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5 号行政令（2020）和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令六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引起的某些临时限制的第二阶段放宽 

 

                   （里士满市和北弗吉尼亚地区除外） 

问题的重要性 

2020年5月8日，第61号行政命令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令三开始放宽原本由2020年3

月发布的第53号行政命令和第55号行政命令所规定的商务、集会、出行限制。我们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健康数据指标显示，我们的检测供应量在增加，个人防护用品供应

充足，医院床位供应充足，检测阳性的比例、住院率、检测阳性呈下降趋势。然而，一些

辖区的卫生数据指标显示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根据后来修订的第62号行政命令和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令四（2020年），弗吉尼亚州北部地区（根据该命令的定义）、

Accomack县和里士满市仍处于 "零阶段"。2020年5月29日，这些司法管辖区移至第一阶段。 

 

在弗吉尼亚州大部分地区进入第一阶段的几个星期里，公共卫生指标继续呈现出相

同的趋势。我们的检测量不断增加，个人防护用品供应稳定，住院床位数保持稳定，全州

住院人数略有下降，检测阳性率继续呈下降趋势。 

 

现在根据这项命令，弗吉尼亚州的大部分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第三次修订的行政

命令61和第三次修订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令三（2020年），北弗吉尼亚州地区和里士满市

仍将处于第一阶段。在过去的几周中，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前进的过程中，我

们将继续保持警惕，谨慎和有度。我们必须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尽可能继续远程工作，勤

洗手，不要用手摸脸，面罩。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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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我们将在应对紧急情况时继续保护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弗吉尼亚同胞。 

 

官方指示 
 

因此，根据《弗吉尼亚宪法》第五条、《弗吉尼亚法典》第44-146.17条及其他适

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力，并为推进第51(51号行政命令，以及根据《弗吉尼亚法典》第32.1-

13、32.1-20和35.1-10条赋予州卫生专员的权力，命令如下: 

 

A. 放松商业限制 

 

1. 所有业务 

 

本节中未列出的任何商业都应遵守《所有行业指南》，该指南作为最佳实践明确

纳入本文作为参考。本指南位于此处 。 
 

2. 餐馆，餐饮场所，美食广场，啤酒厂，微型酿酒厂，酿酒厂，葡萄酒园和品

尝室 

 

餐馆、餐饮场所、美食广场、啤酒厂、微型酿酒厂、蒸馏厂、葡萄酒厂、和品酒

室可以经营送货、外卖、室内和室外餐饮服务，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遵守《所

有行业指南》，以及本报告中提到的餐饮服务的具体部门指南。此指南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要求： 

 

a. 如果适用，占用人数不得超过入居许可上最低占用容量的50％。 

 

b. 所有聚会，无论是坐在一起还是坐在多张桌子上，都必须限制在50个人

以内。 

 

c. 用餐聚会桌子之间必须间隔六英尺。如果桌子不能移动，则各方必须至

少相距六英尺。 

 

d. 不提供自助食品，包括调味品(饮料除外)。调味品应从餐桌上移开，由员工

应客户要求提供。自助餐必须配备服务员。在自助饮料区，使用设计可以

无污染拿取饮料的设备。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Two-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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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关闭酒吧和餐馆的堂吃，提供免下车服务。户外酒吧区的非酒吧座位可用

于顾客座位，只要餐桌上的双方之间至少有6英尺的距离。 

 

f.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g. 在营业过程中，必须每60分钟对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

不同批的顾客之间必须清洁桌面、椅子和信用卡/账单夹子。 

 

h.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3. 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可以继续经营，但前提是这些业态要符合《所有行业指南》，和本文件

提及的农贸市场具体行业准则。此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只要遵守社交距离指导原则，就可以进行现场购物。设置规范以避免

拥塞或聚集。 

 

b. 面向顾客区域的员工或摊主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c. 摊主必须为顾客和员工提供手部消毒液或洗手台。 

 

d. 必须对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 

 

e.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4. 未在C节第1款中列出的实体零售业务（非必需零售） 

 

