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宫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出台的专项补贴等各类援助措施                                  发布日期：2022年7月

面向个人的援助项目            西宫市专项援助项目

生活方面

面向育儿家庭的补贴
面向低收入育儿家庭的
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补贴
（非单亲家庭）

已向西宫市政府领取2022年4月儿童补贴者，无需申请。
其它低收入者需要申请。                              发
放金额：每1名儿童5万日元

育儿补贴课 育儿家庭特别补贴担当

0798-35-1800

面向单亲家庭的补贴
面向低收入育儿家庭的
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补贴
（单亲家庭）

①已向西宫市政府领取2022年4月儿童补贴者，无需申请。 发
放金额：每1名儿童5万日元                          ②其
它低收入家庭需要申请。

①育儿补贴课0798-35-3190

②育儿家庭特别补贴担当0798-35-1800

向情绪不安的孕妇提供援助 核算检测费用补助、孕产妇咨询和怀孕期间接种新冠疫苗等 社区保健卫生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３１０

育儿支援服务费用补助金
孕妇要改变回乡生子的原计划，并利用民间育儿支援服务等
时，对其费用给予补助。

受理申请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７７

高等教育修学支援制度 发放对象：因新冠病毒感染症影响而家庭生计陷入困难的学生

紧急·应急发放奖学金 贷款型奖学金（需要偿还），向所在学校申请，随时受理

面向住民税免税家庭等的
补贴

面向住民税免税家庭的
临时特别补贴

发放对象：住民税免税家庭、收入锐减家庭。
发放金额：每户补贴10万日元。

西宫市临时特别补贴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１９１−０７３

紧急小额资金贷款特例
上限额度为10万日元
符合条件者，上限额度为20万日元。申请期限8月31日截止。

综合支援资金　贷款特例
（生活支援费）

2人以上家庭  每月上限额度为20万日元
单身家庭     每月上限额度为15万日元                  申
请期限8月31日截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生活贫困者自立生活支援金

发放对象：因新冠病毒感染症影响而经济上陷入困难且无法再
次利用综合支援资金贷款的人员 。发放金额：根据家庭人数每
月6万日元至10万日元，最长3个月。申请期限8月31日截止。

西宫市新冠病毒感染症生活困窘者自立生活

支援金事务中心

０７９８−８１−３４８６

 伤病补贴
（国民健康保险参保人）

发放伤病补贴 国民健康保险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２０

 伤病补贴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参保人）

拿工资等的员工因需要疗养无法工作，在此期间可享受补贴
（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老人医疗保险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５４

因被解雇或拒绝更新合约延长
而失去居住场所

暂时入住市营住宅
入住期间：6个月
房租：每月16,900日元至53,900日元
（应支付水电煤气费和管理费）

市营住宅管理中心 ０７９８−３５−５０２８

支付房租面临困难 住房确保补贴
发放对象：因离职或不得不停工等而经济上陷入困难，且有可
能失去住房的人员
补贴相当于房租金额，但设有金额上限与期限

厚生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４４
【预约】社会福利站西宫YORISOI

               ０７９８−３１−０１９９

生活困窘者自立生活相关咨询
咨询对象：生活、工作和经济上有困难的人员
与相关机构合作提供支援

社会福利站西宫YORISOI         0798-31-0199
西宫市生活咨询中心TSUMUGI    0798-23-1031

生活保护 向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家庭发放生活费、房租等。 厚生課      ０７９８−３５−３０５６

家庭照顾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对
居家老人和残疾人的相关援助

家庭照顾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托养
服务项目

家庭照顾者因新冠病毒感染住院后，无人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
检测为阴性并享受居家护理服务却难以自理生活时，可确保临
时接纳的机构。

生活支援課　  ０７９８−３５−３０９６

心理护理
 心理护理电话咨询（宫之子心理
支援热线）

心理咨询师接受电话咨询，周一、周三和周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宫之子心理支援热线：

０７９８−３５−５０８２

工作方面

支付
停工期间的工资
（停工补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
停工支援金·补助金

发放对象：响应停工要求的企业员工，并停工期间未领取工资
（停工补贴）者
停工前每天平均工资的80%×实际停工天数（设有补贴上限）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工支援金·补助金

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２２１２７６

小学停课
对应补助金（自由职业者）

小学停课等对应补助金
对象对象：靠承接业务生活的自由职业者
向 令和4年1-2月份无法工作者发放5500日元，向3-6月份无法
工作者发放4500日元（每日、定额）

学校等停课补助金・支援金・雇佣调整补助金

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６０３９９９

劳动咨询（西宫市）
为劳动相关各项问题（工资、退休金、工伤和雇佣保险等），
由社会保险劳务士提供咨询和建议

劳动咨询室     ０７９８−３２−７１７０

劳动相关咨询 综合劳动咨询角 新冠病毒感染症相关劳动咨询
兵库劳动局综合劳动咨询角

０７８−３６７−０８５０

西宫市社会福利协议会

０７９８−３７−００１０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咨询中心

０５７０−６６６３０１

因出现新冠病毒症状
无法从事工作

大学学费等援助
(贷款或不需要偿还的）

在经济上
生活陷入困难

因收入减少
导致家庭生计陷入困难

面向孕妇的援助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
就劳动基准相关法令等问题，由专家提供咨询
并推介相关机构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　  ０１２０−８１１６１０

劳动相关咨询
新冠疫情相关离职者就业援助
“Re:work（再就业）西宫”

向因政府要求停工休业等而被迫离职或有离职危险的员工提供
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其顺利实现再就业。为求职者开设在线
取得资格讲座。

