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状病毒。根据 2020 年 3月 11 日的总理令，2020 年 3月 22 日的总理令和区域法令更新的

预防措施。 

 

目标: 避免人群集中和尽量减少不必要出门除非由于工作，身体和购买必需品 (比如说去超
市购买生活用品)。 

 

除了另有说明之外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至 3 号 4 月 2020 年 

 

商业活动(临近小商铺) 

在工作日和节假日前一天，仅允许商业店铺(小商铺)销售以下所列的食品和基本必需品，但前提是

仅允许进入销售以下物品的商铺，并且始终保证人员之间一米的人际安全距离: 

 

小型超市和其他非专门食品商店 

冷冻产品零售 

计算机，外围设备，电信设备，音频和视频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非专业零售贸易 

在专门商店中零售食品，饮料和烟草（商铺代码：47.2） 

在专门商店中零售汽车燃料 

专门商店中的零售 IT 和电信设备（ICT）（商铺代码：47.4） 

五金，喷漆，玻璃以及电气和金属材料的零售 

厨房和卫生间的设备零售 

照明材料零售 

日报，期刊的零售 

药店 

中草药店 

其他专门商店中不受医疗处方约束的药品零售 

在专门商店中医疗和整形外科用品的零售 

梳妆台，个人卫生和香水的零售 

小型宠物的零售 

采购光学，眼镜和摄影材料的销售 

家用和供暖燃料的零售 



肥皂，洗涤剂，抛光剂及相关产品的零售 

通过互联网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通过电视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通过邮政，收音机，电话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自动售货机的零售 

 

报亭，烟草商，药房和副药房仍处于开放状态（确保一米的人际安全距离）。如果是酒吧和烟草一

体的店铺，必须关闭酒吧，只能开放烟草销售。电子烟和液体吸入产品的销售也可以保持开放。销

售可以在普通烟草销售店中进行，或者在专门销售电子烟和液体吸入产品的商店里进行。 

 

商业活动(购物中心内的大中型商铺) 

在工作日，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中型和大型分销商中，仅允许以下所示的销售食品和基本必需品的

商家开放，但前提是仅允许进入销售以下物品的商铺，并且始终保证人员之间一米的人际安全距离: 

 

 

大卖场 

超级市场 

食物便宜超市 

小型超市和其他非专门食品商店 

冷冻产品零售 

计算机，外围设备，电信设备，音频和视频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非专业零售贸易 

在专门商店中零售食品，饮料和烟草（商铺代码：47.2） 

在专门商店中零售汽车燃料 

专门商店中的零售 IT 和电信设备（ICT）（商铺代码：47.4） 

五金，喷漆，玻璃以及电气和金属材料的零售 

厨房和卫生间的设备零售 

照明材料零售 

日报，期刊的零售 

药店 

中草药店 



其他专门商店中不受医疗处方约束的药品零售 

在专门商店中医疗和整形外科用品的零售 

梳妆台，个人卫生和香水的零售 

小型宠物的零售 

采购光学，眼镜和摄影材料的销售 

家用和供暖燃料的零售 

肥皂，洗涤剂，抛光剂及相关产品的零售 

通过互联网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通过电视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通过邮政，收音机，电话零售的任何类型的产品 

自动售货机的零售 

 

在节假日前一天除药房，副药房和食品店外，大中型和大型的销售结构在购物日以及购物中心内的

商店都将关闭，仅允许上述商铺的开放。因此，大型购物中心的超市只能在假期和节假日前开放药

品，副药品和食品的销售区域。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群聚集。 

在节假日期间，除了报摊，药房和副药店外，所有零售和批发活动都被暂停，包括在附近中小型商

铺是销售，以及购物中心或购物走廊中的商铺。 

 

所有其他零售业务活动必须暂停！ 

 

集会 

 

无论进行何种商品的零售，所有市场和集会必须关闭。只有农业市场以及用于销售食品的普通市场

摊位可以保持开放，始终保证一米的人际安全距离。 

 