任何未在C节第1款中列出的实体零售业务都可以继续经营，但前提是该业务符合

《所有行业指南》和实体零售的特定行业指南，在此明确引用作为参考。此指南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占用人数不得超过入居许可上最低占用容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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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c.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5. 健身和锻炼设施 

 

健身中心，体育馆，娱乐中心，运动设施和健身设施可重新开放，以进行室内和室

外活动，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遵守《所有行业指南》以及健身和运动设施的特定

部门指南，在此引用作为参考。此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在所有活动中，顾客、会员和客人必须保持至少10英尺的距离。 

 

b. 教练和小组运动和健身课程的所有参与者必须始终保持彼此之间至少十英

尺的身体距离。 

 

c. 所有团体运动和健身班的参加者（包括参加者和教练员）的总人数不能超

过入住证明上的最低入住人数的30%或50名顾客、会员和客人的人数，以较

低者为准。 

 

d. 热水浴缸、温泉浴场、防溅垫、喷水池和互动游戏设施必须关闭。 

 

e. 室外游泳池只能开放用于单圈游泳，每条泳道不得超过3人，每个游泳者之

间的物理距离不得超过10英尺。。 

 

f.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g. 每次使用后，雇主必须确保共享设备的清洁和消毒。 

 

h. 设施应禁止使用在两次使用之间无法彻底消毒的任何设备（例如，攀

登绳，运动带等）。 

 

i. 业主必须为顾客和员工提供手部消毒液或洗手台。 

 

j.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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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人护理和个人美容服务 

 

美容院、理发店、水疗中心、按摩中心、日光浴沙龙、纹身店和其他任何提供个

人护理或个人美容服务的场所均可继续经营，但这些企业必须遵守《所有行业指

南》和本报告中明确规定的个人护理和个人美容服务的具体行业准则。此指南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占用不得超过入居许可上最低占用容量的50％，工作台之间的物理距离

至少应达到6英尺，并且每个美容技师一次只能接待一个预约。 

 

b. 美容技师和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c. 为顾客提供面罩或要求顾客随身携带面罩，他们在接受服务期间必须戴上

面罩。将服务类别限制为仅能在不移除顾客面罩的情况下完成的服务。 

 

d. 在营业中，必须每60分钟对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同时

在每次使用后都要清洁和消毒所有个人护理和个人美容工具。不能消毒的

工具必须丢弃。 

 

e.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7. 露营地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35.1-1-1条所定义的私人拥有的营地可继续经营，但必须遵

守《所有行业指南》，和针对具体部门的营地准则，这些准则在此明确纳入参考。

此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对于短期住宿少于14晚(不归个人所有)的所有租赁地块，单元之间必须

保持至少20英尺。 

 

b.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c. 建议露营地必须强烈鼓励顾客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d. 为顾客和员工在浴室提供洗手台和消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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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8. 室内射击场 

 

室内射击场可以经营，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a. 占用率必须限制在入居证上的最低占用容量的50％，并且个人之间始终保

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间隔使用射击道以实现6英尺的物理距离。 

 

b.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c. 在营业中每60分钟对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同时在

每次客户使用之间对所有设备进行消毒，并禁止使用无法彻底消毒的设

备。 

 

d. 在两次使用之间彻底清洁共享或借用的设备，或者仅允许在射击场内使

用个人设备。 

 

e.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射击场必须关闭。 

 

9. 公共海滩 

 

除运动和钓鱼外， 《弗吉尼亚守则》第10.1-705条所定义的所有公共海滩可仍对

个人和家庭娱乐活动开放。所有此类公共海滩（弗吉尼亚海滩市的海滩除外）必

须符合以下要求。 

 

a. 要求去海滩的人与每个家庭之间的距离至少达到六英尺，除非他们与同

一个家庭成员在一起。 

 

b. 禁止超过 50 人的社交聚会 

 

c. 禁止团体运动，饮酒，帐篷，遮阳伞小组以及其他吸引聚会的活动和物品。 

 

d. 禁止产生聚会的娱乐和节目。 

 

e. 展馆，凉亭，剧场和野餐区等所有鼓励聚会的公共区域都必须关闭。这不

适用于钓鱼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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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所有由塑料或金属制成的高接触表面（例如长凳和栏杆）实施清洁计划，

