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62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报告日期/时间: 2020 年 4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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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矽谷經濟復甦與韌性委員會：市長 Sam Liccardo 在今日虛擬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成立
COVID-19 經濟復甦委員會。矽谷經濟復甦與韌性委員會（SV-ERRC）將由矽谷商業
領袖們組成，由他們提出政策建議為該地區的經濟復甦鋪路。請觀看新聞發布會獲取
更多信息。

•

幫助制止家庭暴力：隨著家庭成員居家避疫，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受虐風險更高。如果
您或您認識的某人正遭受到親密伴侶的虐待，那麼我們的社區資源可以為其提供幫
助。家庭暴力機構一直持續開放 24 小時危機熱線，提供遠程危機諮詢和安全計劃，

並提供其他服務，例如緊急避難所、住房援助和法律幫助。以下是一些可供聯繫的制
止家庭暴力資源 ：
o AACI 亞裔婦女之家（AACI Asian Women’s Home）
www.dv.aaci.org / 24 小時熱線電話: 408-975-2739
語言： 英文, 西班牙語, 越南語, 國語 和其他亞洲語言
o 社區解決方案（南部縣）（Community Solutions）

www.communitysolutions.org / 24 小時熱線電話: 1-877-363-7238
語言: 英文和西班牙文

o 鄰舍家庭暴力解決方案（Next Door Solutions to Domestic Violence）
www.nextdoorsolutions.org / 24 小時熱線電話: 408-279-2962
語言：英文和西班牙文
o Maitri

www.maitri.org / 求助電話: 1-888-862-4874 （實時：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00 至下午 3：00； 其餘時間電話留言有人查收)
語言：英文和南亞語言

o 矽谷女青年會（YWCA Silicon Valley）

www.ywca-sv.org / 24 小時熱線電話：1-800-572-2782

語言： 英文和西班牙文
o 矽谷安全對話（實時網上對話）（SafeChat Silicon Valley）
www.safechatsv.org / 每週七天開放
語言：英文和西班牙文
o 家庭正義中心（法律服務）Family Justice Centers
聖荷西： 408-975-2739

南部縣： 408-779-2113

加州信息更新
•

今天，州長 Newsom 宣佈為在本州從事種植、採摘、包裝、烹飪、服務、出售和運
輸食物行業的人員提供援助。因注意到在全國範圍内“該行業受到的打擊特別嚴重”，

州長簽署了一項行政令，允許已感染 COVID-19、暴露于冠狀病毒或被官員要求隔離
的工人有兩週的額外病假。聯邦救濟為少於 500 名工人的雇主提供了類似的帶薪休假
福利，而這些工人中有許多均不在聯邦救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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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t www.sanjoseca.gov.
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sanjoseca.gov.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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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况快报#62 – 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报告日期/时间:

2020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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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硅谷经济复苏与韧性委员会：市长 Sam Liccardo 在今日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组建了
COVID-19 经济复苏委员会。硅谷经济复苏与韧性委员会（SV-ERRC）将由硅谷商业领
袖们组成，由他们提出政策建议以为硅谷地区的经济复苏铺路。更多信息请点击观看
新闻发布会。

•

帮助制止家庭暴力：随着家庭成员居家避疫，家庭暴力受害者遭受虐待的风险增加。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遭受亲密伴侣的虐待，我们的社区资源可以为其提供帮助。家
庭暴力机构一直在持续运行其 24 小时危机热线，提供远程危机咨询和安全计划，并提
供其他服务，例如紧急避难所、住房援助和法律帮助。以下是可供联系的制止家庭暴
力资源：
o AACI 亚裔妇女之家（AACI Asian Women’s Home）
www.dv.aaci.org / 24 小时热线电话：408-975-2739
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普通话和其他亚洲语言
o 社区解决方案（Community Solutions） (南部县)
www.communitysolutions.org / 24 小时热线电话：1-877-363-7238
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

o 家庭暴力邻里解决方案（Next Door Solutions to Domestic Violence）
www.nextdoorsolutions.org / 24-hr Hotline: 408-279-2962
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
o Maitri
www.maitri.org /帮助热线：1-888-862-4874（实时对话：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其他时间电话留言有人查收）
语言：英语和南亚语言
o 硅谷女青年会 YWCA（YWCA Silicon Valley）
www.ywca-sv.org / 24 小时热线电话：1-800-572-2782
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
o 硅谷安全对话（SafeChat Silicon Valley）（实时在线对话）
www.safechatsv.org /每周开放 7 天
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
o 家庭正义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ers）（法律服务）
圣何塞：408-975-2739
南县：408-779-2113

加利福尼亚州的最新消息
•

州长 Newsom 今日宣布为在我州从事种植、采摘、包装、烹饪、服务、出售和递送食品
的行业工人提供援助。因为注意到在全国范围内“该类产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
州长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给予已感染 COVID-19、或可能接触冠状病毒或法定需要隔离
的工人两周的额外病假。这些工人中有许多无法享受联邦救济，联邦救济为少于 500
名工人的雇主提供了类似的带薪休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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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t www.sanjoseca.gov.
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sanjoseca.gov.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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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