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48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發布日期 :04/07/2020 下午 5 點
以下是關於聖荷西市如何減緩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傳播並減少感染人群數量的資訊.
資料來源:
聖荷西市
緊急運作中心
聯絡信息:
羅薩裡奧·尼維斯(Rosario Neaves), 通訊部主任 / EPIO; 210-823-3908
聖荷西市媒體熱線：408-535-7777
聖荷西市客戶聯絡中心：3-1-1（408-535-3500）
電子郵件:

新聞/媒體：EOC_PIO@sanjoseca.gov
居民：311@sanjoseca.gov
公司：covid19sjbusiness@sanjoseca.gov
非營利組織：covid19sjcbo@sanjoseca.gov
有關聖荷西市城市服務和/或營運的更新
•

規劃委員會會議：規劃委員會會議定於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6:30 通過 Zoom 電話
會議舉行並向公眾開放。參加會議請使用 Zoom 鏈接：https://zoom.us/j/892466121 或
致電 1-877-853-5247，會議 ID：892-466-121＃。有關此次會議的議程和如何提交評論
的詳細信息，請訪問 https://bit.ly/2WEMyGJ。

•

Facebook 向灣區小型企業捐款 1500 萬美元：Facebook 宣布，將向灣區小型企業捐贈
1500 萬美元。企業現在可以訪問 facebook.com/grantsforbusiness 來檢查其資格並了解
有關該計劃的更多信息。申請程序尚未開始，但鼓勵企業在申請開始前註冊其電子郵
箱。

•

消防部門：聖荷西消防部門（SJFD）正在分享其中一項該部門防止 COVID-19 在工作場
所擴散的方法。消防工程師 Mike Moraida 解釋說，聖荷西市所有必要崗位的員工在上
班前每天都要進行醫療監測。請在 SJFD 部門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頁面上查看最新的

安全視頻。我們在此提醒所有人包括必要崗位的工作者，如果您生病了，請留在家
中，除非就醫請不要外出。只要我們一起努力，就能減緩 COVID-19 的傳播。
•

學生的遠程學習資源：通過使用圖書館新的學生圖書證，大約 57,285 名 K-12 年級的
學生可以使用聖荷西公共圖書館（SJPL）所有學術資源和教育工具。這是一張專有借
書證，所有圖書館項目都沒有滯納金，適合聖荷西數個學區就讀的學生使用。要了解
有關此卡的更多信息，並了解您孩子的學區是否與 SJPL 合作，請訪問：
sjpl.org/studentcard。

請訂閱聖荷西市 新聞發布電子通知清單來接收要況快報，並且在 sanjoseca.gov 和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與 Nextdoor 上關注我們 @CityofSanJose.

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sanjoseca.gov.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www.sanjoseca.gov.
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www.sanjoseca.gov

個人罹患 COVID-19 的風險與人種,族群或文化無關。 市政僱員們必須遵守歧視與騷擾的相關政
策,禮貌並尊敬地對待同事和民衆。 任何形式的歧視和/或騷擾均視爲違反政策,絕不寬容此等行
爲。

###
Having trouble viewing this email? View on the website instead.
Change your eNotification preference.
Unsubscribe from all City of San Jose eNotifications.

要况快报#48–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发布时间: 2020 年 4 月 7 日,下午 5 点

以下是有关圣何塞市为减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并减少感染人数的应对措施的
信息。
资料来源:
圣何塞市
紧急行动中心
联系人:
罗萨里奥·内夫斯 (Rosario Neaves), 通讯部主任/ EPIO;210-823-3908
圣何塞市媒体热线: 408-535-7777
圣何塞市客户联络中心：3-1-1（408-535-3500）
电子邮件:
新闻/媒体: EOC_PIO@sanjoseca.gov
居民: 311@sanjoseca.gov
商业: covid19sjbusiness@sanjoseca.gov
非盈利组织: covid19sjcbo@sanjoseca.gov
有关圣何塞城市服务和/或运营的最新信息
•

规划委员会会议：规划委员会会议定于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6:30 通过 Zoom 电话会议
举行并向公众开放。 参会请使用 Zoom 链接：https://zoom.us/j/892466121 或致电 1877-853-5247，会议 ID 为：892-466-121＃。有关此次会议议程和如何提交会议评论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bit.ly/2WEMyGJ。

•

Facebook 向湾区小型企业提供 1500 万美元：Facebook 宣布将向湾区小型企业捐赠
1500 万美元。 企业现在可以访问 facebook.com/grantsforbusiness 来核查申請资格并
了解有关该项目的更多信息。 申请程序尚未开始，但鼓励企业开始注册电子邮件以等
待项目上线。

•

消防部门：圣何塞消防部门（SJFD）正在分享其中一項该部门防止 COVID-19 在工作
场所扩散的方法。 消防工程师 Mike Moraida 阐明，圣何塞市所有必要岗位的工人在
上班前每天都要进行医疗监测。 请在 SJFD 部门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页面上查看最
新的安全视频。 特别提醒所有人，包括必要工作岗位的工作者，如您生病请留在家
中，除非就医不要外出。我们一同努力，就可以减缓 COVID-19 的传播。

•

学生的远程学习资源：通过使用图书馆新的学生图书证，大约 57,285 名 K-12 年级的
学生可以使用圣何塞公共图书馆（SJPL）所有学术资源和教育工具。 这是一张专有借
书证，所有图书馆项目都没有滞纳金，适用于在圣何塞多个学区就读的学生。 要了解
有关此卡的更多信息，并了解您孩子的学区是否与 SJPL 合作，请访问：
sjpl.org/studentcard。

请订阅圣何塞市新闻发布电子通知列表要况快报，并在 sanjoseca.gov 和在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和 Nextdoor 等媒体上关注 @CityofSanJose。
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sanjoseca.gov.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www.sanjoseca.gov.
这信息将以中文提供在 www.sanjoseca.gov

个人罹患 COVID-19 的风险与其人种、民族或文化无关。市政府员工必须遵守《歧视和骚扰政

策》,礼待尊重同事和公众。 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或骚扰都将被视为违反政策, 绝不姑息。

###
Having trouble viewing this email? View on the website instead.
Change your eNotification preference.
Unsubscribe from all City of San Jose eNotif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