包括在上午9点至下午6点之间至少每两个小时清洁一次 

 

g. 建立、培训和部署一个团队，教育和宣传遵守海滩规则，并视情况将不遵

守规则的情况转交给公共安全人员处理。 

 

h. 建立人满为患时的临时关闭海滩或限制进入的程序。 

 

i. 确保所有救生员都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 

 

j. 由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按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清洁和消毒

指南进行培训，每两小时用EPA批准的消毒剂对所有公共厕所进行一次消

毒剂级清洁。 

 

k. 对于椅子和雨伞租赁公司，要求供应商为客户安装椅子和雨伞，保持组之

间至少六英尺的距离，并按照环境保护署和CDC清洁和消毒指南清洁各次

租赁之间的设备。 

 

l. 在所有通往海滩和其他 "易聚居区 "的公共入口处张贴标牌，提醒人们注

意身体健康，禁止聚集，高危人群的选择，以及生病时留在家里。讯息

必须具体到地点。。 

 

m. 地方应向当地卫生部门提供每日指标，包括关闭海滩、投诉事件、与执法

有关的暴力报警、每周一提交的不合规报告数量。 

 

n. 所有员工和合同制工人在不能进行体能疏导的情况下，必须按照疾控中心

《面罩使用指南》的要求佩戴布面罩。 

 

o. 雇员和合同工必须有肥皂和水或含有至少60%酒精的洗手液，当地应定期向

雇员提供最佳卫生习惯，包括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并遵守呼吸

礼仪规范。 

 

p. 当地应要求所有雇员和合同工在上班前测量体温，如果发烧超过100.4度、

发冷或在过去72小时内发热，应指示这些雇员不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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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遵循《所有行业指南》中列出的加强工作场所安全的最佳做法。 

 

弗吉尼亚海滩市的公共海滩可以继续运营，前提是在公共海滩上进行的活动符合

此处链接的要求  在这里 。 
 

10. 赛马场 

 

室外赛马场可以继续开放，但这些企业必须遵守《所有行业指南》和在此明确规

定的赛马场的具体部门准则。在此处链接  在这里 。此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

求： 

 

a. 活动必须在有能力限制进入的地点举行(即设置障碍物和门禁，使一般公众

无法进入)。 

 

b. 在这些活动期间，包括工作人员和参赛选手在内，不允许尾随和露营。 

 

c. 入口和出口必须配备人员。 

 

d. 观众和市民不得参加活动。这包括业主、家人（除非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也包括外部供应商。只有对活动的运作至关重要的人员才能参加。 

 

e. 所有个人必须与他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物理距离。 

 

f. 每次比赛前，参赛者必须测量体温检查发烧情况，自我监测症状。 

 

g. 不提供任何面向公共场所的设施，包括特许经营、食品销售、商品销售、

招待、或在场地内闲逛、粉丝体验等。。 

 

11. 休闲和娱乐业务 

 

户外表演艺术场馆，户外音乐会场馆，户外运动场馆，户外电影院，博物馆，水

族馆，动物园和植物园可以重新开放，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遵守《所有行业指

南》和特定行业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此纳入参考。此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5-16-20-Virginia-Beach-COVID-19-Phase-1-Beach-Operating-Procedures--VB-Plan.pdf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City-of-Virginia-Beach-COVID-19-Phase-One-Beach-Opening-Operating-Procedures---ADDITIONAL-GUIDELINES.pdf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One-Horse-Racing-Racetracks.pdf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Outdoor-Speedways-and-Racetrac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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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席者（包括参加者和观众）的总人数不能超过场地占用量的50%（如适

用）或50人，以较低者为准。。 

 

b. 为排队的人安装可见的标记，以将人们隔开六英尺的物理距离。 

 

c. 在设施内建立一个修改后的队列线路的访客流量计划。确定有可能成为

瓶颈的区域或关键点，并相应调整客流。 

 

d. 在营业过程中，每60分钟对频繁接触的表面（包括电脑订餐设备，账单夹，

自助服务区域，桌面，浴室表面和其他常见的接触区域）进行彻底的清洁

和消毒。 

 

e.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常用的销售点或客人服务站前安装喷嚏防护装置。 

 

f. 在面向顾客区域工作的员工必须始终戴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g. 为客人和员工提供洗手或消毒站。。 