 

服务餐饮行业 

餐饮服务行业必须暂停营业（包括酒吧，酒馆，餐馆，冰淇淋店，糕点店）。作为补充，例如，在

上面列出的已暂停活动中，还必须包括比萨饼店，烤肉串，油炸品店等。 

 

允许: 

 



-仅在包装和运输均符合卫生和健康标准的情况下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以合同为基础的食堂活动和连续餐饮服务，确保人际安全距离为一米。 

 

-坐落于以下地方的餐饮服务行业 

           -沿高速公路，只能出售带走的食品和饮料，不能场所内享用； 

           -在医院和机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责任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达到一米 

 

火车站内和湖泊休息站内以及加油站内的餐饮服务行业停止营业 

 

对个人手工服务行业 

与个人服务有关的活动（包括美发师，理发师，美容师）必须暂停。可以继续开放的：洗衣和清洁

纺织品和毛皮制品，工业洗衣店，其他洗衣店，干洗店，殡葬礼仪服务和相关活动。 

 

 

银行，金融，保险和农业 

保证银行，金融和保险服务以及农业，畜牧业和农业食品加工业的活动，包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

应链，必须符合卫生和健康标准。 

 

生产行业和专业服务 

2020 年 3 月 11 日 DPCM 总理法令中有关商业活动的规定，所有工业和商业生产活动均被暂停，但

以下附件 1 所示的活动允许继续生产。 

 

 

 

 

 

 

 

 

 

 

 



附表 1 

ATECO  描述 

01 农畜业 

03 水产养殖 

05 煤炭业 

06 石油天然气提取 

09.1 支持石油天然气提取的副业 

10 食品生产 

11 饮料生产 

13.96.20 特定专业纺布的生产 

12.94 各种绳索，网的制造 

13.95 无纺布以及以无纺布为原料的产品生产 

14.12.00 工作服，衬衫与正装的生产和包装 

16.24.20 以木材为原料的包装的生产 

17 纸的生产 

18 登记用品的生产和印刷 

19 焦炭和石油副产品的生产 

20 化工产品的生产 

21 药物的原材料的生产 

22.1 橡胶产品的生产 

22.2 塑料产品的生产 

23.19.10 实验室，药店以及卫生用品的玻璃的生产 

26.6 电子医疗设备以及电子辐射设备的生产 

27.1 马达，发电机，变压器以及电力分配和控制设备的生产 

28.3 农业和林业设备的生产 

28.93 食品饮料业和烟草业的设备生产(包括零件和配件) 

28.95.00 纸业和纸盒业的设备生产(包括零件和配件) 

28.96 塑料业和橡胶业的设备生产(包括零件和配件) 

