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针对性的缓解命令- 常见问题
2020 年 7 月 15 日，Tom Wolf 州长和卫生部长 Rachel Levine 博士就近期主要发生
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但在该州其他郡也发生的 COVID 病例的上升签署了新的命
令，这一命令对全州酒吧和餐馆、集会和远程办公的针对性缓解工作决策有所影
响。新命令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2：01 生效。
Wolf 州长和 Levine 博士的新命令中包括的缓解努力包括：
酒吧和餐馆
允许零售食品服务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包括餐厅、酒厂、啤酒厂、私人俱乐部和酒
吧，都可以提供食品的外卖和外送销售，并在室内和室外座位区提供就餐服务，只
要他们严格遵守该指令要求的指导要求，要求包括：
•

除非该设施提供坐下来、用餐或供应酒精饮料的外带销售，否則都禁止营
业。所有服务必须在桌子或厢座上;禁止酒吧服务。

•

只有在与餐食同一单的交易中，才能在场地消费时提供酒类。

•

允许出于非现场消费目的酒类的外带销售，但须遵守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施加
的任何限制。

•

户外区域的非酒吧座位（如不需要排队到酒吧或食品服务区）的桌子或柜台
座位可用于客户就座。

•

必须采取社交距离、口罩和其他缓解措施来保护员工和顾客。

•

对于室内用餐，进场人数不得超过消防所指出的最多容纳人数的 25％，或
对于离散的室内活动或在餐厅聚会则只能容纳 25 人。 最多可容纳人员包括
员工在内。

夜总会
•

根据《清洁室内空气法》第 35 P.S.§ 637.2 条所界定的所有夜总会，都禁
止营业。

其他活动和聚会
活动和聚会必须遵守以下集会限制：
•

禁止举行室内超过 25 人的活动和集会。

•

禁止超过 250 人参加的户外活动和集会。

•

最高容纳人数包括工作人员在内。

远程办公
•

除非不可以实现，否则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其员工的司法管辖区或在其开展业
务的司法管辖区内通过个体员工远程办公来开展业务。

•

在无法进行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员工可以进行当面业务操作，但企业必须充
分遵守企业安全秩序、工人安全秩序和口罩令的所有实质性方面。

健身房和健身设施
•

所有健身房和健身设施，虽然允许继续室内操作，但根据指示应优先考虑室
外健身活动。所有活动必须遵循 7 月 1 日命令所规定的限制要求，并且必须规
定至少相距 6 英尺的人的社会距离要求，以及受与集会有关的任何限制的制

约。

有关这些命令的常见问题：
命令是否意味着强制性？这是法律吗？
是的，所有适用的企业必须遵循命令中规定的准则。
什么是活动或聚会？
活动或聚会是根据所定义目的而进行交动的个人间的临时分组，这些人员发生在有
限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小时或天。例如，在大型、更永久性的商务活动中的包括集
市、节日、音乐会或表演和分组在内的活动和聚会，例如游乐园内的演出或表演、
在多单元公寓中的单屏/礼堂上单独放映的电影、单独举行的商务会议或会议，或
在场地内的每一次派对或招待会。
同样，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在建筑物内共享空间的群体，例如在办公楼、教室、生
产车间或类似企业或组织经常发生的运营中，则不是"活动或聚会"。
根据命令集会要遵守建筑可容纳人数限制或每人限制的较低限制（室内 25 个，室
外 250 个）。
这些命令会限制宗教集会吗？
不，宗教集会不受该命令的影响，尽管政府继续鼓励礼拜场所寻找其他方式来举行
服务，包括虚拟和户外。

此命令是否适用于葬礼？
持牌丧葬中心应遵守丧葬委员会分发的指示，该指示要求丧葬院每次在一间房间内
只出席人数至 25 人。葬礼主管可以参加州登记处相关通知了解更多信息。
这些命令如何适用于学校？
这些命令不会影响教室安排，但会限制课堂外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学校活动。在室内
举行的学校活动和与教育教学无关的集会仅限于 25 人，这包括会议、集会等；户
外活动和集会的不超过 250 人。
学校应参考教育部关于分阶段重新开放 Pre-K 至 12 年级学校的指导意见，以及卫生
署和教育部关于 COVID-19 分阶段重新开放 Pre-K 至 12 年级学校的《公共卫生指
南》 。
学校运动还能进行和练习吗？
是的，学校体育仍然可以进行和练习，但必须遵守这些要求，以及卫生部和教育部
关于 COVID-19 分阶段重新开放 Pre-K 至 12 年级学校的《公共卫生指南》中规定的
要求。
25 人的限制是否适用于每个球场/场地，还是适用于大型体育设施的整个设施？
如果设施在法院和球场之间设置了分隔线，那又如何呢？
能够为离散事件创造机会的设施，只要空间之间有足够的划分，每个活动空间可以
有 25 人。例如，会议设施可以利用可移动的墙壁来创建单独的空间，或者体育设
施可以使用地板到天花板的分隔线。但是，设施必须确保大堂区、浴室和走廊等公
共空间经常清洁，来访者不会聚集。
这适用于休闲运动吗？
休闲运动必须遵循当前秩序对活动和集会的限制。对于室内比赛或练习，25 人或
更少的人可以参加。对于户外比赛或练习，250 人或更少的人可以参加。在任何时
候，观众和球员（在不参与比赛时）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
这个命令如何适用于青少年体育？我的小队或儿童足球队能踢球吗？
青少年体育必须遵循现行秩序对活动和集会的限制。对于室内游戏或练习，25 人
或更少的人可以参加。对于户外比赛或练习，250 人或更少的人可以参加。在任何
时候，观众和球员（在不参与比赛时）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
篮球赛这样的活动可以举行吗？
是的，只要任何健身房或室内区域的个体人数不超过 25 人，就可以举办篮球比赛
等活动。如果安排在不同时间，在两次集会之间进行适当的清洁，可以在同一地点
举办多个活动。
这如何适用于电影院和其他多舞台或场地设施？
电影院和其他多舞台、银幕或场地设施，其许可上规定的总容纳人数比率为 50%，
但影院内或多单元区（或类似的多屏幕、舞台或场地设施）的单一屏幕/礼堂放映
电影属于个人活动，且受 25 人限制。例如，对于多屏幕电影院，影院的人数限制