 

h. 不能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必须关闭。 

 

12. 公共和私人社交俱乐部 

 

公共和私人社交俱乐部可以重新开放，但前提是这些机构必须遵守本命令B节第2

段中的聚会禁令，并遵守《所有行业指南》以及针对公共和私人社交俱乐部的特

定行业准则，这些准则在此明确纳入作为参考。 

 

13. 休闲运动 

 

允许进行室内和室外休闲运动，但休闲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必须遵守《所有行

业指南》和休闲运动的特定领域指南，这些准则在此明确纳入作为参考。此指南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所有指导员、参赛者和观众必须保持10英尺的身体距离，但同一家庭成员

之间的偶然接触或接触除外。这一点在教学和练习过程中以及在竞技比赛

中都适用。必须避免涉及与其他运动员密切接触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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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加户外休闲运动的总人数（包括参加者和观众）不得超过场地占用量的

50%（如适用）或50人，以较低者为准。对于在场地上进行的运动，每个场

地最多只能有50人参加。 

 

c. 室内娱乐运动的总人数不能超过入驻许可上最低进入人数的30%或50人，

两者中以较低者为准。对于在场地上进行的运动，每个场地最多只能有50

人参加。 

 

d. 在室内休闲运动中，除父母、监护人或看护人监督儿童外，场内不得

有观众。 

 

14. 执法 

 

《所有行业指南》和特定部门准则均在此处 。弗吉尼亚卫生部有权执行本命令的

A节。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32.1-13条，任何故意违反或拒绝、未能或疏忽遵

守本命令的行为，将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32.1-27条作为一级轻罪受到处罚。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32.1-27条，州卫生专员也可以在巡回法院寻求对违反

该命令的禁止令。此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A节所列业务拥有监管权的任何

机构均可对该业务执行本命令。 

 

B. 继续限制 

 

1. 某些休闲和娱乐业务 

 

以下规定的所有公众休闲娱乐场所应保持关闭: 

 

a. 室内剧院，室内表演艺术中心，室内音乐厅和其他室内娱乐中心； 

 

b. 传统赛马设施；以及 

 

c. 保龄球场、溜冰场、游乐场、游乐园、蹦床公园、集市、艺术和工艺设施、

水族馆、动物园、逃生室、场、公共和私人社交俱乐部以及所有其他室内

公共娱乐场所。 

 

2. 所有公共和私人聚会 

 

禁止50人以上的所有公开和私下聚会。超过50个人履行其工作职能的聚集不能

被认定为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Two-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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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聚会”包括但不限于聚会、庆祝活动或其他社交活动，无论这些聚会

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进行。 

 

这一限制不适用于居住在同一住所的家庭成员的聚会。“家庭成员”包括血缘关

系、收养关系、继代关系和寄养关系，以及居住在同一家庭的所有个人。家庭成

员在家时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a. 个人可以参加宗教活动，但须满足以下要求： 

 

i. 宗教服务不得超过进行宗教服务的房间或设施的入居证上的最低人员容

量的50％。 

 

ii. 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员坐下时必须至少相距六英尺，并且必须始终保

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如上定义的家庭成员可以坐在一起。 

 

iii. 以6英尺为间距，在与会者可能聚集的公共区域标记座位。 

 

iv. 如上所定义，非家庭成员的与会者之间不能传递任何东西。 

 

v. 任何用于分发食物或饮料的物品必须是一次性的，只能使用一次，并

且要丢弃。 

 

vi. 在任何宗教仪式之前和之后，必须对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洁和

消毒。 

 

vii. 入口处贴有标牌，说明任何发烧或有COVID-19症状的人不得进入该场所。 

 

viii. 张贴标牌，提供关于社交距离、聚会、高危人群选择以及生病时呆在

家里的公共卫生提醒。 

 

ix. 如果宗教仪式不能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则不得现场举行。 

 

