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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363人 
 其中外国人 4,599人 
 (其中,中国人   220人) 
 

※市总人口为４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５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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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定額給付金等 

2.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するお願い 

3.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事業について 

4. 外国人を雇用している事業者へ 

5. 金属類・電気製品の拠点回収中止 

6. 禁煙外来治療費の助成 

7. 狂犬病予防注射の日程変更 

8. 風しん抗体検査と予防接種の助成 

9. 高齢者用肺炎球菌ワクチンの助成 

  

１.特别定额补助金 
特別定額給付金 

特别定额补助金（国家） 
▪ 对象／在基准日（2020年4月27日），在越前 

市住民基本台账有登记的人 

▪ 补助金／每人１０万日元（仅限1次） 

▪ 申请方法／市政会在５月中旬给各户主邮寄

申请资料，填写好必要事项后请回寄给我们

或是网上申请。 

※ 网上申请时需要个人编号卡 

※ 为防疫情扩大原则上邮寄申请或网上申请。 

▪ 交付方法／向申请表上填写的户主本人的银

行账户中，汇入家庭中所有对象者的总计金

额。仅限没有银行账户等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在窗口现金支付。 

▪ 申请登记期间／到８月中旬（申请期限为邮

寄申请登记开始日起算３个月内) 

▪ 开始交付／５月中下旬开始顺次交付 

※ 详情请参阅市官网 

▪ 问询处／特别定额补助金支付组  

 ☎0778-42-7313 上午8：30～下午5：15  

２.各位市民 

关于新冠疫情的协力请求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するお願いとお知らせ

（2020年4月24日时点） 

为了新冠疫情能够尽快平息，请大家协助配合

以防感染扩大。 

▪ 请大家控制不急不必要的外出，如果要外出

请戴好口罩。 

▪ 请彻底贯彻认真洗手和保持咳嗽礼仪等防感

染对策，努力管理好自己每天的健康状况。 

▪ 请大家一定要避开「三密」，即「换气不良

的密闭空间」・「多人聚集的密集场所」・

「近距离交谈的密切接触场面」。 

▪ 请保持人权意识冷静行动，以免发生对已感

染者及其家人等不当的歧视、偏见、欺凌、

在社交网络上诽谤中伤等侵害人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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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新冠疫情对策事业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事業について  

本市的新冠疫情对策事业 
作为新冠疫情对策，市政将做补充预算等并实施以

下项目。 
 

 

● 越前市育儿家庭紧急支援补助金 

▪对象／４月１日当日，在市内有居民登记的儿童 

▪ （从2002年4月2日到2020年5月6日出生的儿童） 

▪补助额／儿童每人３万日元（仅限1次） 

▪申请方法／不需申请 

※高中2・3年级学生和家长是公务员的需要申请。 

申请资料会在5月中旬以后邮寄给各位，收到后请

填写好必要事项并回寄给我们。 

▪ 支付开始时间／预计会在5月中旬后顺次支付 
 

● 单亲家庭紧急支援补助金（这是本报的「育儿家

庭临时补助金（国)」的补充项目） 

▪对象／４月１日当日，在市内有居民登记的高中

2・3年级学生，在领取儿童抚养补贴或

单亲医疗费家庭的儿童 

▪补助额／儿童每人１万日元（仅限1次） 

▪申请方法／不需申请  

▪支付开始时间／６月份 
 

● 育儿家庭临时特别补助金（国家）  
▪ 对象／2020年4月（包括3月份)领取儿童补贴的人

（领取对象为2020年3月31日前出生的儿童，含新高1

生。）※有收入限制。 

▪ 补助额／儿童每人１万日元（仅限1次） 

▪ 申请方法／不需申请 

※但家长是公务员的需要提供所属厅的证明及申请。 

▪支付月份／６月份  

▪问询处／儿童福祉课 

特设电话☎0778-22-3560（开设到2020年5月31日）

上午8：30～下午5：15  
 

● 特别残障人士特别补助金 
▪ 对象／符合①②任何一项的人 

① 2020年4月1日在市内有居民登

记的人 

② 2020年4月1日持有「身障者证1

级、2级」、「疗育证A1、A2」或「精神障碍者保

健福祉证1级」中任一证明的人 

▪ 补助额／每人２万日元（仅限1次） 

▪ 申请・支付方法／・支付对象中、在领取重度身心

障碍者等医疗费补助的人不需申请。政府会在5月

中旬汇到您领取该医疗费补助的账户。・支付对象

中、未领取重度身心障碍者等医疗费补助的人，政

府会在５月上旬给您邮寄申请资料。收到后请填写

好必要事项并装入回信专用信封回寄给我们。

之后，我们会将补助金汇入您申请资料中填写

的账户。(※详情请参阅市官网。) 