总数不得超过其总容纳人数的 50%，并且每个放映或观看个人屏幕只允许 25 人观
看。单屏影院限制为 25 人。
会议设施呢？可以举办每间房有 25 人的会议吗？
可以，只要每个离散的聚会都遵守命令。会议不应允许分组会议为与会者的混合和
交际创造机会。设施应注意在公共空间（如走廊、厕所等）的聚会。大型室内空间
（如工艺表演）中的单人活动可能不会举行，除非其能够遵守 25 人的限制。
是否允许举办私人活动？例如，当毕业派对或婚礼在当地宴会厅举办并提供餐饮
时，这些活动是否要遵守室内就餐 25 人的限制或最大容纳人数的 25%的限制？
婚礼或毕业派对将被视为一项活动，因此受到室 内 25 人/室外 250 人的限制。如
果设施正在举办多个单独的活动，则这些活动的总容纳人数比率不得超过限制的
25%。如果活动组织者计划在单个室内地点接待超过 25 人，因此不应举办该活
动。
我在当地消防大厅举办室内募捐活动， 并计划提供食物， 我可以允许超过 25
人参加吗？
即使提供食物，这将被视为一个活动，不超过 25 人的话将能够得以举行。
命令允许举办交易会吗？
活动或聚会是根据所定义目的而进行交动的个人间的临时分组，这些人员发生在有
限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小时或天。例如，在大型、更永久性的商务活动中的包括集
市、节日、音乐会或表演和分组在内的活动和聚会，例如游乐园内的演出或表演、
在多单元公寓中的单屏/礼堂上单独放映的电影、单独举行的商务会议或会议，或
在场地内的每一次派对或招待会。
只要餐厅不超过最高可容纳人数的 25%，可以接待单组超过 25 人的客人吗？
不可以，个人离散聚会仅限于 25 人。但是，如果可以遵守所有其他要求，包括
25% 的总体可容纳人数比率要求，餐厅除了提供其普通业务外，还可接待多达 25
人。
婚礼可以在一个超过 25 人的大型设施中举行吗？
室内活动或集会的限制并不基于特定面积的占用。它只由聚集在一起参加该事件的
人数来定义。但是，具有多个活动空间的场地可能同时举办两次 25 人或更少的活
动。如果举办多个活动，组织者应注意共享空间，如走廊或厕所，与会者可能会聚
集在其中。
如何处理结合室内和室外的活动？
室内和室外组合的活动可以有 250 人，只要不超过 25 人一次在里面。户外活动
应该就下雨的情况制定一个计划，包括提供雨伞，以防止客人只能移到里面。
我的户外活动在面积大、面积多、面积大、能有 250 多人吗？
户外活动或聚会的限制并不取决于特定面积的占用情况。它只由聚集在一起参加该
活动的人数来定义。企业应考虑将大型活动拆分为符合这些要求的小型聚会。如果

