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相关的主要支援对策（面向个人）

本文档由横滨国际交流协会（YOKE）自动翻译

※截至7月17日的内容。有关最新信息和制度的详细信息，请访问市网站或咨询地址。

名称

对象

所有人

特别固定福利

描述

联系人

特别定额给付金呼叫中心（总务
省）
为了对家庭经济进行支援，将于令和2年（2020年）4月27日（基准日）支付
TEL 0120-260020
给居民基本台帐中记录的人。
・1人100000日元
横滨市特别定额支付金呼叫中心
・申请截止日期:9月10日
TEL0570-045592
FAX 045-681-8379

停业期间不能领取工资（停
业津贴）的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业支援金·
支付金

对国民健康保?订户而言，倘彼
等因怀疑感染或感染而无法就
国民健康保?伤病津贴
业，且彼等无法获得足够薪
金，

后期高?者医?制度参与者，因
感染或怀疑感染而无法获得足
后期高?者医?制度伤病津贴
够薪金，

就从事养育的家庭・?而言，

向养育家庭・?提供特别福利

对于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而停业的中小企业劳动者中，在停业期间不能领取
工资（停业津贴）的人，将支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业支援金·支付金。 新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业支援金·
支付金呼叫中心
・申请期限4月～6月停业的人是9月30日
0120-221-276
7月以后的停业部分也有申请期限。请确认细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或者，根据被怀疑感染的事，公司等休息，从事业主不能
区政府保险年金保险系
接受充分的工资等的情况被支付。

神奈川县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或者，根据被怀疑感染的事，公司等休息，从事业主不能
呼叫中心
接受充分的工资等的情况被支付。
TEL 0570-001120

本集团向接受児童手当(儿童津?)（特别福利除外）的家庭・?提供福利。
横滨市こども青少年局家庭课TEL
・目标1人10000日元
045-641-8411
・无需申请。自6月15日起，本集团将连续转拨至児童手当(儿童津?)转拨对象。 FAX 045-64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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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将向已接受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津?)的家庭・?提供福
向独立非执行董事提供的特别福利； 利。
（横滨市）
・1家庭・?20,000日圆
・无需申请。本集团会透过向目标人士发出有关福利之通知，转入儿童??手当
(??家庭??未?18?小孩的津?)转账对象。

横滨市こども青少年局家庭课TEL
045-641-8124
FAX 045-641-8412

本集团向以下个别亲属家庭・?提供亲属家庭・?特别福利：

向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家庭・?特别福利
（国家）

1 基本福利
在市内居住的一个人的养子中，2020年6月的押金的领取资格者
（*）属于以下第（一）至第（三）项的人
①2020年6月获得的卢克的支付者
②并无因公众年金或其他因素而获得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津?)
薪金的人士（仅限于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津?)薪金限额以下的
人士）
③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收入减少至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
津?)水平的人士；
※合资格人士亦包括符合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津?)资格要求但
并无申请儿童??手当(??家庭??未?18?小孩的津?)的人士。
・①不需要申请，②③需要申请

独立非执行董事家庭・?特别福利呼
叫中心
TEL 0120-694281
※ 独立非执行董事家庭・?特别福利
关于（国家）的介绍和各种申请的
手续，从8月开始依次开始。关于手
续的详细情况将在日后刊登在本支
付金的主页上，请稍等片刻。

・1㎖50000日元(第2胎以后加算30000日元)
2 追加的利益
上述(ii)其中，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本集团的家庭收入急剧变动，收入
减少；及
・1家庭・?50,000日元
・需要申请

给孕产妇

为了在传染病风险持续的情况下也能安心怀孕、分娩、育儿，我们将根据国家
制度实施“产前病毒检查”和“育儿支援服务”等对孕产妇等的支援。
・对感染的怀孕妇女，保健?及助产师等于出院后透过电话及家庭访问方式提供 横滨市こども青少年局家庭课TEL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下的孕产妇等综合
045-671-2455
谘询支持，
对策事业
FAX 045-681-0925
・为希望进行病毒检查的孕妇支付检查费用
・对于不能回乡分娩的孕妇，补助助手等的利用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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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学、研究生院、短期大学、
高级专业学校及日语教育机构 学生支援紧急福利
学生方面，

由于新型冠状动脉感染的影响，收入大幅减少，因此，本集团可能会因家庭自
主的学生（例如）通过打工收入提供学费，而导致难以继续学习。
在学校的负责窗口
・学生200,000日元
・其他学生100,000日元
※截止日期等请向在校学校确认