32.50 医疗和牙医设备的生产 

32.99.1 安全防护服的生产以及其设备 

23.99.4 棺材的生产 

33 机器设备的维修 



35 电，天然气，蒸汽以及冷暖气的供应 

36 水的采取，处理以及供应 

37 下水道的管理 

38 垃圾的采集，处理，清除以及回收 

39 垃圾的回收，分类和改善 

42 土木工程 

43.2 电力和水的运输管道的建造和其他的建造作业 

45.2 车辆的维修和保养 

45.3 车辆零配件的销售 

45.4 摩托车的维修，保养以及零配件的销售 

46.2 活畜以及农业原材料的批发贸易 

46.3 食品，饮料以及烟草的批发贸易 

46.46 药物的批发贸易 

46.49.2 书，杂志以及周刊的批发贸易 

46.61 机械，机器，车，配件以及农业用品的批发贸易 

46.69.19 其他交通工具的批发贸易 

46.69.91 科学研究器械的批发贸易 

46.69.94 防工伤和防火器材的批发贸易 

46.71 石油产品，润滑油，汽柴油以及供暖燃油的批发贸易 

49 地面运输以及管道运输 

50 水面和海面运输 

51 航空运输 

52 仓库以及支持交通运输的副行业 

53 邮政和快递 

55.1 旅馆以及类似的机构 

J(从 58 到 63) 信息传播和通知行业 

K(从 64 到 66) 保险和财政行业 

69 律师和会计 

70 企业管理和指挥 

71 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以及技术分析和检验 

72 科技研究和发展 

74 专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75 宠物医生 

80.1 私人保安公司 

80.2 保安系统的服务 

81.2 卫生打扫和消毒 

82.20.00 客服中心 

82.92 包装公司 

82.99.2 书，报纸和期刊的分配公司 

84 公共管理和国防，福利补助 

85 教育 

86 医疗系统 

87 养老院和孤儿院 

88 福利院 

94 经济管理，工作以及专业介绍所 

95.11.00 电脑以及周边产品的维修 

95.12.01 固定电话，手机的维修 

95.12.09 其他电讯交通的维修 

95.22.01 家电和家具的维修 

97 家庭护工和保姆 

 

 

 

 

 

 

 

 

 

 

 

 

 



但是如果以远程模式或敏捷工作进行组织，暂停的生产活动可以继续。 

任何情况下允许 

-  根据 1990 年 6 月 12 日第 146 条法律，所有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和基本服务的行业。 

 

-  与生产活动所在省的省长沟通后，为确保附件 1 所述活动的供应链以及上段所指公共服务

和基本服务的连续性的行业。 

 

- 药品，保健技术和医疗手术设备以及农产品和食品的生产，运输，营销和交付。任何可以帮

助处理紧急情况的活动。  

 

- 连续生产周期工厂的活动，如果中断会导致工厂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或发生事故的危险，在与

生产活动所在省的省长进行沟通之后可以开放。  

 

- 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的活动，以及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其他活动，但须经生产活动所

在省的省长批准。 

 

允许进行专业服务，除了以下规定之外。 

 

关于生产行业和专业服务（允许开放），建议： 

1. 对于可在家中或远程进行的工作，公司应最大程度地利用敏捷的工作方法； 

2. 鼓励雇员休假和带薪休假以及集体谈判中规定的其他手段；  

3. 暂停不是生产不可或缺的公司部门； 

4. 采用防感染安全协议，并且在不能以一米的人际距离作为主要措施的情况下，采用个人防护

工具； 

5. 鼓励在工作场所进行消毒操作，包括为此目的使用各种形式的社会安全措施； 

6.  仅针对生产行业，还建议尽可能限制场地内的活动，并限制进入公共区域；  

 

参考政府机构站点上显示的示例，只要是限制与客户的接触，并采取了必要的健康预防措施（遵守

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至少为一米，使用防护手套和外科防护口罩），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允许

通过邮件和互联网销售零件和配件，允许： 

     -  机动车和摩托车的修理和保养（机械车间，车身，轮胎修理和更换） 

     -  与进行维护和修理活动有关的活动，例如零件和配件的销售，批发和零售 

 

 



住宿设施 

住宿设施（酒店，住宅，农业旅游，旅游村，露营地，旅馆和住宿加早餐旅馆）可以保持开放，并

且其中的饮食服务仅适用于住在这里的顾客。 

 

游戏/投注 

预计将继续保持紧急状态，直至撤销命令： 

a. 在任何场所内的“老虎机”类型的电子设备操作的赌博游戏即刻起暂停运行； 

b.在“烟草店”和其他没有被暂停的场所内暂停以下所述的彩票的收集和贩卖，日期如下： 

- «SuperEnalotto»，«Superstar»，«Sivincetutto»，«SuperEnalotto»，«Traditional Lotto»：

自 2020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比赛结束起；这些游戏的暂停也适用于在线收集方法以及随后的提取活

动，以进一步限制人群的移动和接触，这些人群的存在对于正确执行上述活动必不可少； 

- «Eurojackpot»暂停游戏也包括在线收集模式，并立即生效； 

c. 涉及代理人员证明的投注: 从 2020 年 3 月 22 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