此外，任何与宗教仪式有关的社交聚会，均受B节第2款规定的公开和非公开的个

人聚会限制。其他指导建议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One-Religious-Services-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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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等院校 

 

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在可行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远程学习。但是，这些机构可以提供

面授课程和教学，包括实验室和相关的实践培训，但必须符合 "所有商业部门准

则 "的所有适用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举行或举办超过50人的聚会。任何在

弗吉尼亚州机构/委员会监管的专业中提供职业培训的中学后教育机构也必须遵

守任何与该专业相关的具体部门准则，尽可能地遵守监管培训要求。这些职业可

能包括但不限于：美容师，理发师，化妆师，按摩治疗师，美甲师和执业护士 

 

4. 过夜夏令营 

 

弗吉尼亚法典第35.1-1节中定义的过夜夏令营必须保持关闭。 

 

5. 执法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44-146.17条，违反本命令B部分第1、2、3和4

条的行为属于一级轻罪。 

 

C. 继续指导和方向 

 

1. 基本零售业务 

 

下文所列的基本零售业务可能在其正常营业时间内保持营业。他们应遵守《所有行

业指南》，作为最佳实践， 在此明确引用并链接。雇主必须为雇员提供面罩。 

 

a. 杂货店、药店和其他销售食品和饮料产品或药店产品的零售商，包括一

元店和有杂货店或药店业务的百货公司； 

 

b. 医疗、实验室和视力用品零售商； 

 

c. 销售或维修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通信技术的电子产品零售商； 

 

d. 汽车零部件、配件和轮胎零售商以及汽车维修机构； 

 

e. 家居装修、硬件、建筑材料和建筑用品零售商；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media/governorvirginiagov/governor-of-virginia/pdf/Virginia-Forward-Phase-Two-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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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草坪和花园设备零售商； 

 

g. 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商店； 

 

h. 带零售功能的加油站和便利店； 

 

i. 医疗设施内的零售店； 

 

j. 银行和其他具有零售功能的金融机构； 

 

k. 宠物和饲料商店； 

 

l. 印刷和办公用品商店；以及 

 

m. 自助洗衣店和干洗店。 

 

2. 州政府机构 

 

所有相关的州政府机构将继续与所有的住房伙伴合作，执行保护在此次大流行

期间无家可归的弗吉尼亚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的战略，并帮助弗吉尼亚人避

免被驱逐或房子被拍卖。 

 

3. 面罩 

 

《弗吉尼亚法典》第18.2-422条的豁免继续有效，以允许佩戴医用口罩、呼吸器或

任何其他保护性面罩，以促进保护个人健康，应对2020年2月7日州卫生专员宣布的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该紧急情况反映在宣布州进入紧急状态的第51(51

号行政命令中。修订的第51号行政令继续保持修订。此豁免自2020年3月12日起生

效。 

 

此外，如果本命令中的强制性商业部门要求与第63号行政命令和《公共卫生应

急五号令(2020年)》中关于佩戴面罩的要求相冲突，则以商业部门的具体要求为

准。 

 

4. 州内旅行 

 

继续停止州政府雇员在弗吉尼亚州以外的所有公务旅行，增加州际通勤者和重

要人员的灵活性。 

 

5. 例外情况 

 

该命令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限制: (a)提供保健或医疗服务；(b)低收入居民获得基

本服务，如食品银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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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运作； （d）执法机构；或（e）政府运作。 

 

6. 命令的失效期 

 

第55号行政命令（2020）将于2020年6月4日晚上11:59到期。 

 

该行政命令的生效日期 
 

该命令将于2020年6月5日（星期五）上午12:00生效。该行政命令应一直有效直

到其后被新的行政命令所修订或撤销。 

 

由本人签字并加盖弗吉尼亚联邦印章和弗吉尼亚联邦州卫生专员办公室印章，2020

年6月2日。 
 

 

州长：Ralph S. Northam 
 

 

 

 

 

M. Norman Oliver, MD, 州

卫生专员 

 
 

 

见证人： 

 
 

 

州务卿：Kelly Thoma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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