因离职，停业或收入减少而失去住所或可能失去住所的人的房租
支付相当金额（有上限）。

住房保障福利

・原则上付租金额(基于法律规定的住宅补助金限额限制限限限制)3
什么事？然而，倘家庭・?所得款项总额超出标准，则为部分薪金。

各区政府福祉保健センター（福祉保
健咨??）生活支援课

・支付申请日所属月份以后的房租成为对象。
失去住所或可能失去住所的人

暂时提供市?住宅资料

有房租补贴的安全网
入住

生活困难的人

自主扶持困境的计划及生活保?(最低
生活保障)计划
生活福利基金
（紧急小额资金）

对于收入减少、生活及日常生
活困难的家庭・?而言，

生活福利基金
（一般支助基金）

向因解僱等而难以确保居住的人士提供市?住宅暂时服务。
・申请截止日期:9月30日（视情况而定）

收入减少的人入住的“带房租补助的安全网住宅”的所有者
提高租金??补贴上限，减轻住户租金的负担。

这是一种对生活困难的人，根据每个人的状况进行支援的制度。

延长国税的申告・??期限

FAX 045-641-2756
租赁横浜市住宅供給公社房屋业务
课
(带房租补助的安全网住房支持
此）
各区政府福祉保健センター（福祉保
健咨??）生活支援课

向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因休假等而导致收入减少，且难以紧急及暂时
【询问】咨询呼叫中心（厚生劳动
维持生活的家庭・?提供贷款。
省）
・申请截止日期:9月30日
TEL 0120-46-1999
向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因收入减少或失业等而导致生活困难，且日常
【申请】各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生活难以维持的家庭・?提供贷款。
・申请截止日期:9月30日

横滨市工人生活贷款制度（新冠状病 向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影响收入减少的劳动者贷款。
毒感染特别措施）
・2021年3月31日之前，需要"本申请"(提交完整的全部内容)。

倘税金的申告・??困难，

横滨市建筑局市?住宅课
TEL 045-671-2923

【申请】中央劳工银行各分行

倘难以于到期申告个人运营商的申告所得税、税项及消耗税项，则可延长申告
各税务局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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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税金的申告・??困难，

倘国民年金保险费??困难，

国民健康保?费、后期老人医
疗保险费及介護保険料（介?
保??）难以??者；

延期征收（特殊情况）

负责各区役所税??收纳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业务等的收入大幅减少，市税（市?地方税）难以? ※就県税（省?地方税）而言，至各
税者可能受到征收的延缓。
県税（省?地方税）办事处；
※就国税而言，国家税务谘询中心
※ 到期日为??期限。
（ 东 京 国 家 税 务 局 ） 0120-948271

国民年金保险费
或（其中包括）各区政府保险年金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收入等减少，难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可能
延期免除・??及学生納付特例（特别
课国民年金係，或；
受到保??的免除及??的延缓。
行动）
司法权区年金事?所分

减免及征收延期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倘收入及其他因素减少，则可减免或延迟??保
区政府保险年金保险系
险费。
横滨市水道局客服中心
（水费和与水费一起收取的污水
费）
TEL 045-847-6262
FAX 045-848-4281

缓期支付水费和下水道使
用费

由于收入大幅度减少等原因，暂时难以支付的人可能会被宽限期支付。
横滨市环境创造局会计管理科（与
井水有关的下水道使用费等，环境
创造局要求的下水道使用费）
TEL 045-671-2826

如果你很难支付公共费用

FAX 045-663-0132

电费和煤气费的缓期支付

延期支付通讯费

如果您在支付电费和煤气费方面遇到困难，您可能会得到缓期支付。

有困难支付通信费用的人，可能会得到缓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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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

各企业

因为传染病而失业的人

伴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的会计
年度任用职员紧急雇佣事业

以因传染病的影响而失业的人为对象，实施会计年度任用职员的紧急雇佣。
・市内居民约50人
・雇用期:8月至Ryowa 3年3月
・申请截止日期7月20日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看招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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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总务局人事科
TEL045-671-2152
FAX 045-662-7712

◆咨询地址一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
一般咨询

横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呼叫中心（一般咨询）
※传染病的特征，预防方法，有症时的对应
等TEL045-550-5530 FAX 045-664-7296

怀疑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人或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归国者·接触者咨询中心
查新冠状病毒患者的医生
TEL045-664-7761
FAX 045-664-7296
治疗机构的咨询

劳动咨询

横滨工作支援中心

TEL 045-681-6512

就业咨询

横滨市就业支援中心

人权咨询

大家的人权110号

TEL 0570-003-110

横浜儿童虐待热线

TEL 0120-805-240

TEL 0120-915-574

儿童谘询
假名儿童家庭110号咨询LINE

ID:kana_kodomo110

横滨市DV咨询支援中心

TEL 045-671-4275/045-865-2040

DV咨询+（+）（内阁府）

TEL 0120-279-889

DV咨询

各区政府福祉保健センター（福祉保健咨??）；
关于心理健康的咨
询

※除节假日外的星期一至星期五8:45至17:00
心?/精神方面的咨? TEL 045-662-3522
※除节假日外的星期一～星期五17:00～21:30，以及周末和节假日8:45～21:30

青春期·青年期的年轻人（15
岁）
～39岁）的各种问题咨询

青少年谘询中心 TEL 045-260-6615
※除节假日外的星期一至星期五8:45至17:00
横滨市多文化共生综合咨询中心

外语咨询

TEL 045-222-1209

【对应语言】日语、英语、中国语、韩语、越南语、尼泊尔语、印尼语、Tagalog 语、Tigalogal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关于国家的支援政策、咨询窗口，请确认首相官邸的网站。

http://www.kantei.go.jp/jp/pages/coronavirus_shien.html

※关于县的支援政策、咨询窗口，请确认神奈川县的网站。

https://www.pref.kanagawa.jp/docs/ga4/bukanshi/bukan_200114.html?pk_campaign=top&pk_kwd=nCoV-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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