Re:work(再就业）西宫

０７９８−２３−１１５３

税金等

市税 缴纳咨询 缴纳有困难时提供咨询 纳税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２３８

市县民税  减免措施
由于生活陷入困境，以分期付款或缓期等方法也无法缴纳税款
时，在纳税期限可申请减免未缴纳的部分市县民税
（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市民税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２１７

国民健康保险费 缴纳咨询 国民健康保险收纳课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５５

国民健康保险费 减免措施 国民健康保险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１７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缴纳咨询·减免措施

老年人医疗保险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１０

护理保险费
缴纳咨询·减免措施

由于减少收入等，缴纳保险费暂时有困难时，经纳税义务人申
请，根据情况，可采取缓期、减免、免征等措施。

护理保险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４８

国民年金保险费

免征・缓期缴纳

国民年金保険费
学生缴纳特例措施

水费 支付水费相关咨询 为缴纳水费有困难者提供咨询

上下水道局电话受理中心

０７９８−３２−２２０１
０７９７−６１−１７０３
０７８−９０４−２４８１

面向经营者的援助项目            ⻄宫市专项援助项目

补助金

为销售额减少的中小企业和
小规模经营者提供援助

事业复活支援金
发放对象：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上限额度为250万日
元）和小规模经营者（上限额度为50万日元）申请期间：2022
年1月31日至6月17日

事业复活支援金事业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７８９−１４０

面向新事业的援助 事业再构筑补助金
发放对象：开展应对后疫情时代及与新冠疫苗共存时代事业的
中小及骨干企业

呼叫中心（上午9点至下午6点，周日和节假日 除

外） 0570-012-088 ， IP电话专用03-4216-4080
(收费）

停工补贴援助 雇佣调整补助金
企业受新冠疫苗感染症影响，不得不减少其生产经营活动，且
实施雇佣调整（停工）维持雇佣时，可申领停工补贴的一部
分。

小学停课对应补助金 小学停课对应补助金
发放金额：向员工在带薪休假期间支付的工资额   向 令和4年
1-2月份无法工作者发放11000日元，向3-6月份无法工作者发放
9000日元（每日上限金额）

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
（停工补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
停工支援金·补助金

为响应要求停工的企业员工，并停工期间未领取工资（停工补
贴）者提供援助
停工前每天平均工资的80%（设有补贴上限）×实际停工天数
不可同时申领雇用调整补助金，请先申请雇佣调整补助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工支援金·补助金

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２２１ー２７６

面向“儿童食堂”的援助 儿童饮食援助项目
对“儿童食堂”免费提供盒饭经费的一部分，予以补助
每一次补贴上限为2万日元（每月上限额度为20万日元）

面向“儿童食堂”的援助
西宫市“儿童食堂”
运营援助项目

提供饭菜  每一次补贴上限额度为1万日元
学习支援、儿童归宿建设项目等 　每一次补贴上限额度为
5千日元
（各设有年度上限）

面向护理保险·
残疾福利服务机构等的援助

面向护理保险·残疾福利机构的
补助制度

护理保险·福利机构为预防感染或出现新冠确诊患者后所产生
的费用，对其予以补助

法人指导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５２
法人指导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０９３
福祉社会建设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０５０
残疾福祉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４７

市税、保险费

医疗年金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１２３

学校等停课补助金・支援金、雇佣调整补助金

呼叫中心 ０１２０−６０３ー９９９

儿童家庭支援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２３０



融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特别贷款
国民生活事业：融资上限额度为8000万日元/设备资金及运转资金
中小企业事业：直接贷款6亿日元/设备资金及长期运转资金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事业资金咨询电话 ０１２０−１５４５０５

西宫市中小企业融资制度
限于本市内经营资金，土地购入资金除外。受融资时另需向信
用保证协会支付信用保证费

商工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３２７

2号安全网贷款保证
在一般贷款保证之外，为受日野汽车停止部分生产影响而将减
少销售额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另一项贷款保证，保证借款债务的
100%

商工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３２７

保证债务 4号安全网贷款保证
在一般贷款保证之外，为受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而经营不稳
定的中小企业提供另一项贷款保证。

5号安全网贷款保证
在一般贷款保证之外，为业绩恶化行业的企业提供另一项贷款
保证

税

国税 缓期缴纳
7月1日以后 　　　　　　　　　　　　　　　　西

宫税务所０７９８−３４−３９３０

县税 缓期缴纳

西宫县税事务所

征收第一课　０７９８−３９−６１１２
汽车税课　　０７９８−３９−１５３１

市税 缓期缴纳 納税課　　　　　　　０７９８−３５−３２３８

法人市民税延长申报期限等
因受疫情影响，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申报、缴纳税款有困
难的，原则上视提交申告书当日为申告缴纳税款截至期限

市民税課　　　　　　０７９８−３５−３２０８

咨询

经营相关咨询 经营咨询窗口
以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或将来会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和小规模经
营者为对象

西宫商工会议所

０７９８−３３−１１３１

劳动咨询（西宫市）
就劳动相关各项问题（工资、退休金、工伤和雇佣保险等），
由社会保险劳务士提供咨询和建议

劳动咨询室 ０７９８−３２−７１７０

综合劳动咨询 新冠病毒感染症相关特别劳动咨询
兵库劳动局综合劳动咨询角

０７８−３６７−０８５０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
为劳动基准相关法令等问题，由专家提供咨询
并推介相关机构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

０１２０−８１１ー６１０

商工课 ０７９８−３５−３３２６

融资资金

兵库县产业劳动部

产业振兴局地域金融室

 ０７８−３６２−３３２１
兵库县中小企业等融资制度

1.伴跑型 经营支援特别贷款
2.新冠病毒对策贷款
3.经营激活资金（新冠病毒对策）
4.转贷等贷款（新冠病毒对策）

缓期纳税

符合所有条件的经营者，可向各税务机关窗口申请延期缴纳税
款。

劳动相关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