人数上限为5000人且收容率在50％以内（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超过1000㎡的情况）营业时间至晚上8点

（如举办活动则可至晚上9点）（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未满1000㎡的情况）营业时间至晚上8点

（如举办活动则可至晚上9点）（请求合作）
◆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组织引导入场者的情况等通过主页广而告之（合作请求）
◆ 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合作请求）

博物馆等 博物馆、美术馆等

婚礼场所 婚礼场所 ◆与餐饮店相同的请求（特措法第45条第2项）

◆尽可能短时间（1个半小时内）、少人数（50人以内或者是收容率50%以
内，以人数更少者为准）举办活动（请求合作）

※超过1,000㎡的设施，根据特措法休业及缩短营业时间的经营者，将给予支援金 【调整中】

【国家规定的大规模设施（超过1,000㎡的设施）等合作支援金基准额度】

大规模设施 20万円×面积／1,000㎡×缩短营业时间比率 租户 2万円×面积／100㎡×缩短营业时间比率 ※ 缩短营业时间占总营业时间的比率



【向饮食店以外设施的合作请求③】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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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设施 请求内容

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福祉设
施等

・ 限制感染风险较高的活动（请求合作）

殡仪馆 ・ 不提供酒类及（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请求合作）

图书馆 ・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网咖、漫画咖啡馆、澡堂、
美容店、当铺、服装出租屋、
洗衣店等

・ 组织并引导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 不提供酒类及卡拉OK设备（包括客人自行携带酒水）
（请求合作）

驾校、补习班等 活用线上教学等 （请求合作）

特定措施区域

公立设施 ◆道立设施及市町村立设施原则上休馆。



措施区域



【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内各位的请求】

请求内容

（外出时）
◆请尽可能不进行不紧急不必要※的外出和移动。特别是20点以后
的外出。此外，请特别注意减少白天以及周末的外出。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具体来说，除了到医疗机构就诊，购买食品、药品和必需品，必要的出勤，在户外锻炼或行走
等维持生活和健康所需的情况，请尽可能避免外出。另外，外出时，请尽可能避开人多的场合
和时间段。

◆不紧急不必要的情况，尽可能不在都道府县间移动，

特别是不与实施紧急 事态措施的区域往来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用餐时）
◆尽可能不参与感染风险较高的活动，如在路边、公园等集体饮酒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尽可能不利用没有采取感染防止对策或未缩短营业时间的饮食店等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践行“默食”（用餐人数在4人以内，少人数、短时间、仅小酌、
无大声、戴口罩交流）（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期 间

措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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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店〕 餐饮店（外卖、打包除外）

〔游乐设施〕酒吧、卡拉OK厅等取得食品卫生法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店铺

以及未取得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卡拉OK店

〔婚礼场所〕取得食品卫生法饮食店营业许可的婚礼场所

【向餐饮店等的请求】

对象设施

请求内容

◆营业时间为早上5点至晚上8点（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酒类的提供（包括允许客人自带酒水的餐饮店）为11点至19点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合作的企业单位将获得支援金【调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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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措施区域

【国家规定的饮食店等合作支援金基准额度】
中小企业：根据1天的营业额，提供2.5万円 ～7.5万円 大企业：根据1天营业额的减少额度，提供最大20万



【向举办活动方的合作请求】

人数上限
及收容率

请求内容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人数上限5，000人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收容率
[100％以内] 预计无大声欢呼、支援等的活动（※1）

[50％以内] 预计会有大声欢呼、支援等的活动（※2）（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酒类的提供（包括客人自带的情况）至19：00为止 （请求合作）

◆营业时间至21：00为止（无看客的活动除外）（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活动的开展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彻底做好活动前后回避3密和饮食的措施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导入接触确认App（COCOA）/北海道疫情通知系统、制作参与者名单等，
做好能够彻底追踪的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移动或是超过1000人的活动，
根据活动条件等事先和北海道进行商量（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1 古典音乐会、舞台剧、舞蹈表演、传统艺术表演、展示会等伴有饮食但不出声的活动（活动如伴有饮食，要保证有必要感染防止措施，且仅限不出声、以
“预计无大声欢呼、支援等”为前提的活动）
※2 摇滚、流行乐音乐会、体育活动、竞技活动、公演、现场演奏厅/夜店等的活动（不同组别间设置一个空席，同一组（5人以内）可不设置空席，也就是说可
能会有超过收容率５０％的情况）

13

措施区域

※ ※5月16日至5月17日为通知传达期间，最晚从5月18日开始实施。通知传达期间结束（5月17日）为止已经卖票的活动，如果收容率在50％以内，未超过
5000人或超过晚上9点进行的活动，可以不取消（除札幌市）。5月18日以后，人数超过5000人或收容率超过50％的活动停止售票。



【向经营者的请求】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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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内容

◆活用远程办公、促进休假制度的实施，出勤人数减少70%（请求合作）

◆出勤现场的情况下，采用错时出勤、自行车出勤等方式减少与人接触的机会

（请求合作）

◆彻底践行20：00后不紧急不必要的情况不外出的方针，除必不可少的工作之

外减少20：00后的出勤。（请求合作）

◆遵循行业指南（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再次检查办公区范围内的休息场所、用餐场所等感染风险较高的区域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主要观光设施、繁华街的屋外广告牌等在晚上8点后消灯（请求合作）

◆对于交通部门，进一步采取感染防止对策（请求合作）

◆超过1,000㎡的集客设施，考虑缩短营业时间或尽可能减少提供酒类以及

使用卡拉OK设备（请求合作）

措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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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校的请求 】

期 间 2021年5月16日～5月31日

请求
内容

◆根据卫生管理手册 (R3.4.28改订)，彻底做好学校教育活动中、学生宿舍

内的感染预防措施（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中止、延期学校活动（运动会、体育节、修学旅行或合宿学习等）或缩小

活动规模（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除了学校认定必不可少的课外活动※，原则上全部暂停（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具体为为了参加充分考虑了感染对策的大会、竞赛等而进行的练习，被学校认定必不可少的情况。

（严格筛选必要的练习活动）

◆大学、专门学校等采用线上教学、小班教学等措施，规避人员聚集的情况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措施区域

◆道立设施原则上休馆

◆市町村立设施，根据感染状况和使用目的考虑依次休馆等（合作请求）
公立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