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60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發布日期 ：2020 年 4 月 15 日, 下午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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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的多種語言快訊視頻：聖荷西市快訊將繼續在本市網站上以西班牙語、越南語以及
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提供。為了使居民更容易以各自的語言找到信息，我們為每種語
言（西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創建了“緊急通知”頁面。市政工作人員還開始用西班
牙語、越南語、普通話和廣東話錄製簡短的視頻，總結這些報告中的重要更新。這些
視頻將每週兩次在本市的 YouTube 頻道上發布。

•

防止出現下水道問題：為避免下水道堵塞，請僅將廁紙放入馬桶沖掉。其他所有東西
都應丟進垃圾桶。以下是一些常見的不能沖掉的物品，它們可能導致管道堵塞和下水
道溢流，或最終滞留聖荷西-聖克拉拉地區廢水處理設施。居民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來避
免下水道系統堵塞，而不是將這些物件倒入馬桶：
o

請將濕紙巾、抹布和大多數物品丟入垃圾桶。

o

請將藥物帶去收集箱。以下是聖荷西的藥品收集箱的列表：
www.sanjoseca.gov/your-government/environment/our-creeks-riversbay/preventing-water-pollution/pharmaceuticals （請將這些物品暫留家中，直到
居家避疫令取消）

o

危險廢物或含有危險物質而無法放入常規垃圾箱、回收箱或堆肥箱的物品（如
電子，塗料，機油，農藥，電池，溫度計和燈泡等含汞物品），應拿去縣家庭
危險廢物中心（HHW）處置。 （由於 HHW 為響應 COVID-19 而暫停收集活
動，請把這些東西暫留家中。）

•

電話裡聽故事已開始：聖荷西公共圖書館的早期教育服務部門推出一項名為“電話裡聽
故事”的新計劃。任何人都可以全天候撥打圖書館的電話熱線，收聽英語、西班牙語或
越南語的故事、歌曲、兒歌等。故事由圖書館工作人員挑選和朗讀。您可以不限次數
任意收聽。每個星期五撥打電話可以聽新的故事，把故事時間的體驗帶回家。詳細信
息請訪問：sjpl.org/blog/telephone-tales.

來自聖克拉拉縣和加州的更新
•

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部門已啟動了一個新的數據表，以跟踪長期護理設施中的
COVID-19 病例和死亡人數，其中包括護理院，獨立生活中心，寄宿和護理機構。由於
長期護理機構通常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提供服務，因此其院友如果感染了
COVID-19，會有更高風險罹患嚴重疾病。

•

今天，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宣布，加州將為本州的無證移民設立一筆 1.25 億美元
的災難援助基金，提供给無法從伸延失業或聯邦刺激措施中受益的人群。加州將為成
年人提供最高 500 美元的補貼，每戶上限為 1,000 美元。個人可以從下個月開始申請
此項资助。州長還宣布，就業發展部（EDD）將在周一啟動一個新的電話中心，該中
心每週 7 天從早上 8:00 到晚上 8:00 營業。 EDD 還將自 4 月 28 日起為申請失業保險和
新的聯邦流行病失業援助（PUA）計劃的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務。

•

昨天， 州長 Newsom 概述了六項關鍵指標，用以指導加州考慮何時取消居家避疫令：
o 有能力通過測試、追踪接觸者、隔離和支持確診或受感染人士的監控和保護社區；

o 有能力預防 COVID-19 高風險人群受到感染；
o 醫院和衛生系統有能力應對突發事件；

o 有能力開發治療方法以滿足需求；

o 企業、學校和托兒所有保持社交距離的能力；和

o 有能力決定在必要時重新啟動某些措施，如居家避疫令。
州長強調，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表更改居家避疫令，但是這六個指標將作為做出該決定
的框架。本市正在評估本公告的影響，並會在適當時候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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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息的英文版及其他要況快報的中英文版請至 www.sanjoseca.gov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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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况快报#60–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发布时间: 2020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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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的多语种快报视频：圣何塞市要况快报将以西班牙语、越南语以及繁体中文和简体
中文在我市网站上持续发布。为了使居民更容易以自己的语言找到信息，我们为每种
语言（西班牙语、越南语和中文）创建了“紧急通知”页面。市政工作人员亦会用西
班牙语、越南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录制简短的视频，总结这些报告中的重要更新。这
些视频将每周两次在我市的 YouTube 频道上播放。

•

防止下水道出现问题：为避免下水道堵塞，请仅将厕纸丢进马桶。其他所有东西都应
丢进垃圾桶。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不可冲物品，它们可能导致管道阻塞和下水道污物溢
流，或最终滞留在圣何塞-圣塔克拉拉地区废水处理设施。居民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来避
免堵塞下水道系统，而不是將這些物件倒入馬桶：
o 请将湿巾、抹布及大多数物品丢入垃圾桶。
o 请将药品带到收集箱。以下是圣何塞药品收集箱的列表：
www.sanjoseca.gov/your-government/environment/our-creeks-riversbay/preventing-water-pollution/pharmaceuticals（请暂时将物品搁置家

中，直到居家避疫令取消。）

o 危险废物或含有危险物质的物品不能进行常规垃圾倾倒、回收或堆肥（如电子
产品、涂料、机油、农药、电池、温度计和灯泡等含汞物品），应按县家庭危
险废品处理。（因家庭危险废品在疫情期间暂停收取，请暂时将物品搁置。）
•

电话听故事现已发布：圣何塞公共图书馆的早期教育服务部门推出一项新的名为电话
听故事的计划。 任何人都可以全天候拨打图书馆的电话热线，收听英语、西班牙语或
越南语朗读的故事、歌曲和童谣等。 故事由图书馆工作人员选取并阅读。 您可以任
意多次收听。 请每周五致电收听新的故事，在家中体验听故事时间的乐趣。 有关详
细信息请访问：sjpl.org/blog/telephone-tales。

圣克拉拉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最新消息
•

圣塔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启动了一个新的数据表，以追踪长期护理设施中的
COVID-19 病例和 死亡人数，其中包括护理院、独立生活中心、寄宿和护理机构等。
由于长期护理机构通常服务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因此其居民因 COVID-19 引
起的严重疾病的风险更大。

•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Gavin Newsom 今日宣布，加州将为无证件居民创建一项 1.25 亿美
元的灾难援助基金，提供给无法于延长失业救济或联邦刺激措施中受益的人群。 加州
将为成年人提供最高 500 美元的补贴，每户上限为 1,000 美元。 个人可以从下个月开
始申请。 州长还宣布，就业发展部（EDD）将在周一启动一个新的呼叫中心，工作时
间为每周 7 天从早上 8:00 到晚上 8:00。 EDD 还将自 4 月 28 日起为申请失业保险和新
的联邦疫病大流行失业援助（PUA）计划的个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昨天，州长 Newsom 概述了六个关键指标，用以指导我州考虑取消居家避疫令：
o 有能力通过测试、追踪接触者、隔离和支援确诊或受感染人士的监控和保护社区；

o 有能力预防 COVID-19 高风险人群受到感染；
o 医院和卫生系统有能力应对突发事件；
o 有能力开发满足需求的治疗方法；

o 企业、学校和儿童保育设施能提供物理距离的保障；和

o 能够确定何时重新启动特定措施，例如在必要时重新实施居家令。
州长强调，现正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来修改居家避疫令，但这六个指标将作为做出
该决定的框架。我市正在评估本公告的影响，并会在适当时候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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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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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息的英文版及其他要况快报的中英文版请至 www.sanjoseca.gov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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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