▪ 问询处／社会福祉课   

特设电话☎0778-22-3560（开设到2020年5月

31日）上午8：30～下午5：15 
 

● 产业振兴事业 

 市政将交付补助金以便用于迅速广泛地支援为

消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带来的影响而进行的相

关事业活动。 
① 支援为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的单位提供事业

补助金  

▪ 对象／市内的个人、团体以及中小・小规模
企业主（※）以及由其构成的组合 

※对象业种：农林渔业、制造业、批发业、零售

业、饮食服务业、教育，学习支援业等 
※也有一部分不能利用的业种，请咨询确认。 

▪ 补助金／每一业主上限１０万日元（对于补

助对象经费的补助率为１０分之１０） 
   ※最多１００万日元 

▪ 对象事业／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持续运营的单位   

▪ 对象经费／所实施的对策需要的经费 
※广告宣传费、饮食外卖等必要的容器等等 

② 营业的商业主组合支援事业补助金 

▪ 对象／由市内5家以上零售商构成的组合       

▪ 补助金／上限２００万日元（对于补助对象

经费的补助率为３分之２、给构成组合的每

一业主加算１０万日元) 

▪ 对象事业／努力消除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
并致力于向县外销售及宣传的先进业主（事
业费超过１００万日元的） 

▪ 对象经费／商品开发费、广告宣传费等事业

经费其他 

▪ 申请期限／①和②都到12月28日（星期一） 

※4月1日后花费的经费也在范围内   

※交付决定以后、会估算支付决定额３分之２的

额度。 

■ 问询处／产业政策课 0778-22-3047 
 

● 停业协议与停业等协议的补助金 

作为紧急事态措施、县和市町合力与一部分行业

协议停业，对响应协议停业的经营业主以补助金

的形式进行支援。 

・关于停业等协议的补助金 

根据福井县的要求，对停业或缩短营业时间的中

小企业、个体业主给予合作补贴 

▪ 补助额／符合停业要求的设施：中小企业５０

万日元、个体业主２０万日元 

 符合缩短营业时间的设施：中小企业２５万日

元、个体业主１０万日元 ※详情请参阅市官网 

▪ 问询处／福井县紧急事态措施呼叫中心   

▪ 专线电话 ☎0776-2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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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疫情影响而纳税困难时的缓缴制度 

为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纳税困难的人准备了「暂缓征收」及其「特例制度」等。为防新冠疫情扩大，原则上通

过邮寄进行申请，有疑问可垂询收纳课。 

※「特例制度」其相关法令在国会通过决议后施行 ※ 详情请参阅市官网 

■ 问询处／收纳课 ☎0778-22-3015 
 

● 学校临时停课期间的家庭学习支援 

小・中学校临时停课期间，为了帮助学生们的家庭学习，本市教员发布了自制的学习视频。 学生们可以用自家

电脑或平板等电子产品视听。视频以持续学生的学习热情为目的，意在让学生们对学习更有兴趣并培养其主动

思考的能力。 
 

● 购买口罩・体温计 

考虑到疫情会长期化，为了防止再开课后的学校和灾害时的避难所的疫情扩大以及防止孕妇感染，请购买必要

的疫情用品以便应对。 

・口罩：储备・避难所用等口罩67,000只・孕妇用口罩（市分发的份额）4,500只 · 学校（开课后学生及教职

员等用的布口罩）30,000只・体温计（非接触型）：100个 ・ 其他（消毒液等） 
 

● 关于暂缓体检・癌筛查的实施 

因为防新冠疫情扩大，暂停邮寄体检・癌筛查的就诊券及暂停实施检查。另外，中止（部分延期）预定在５

月・６月实施的集体体检。 

■ 问询处／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关联信息 市内饮食店的打包带回・外卖配送信息】 

为了支援因新冠疫情扩大而受影响的市内饮食店，已开设了专网「TAKE OUT えちぜん（越前）」汇集了可打包

带回・可外卖配送饮食店的信息。本站可以查阅店铺一览表及其菜单。想登载信息的饮食店可以免费申请。 

▪ 问询处／TAKE OUT えちぜん（越前）越前外卖应援队 高桥   Mail：sunomono.echizen@gmail.com 

 