举办多个活动，组织者应注意共享空间，如走廊或厕所，与会者可能会聚集在其
中。
夏令营能在室内超过 25 人超过 25 人，在室外超过 250 人吗？
夏令营在日常运作过程中不"聚会"或"活动"，因此不受限于室内 25/室外 250 人大
型集会的限制。但是，举办活动（如夏令营庆祝活动或家庭野餐）的夏令营必须遵
守这些活动的 室内 25/室外 250 人的限制。
该命令说："所有酒吧都禁止经营，除非他们提供坐下来、室内就餐的餐点或酒精
饮料的外带销售。什么被认为是一顿餐点？
《PA 酒类法》将"餐点"定义为"在场所内准备的食品，足以构成早餐、午餐或晚
餐;它并不意味着小吃，如薄饼、爆米花、薯条或类似的食物。[47 P.S. § 4406(e)]."
顾客在餐厅或活动时可以坐在酒吧吗？
对于户外婚礼和类似的户外私人活动，与会者可在酒吧享用酒精饮料，但必须有一
个提供餐点的座位。对于符合 25 人限制的室内婚礼和私人活动，需要餐桌服务。
该命令如何适用于餐车？
餐车不得将葡萄酒、啤酒或白酒用于内部消费，除非有点餐食。餐车还应确保附近
地区不超过 250 人。餐车节庆规模应仅限于 250 人聚集。
我有外烩执照，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该命令并非针对特定的被许可人，而是由该命令管辖的设施。因此，如果设施能够
在不同地点举办多个室内活动，则每个活动仅限于 25 名与会者。同样，每个户外
活动仅限于 250 人参加。
可以在户外餐饮场所饮用啤酒、葡萄酒或鸡尾酒吗？
购买"打包"的啤酒、葡萄酒和鸡尾酒不得在场所内饮用;但是，高尔夫球场等设施
的打包服务可能允许在球场内饮用饮料，但不允许在个人可能聚集的地区（野餐
桌、露台等）饮用饮料。
很多酒吧/餐厅的厨房的开放时间有限，在厨房关闭时可以供应酒精吗？
根据订单，只有在与餐点相同的交易中，才能为本地消费提供酒精。允许出于非现
场消费目的进行酒精的外带销售，但须遵守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施加的任何限制或限
制。
如果酒精只与一顿餐点一起供应，一个人能喝第二杯或第三杯吗？
是的，可以供应的饮料数量没有限制，但是，顾客在吃完饭后不应该在餐馆逗留。
集会限制是否包括员工？
是的，集会限制包括工作人员。例如，室外婚礼活动应考虑到与每个聚会的客人互
动的场地和食品服务人员。如果同一工作人员在同一场地的多个活动中与与会者互
动，则应按工作人员服务的每个活动的活动限制进行计数。

啤酒厂、酿酒厂和酿酒厂还能提供品酒吗？
该命令适用于啤酒厂、酿酒厂、酿酒厂或任何提供酒精供现场消费的实体。如果随
餐而品尝（参见关于"餐点"定义的问题）。例如，客户可以在现场购买品酒或一杯
葡萄酒，但酒厂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客户从其物业中的餐车购买餐食。
此命令如何适用于没有厨房但销售食品或选择餐车作为设施食品供应的酒庄或酿
酒酒吧等场所？
不提供餐饮服务但接待餐车的酒厂或啤酒厂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客户在购买酒精
饮料时购买了餐食。
在发出命令之前安排的活动是否需要取消？
该命令适用于从 2020 年 7 月 16 日开始的所有相关活动，无论这些活动是何时
安排的。
室内用餐与户外用餐的定义是什么？带墙的帐篷会被认为是户外帐篷吗？
室内用餐在完全或大部分封闭的（2 面墙或更多）空间进行。另一方面，户外用餐
发生在一个完全或大部分开放的空地（三面开放）。
户外用餐或活动允许使用帐篷;然而，州鼓励帐篷不要完全封闭，这将限制空气流
通，并失去户外活动所带来的好处。
此命令如何适用于汽车电影院或汽车活动？
在此命令下仍然可能进行汽车电影院或汽车娱乐活动。复杂或特殊的汽车活动组织
者必须张贴和执行有关社会距离、在车外戴口罩的规则，并一般鼓励人们留在自己
的车里，并制定严格的程序，以减少集会点（如共用洗手间或特许摊位）的容纳人
数;也就是说，在室内个人不得有超过 25 人的团体聚集在室内，在室外也不能在有
250 人或 250 人的团体中聚集（车外）。
此命令如何适用于赌场和赌场楼层服务？
赌场内的任何餐厅或餐饮服务必须遵守命令，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室内（赌场）餐饮
的 25% 的可容纳人数比率。其次，在赌场场地上举行的任何活动必须遵循集会或
活动规模限制（室内活动为 25 人或更少，户外活动为 250 人或更少）。第三，
赌场必须遵守《秩序》关于提供酒精的要求——酒精只能与餐食同时供应，作为同
一交易的一部分（请参阅关于"餐食"定义的问题）。该命令禁止在赌场楼层提供饮
料服务。
我的公司在红色和黄色阶段进行远程办公。我们需要回到远程办公的方式吗？
是的，你们应该回到远程办公的方式。
远程办公是强制的还是建议？
根据命令，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远程办公是强制的。
命令中指出"酒吧服务"需要结束。这是否延伸到非酒精服务以及水和其他非酒精
饮料？
不允许提供酒吧服务，因为它鼓励不相关的个人团体聚集在一起。

维持生活相关的企业和获得豁免的企业能否无视远程办公的命令？
不对。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继续远程办公。
如何执行此命令？
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宾夕法尼亚州酒类管制委员会、农业部和地方执法部门都在执
行违反商业限制的行为，特别是与餐馆和酒类许可证相关的限制。
如果郡卫生部门已经发布了自己的命令怎么办？我必须跟着那个还是这个？
是的，郡和市卫生部门允许发布更严格的，而不是限制较少的公共卫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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