除TAKE OUT えちぜん（越前）外，还

有其他介绍饮食店的网站和电视节

目。如：おうちdeレストラン室内，

フレーフレーたんなんのお店 

４．雇佣外国人的企业 外国人を雇用している事業者へ 

问询处／税务课  ☎0778-22-3014 

请协助居民税的特别征收 

有所得税源泉扣缴义务的工资支付者原则上要代替有纳

税义务人的员工，从每月支付的工资中扣缴居民税，并

有义务缴纳给所居住的市区町村。 
 

外国人员工退职・归国（出国）时 

为防止忘缴纳居民税，请单位将下列手续通知员工。 

①居民税未缴部分的统一征收 

５．中止金属类・电气制品的据点回收 金属類・電

気製品の拠点回収中止 

问询处／环境政策课 ☎0778-22-5342 

为防新冠疫情扩大，中止预定６月７日在南越清扫组合第1清扫中

心的金属类・电气制品的据点回收。今后的计划会在市官网通知。 

可以在其退职时从要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退职金中统

一征收未缴居民税 

②登记纳税管理人 

要回国的员工在出国之前不能缴清居民税时，请从在

日本居住者中选定代理缴税人（纳税管理人），并申

报给市府。纳税管理人也可以是企业单位。 

TAKE OUT えちぜん 

（越前外卖信息网的二维扫描码） 

フレーフレーたんなんの店 

丹南有线电视台的二维扫描码 

其他通知 



4頁 
2020年5月～6月号 ECHIZEN FLASH 

咨询处／健康増進課  

☎0778-24-2221 

 

６．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 给诸位想要戒烟的人，补助门诊戒烟治疗费。 
～5月31日は世界禁煙デー～ 禁煙外来治療費を助成します 

 

对象者：已经结束适用于保险的门诊戒烟治疗者  

· 结束治疗时以及补助金申请时，拥有市内住址的人。 

 （仅面向市内居住者。） 

· 在医疗机构适用于医疗保险，在规定期限内结束治疗过程的人。 

· 未成为其他补助制度（单亲·重度医疗费等）的对象的人。 
 

≪补助额≫ 

·对于门诊戒烟治疗者所需支付的保险诊疗费用，个人负担金额的二分之一

（上限为1万日元） 

 ※ 每人仅限1次。 

 ※ 仅限从初次诊疗开始至12周内所需支付的费用。 
 

≪申请方法≫ 

至治疗结束后的次月末，请向健康増進課提交治疗时已支付的费用的凭证、诊疗详细单和申请表。 
 

≪申请时所需携带≫ 

· 补助金交付申请 （补助金交付申请可以从市官网下载） 

・ 医疗机构的收据  

· 诊疗明细  

· 收款账户的资料 

７．更改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日程 
狂犬病予防注射の日程を変更します 

问询处／一般社团法人  

福井动物爱护管理支援中心协会  ☎0776-43-6089 

环境政策课 ☎0778-22-5342 

为防新冠疫情扩大，狂犬病疫苗注射(集体注射)已

变更日程。 

※根据狂犬病预防法，狗的主人有义务进行“养狗

登记”和每年一次的“预防狂犬病疫苗”。 

■ 时间／６月２８日（星期日） 

■ 地点／市政府大楼的停车场 上午9：00～11：30  

 あいぱーく今立的停车场 下午1：30～3：00  

■ 必携／ 

● 市府寄来的明信片（3月中旬邮寄的） 

● 预防注射费 ２７５０日元／只 

● 已接种证明发行手续费 ５５０日元／只 

※ 从2020年度起，集体注射的费用有所变更。 

■ 初次登记的费用为６３００日元／只（含疫苗

注射费用・“注射済票（证明注射完毕的金属

牌）”的费用）  

■ 注意事项／ 

● 有发烧、咳嗽等感冒症状的人请不要参加 

● 在等注射以及登记时、要和其他等候的人保

持距离。 

● 请戴口罩 

● 如果想早于上记日程注射时、也可以到动物

医院接种。 

根据今后的状况，有可能会中止集体注射。届时不

会再延期。  

８．补助风疹抗体检查及预防接种 

風しん抗体検査と予防接種を助成します 

问询处／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为1962年4月2日到1979年4月1日出生的男性实

施免费风疹抗体检查及预防接种。 

  2020年3月末已为接种对象邮寄了优惠券。请先

进行抗体检查，抗体检查的结果为阴性时（无抗

体)就可以接种。 

※补助、一人仅限一次。2019年度中使用优惠券

接受过补助的人、不在本次范围内。 

 

９．补助老年人用肺炎球菌疫苗 

高齢者用肺炎球菌ワクチンを助成します 

问询处／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 对象／符合①、②的条件，而且过去没有接种

过肺炎球菌疫苗（23价）的人 

① 2020年度65・70・75・80・85・90・95・100

岁的人 

② 从60岁到64岁、有心脏・肾脏・呼吸器官・免

疫功能障碍，有相当于身障证1级的人 

▪ 接种期限／2021年3月31日 

※接种限于医疗机构的工作日 

▪ 费用／４千日元（一人仅限一次） 

▪ 携带／接种券、填好的预诊表、保险证 

※ 请与医疗机构预约后再去接种 

※ 丢失接种券和预诊表的，需要申请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