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況快報#74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發布日期： 04/2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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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荷西市的非牟利合作夥伴加強了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持：Next Door Solutions
to Domestic Violence 是一個非牟利合作夥伴，與聖荷西市住房部資助的 Bill
Wilson 快速安置計劃中心與機構合作，增加了對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家庭的支持。機構
工作人員繼續透過電話來執行支援團隊，還有處理住房申請，以幫助受害者獲得安全
的住所，進行居家抗疫。

•

公園設施仍然關閉：儘管著天氣轉暖，請依照聖克拉拉縣衛生官員的命令，記住公園
的運動場，球場，遊樂場和健身器材仍然關閉。為了保護公眾健康並確保公園遊客遵
守公園和設施關閉的規定，聖荷西市對未遵守公園規則和進入禁區的行為處以 100 至
500 美元的罰款。請致電 3-1-1 舉報違規行為。有關公園設施關閉和公園規則的更多
信息，請訪問 bit.ly/prnscancellations。

•

聯邦藝術資助機會：國會通過廣受歡迎的薪資保護計劃（PPP）和 SBA 的緊急傷害災
難貸款（EIDL）計劃，為 CARES 法案增加了資金。Americans for the Arts 發布了 CARES
法案聯邦藝術資金機會表（CARESAct Table of Federal Arts Funding Opportunities），以
幫助指導非營利組織、商業藝術公司和個人藝術家獲取援助的機會。

•

關於非傳統小型企業資金選擇方案的免費網絡研討會：您是否是正在努力通過傳統融
資渠道獲取營運資金的小型企業主？我們邀請受到 COVID-19 影響的非營利組織，獨
立承包商和獨資企業，於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3 點來參加互動式虛擬研討會。你將
了解有關小型企業的非傳統資金選擇。該研討會由聖荷西市與
BusinessOwnerSpace.com 合作夥伴，Opportunity Fund，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LISC) Bay Area（LISC）等合作舉辦。註冊請訪問 Zoom
Registration。觀看以前的活動請訪問 www.sjeconomy.com/why-san-jose/covid-19guidance。

•

街道清掃工作繼續進行：聖荷西市的街道清掃工作繼續進行，以防止細小的垃圾進入
小溪、河流和海灣。儘管目前停車執法已暫停，但我們敦促公眾在預定時間內將車輛
移離街道，以便我們的清掃車可以清潔。街道預定清掃的日期和時間請查看
sjenvironment.org/lookup。

•

SoFA 音樂節-SIP 版：不斷適應目前情況的 SoFA 街頭博覽會一直保持活力。今年四月
的 SoFA 街頭博覽會將以虛擬模式走進你的客廳, 到你的沙發上。即使有了強制性的居
家抗疫令，社區也仍然有機會聚在一起慶祝。本地的 SoFA 街頭博覽會將於 4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2:00 到晚上 9:00 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直播 SoFA 音樂節。要查看日
程安排，請訪問：sofamusicfest2020.sched.com。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sofamusicfestival.com。
•

本地藝術線上表演和資源：常駐聖克拉拉縣的藝術組織 MACLA 在就地避難所期間向
社區提供免費和有用的資源。MACLA 的 Stories from La Sala 提供了一系列在線表
演、電子媒體課程、藝術家講座和教育研討會。他們每週製作三個新內容，歸檔過去
的產品，並為當地藝術家的工作付費，以保持經濟的運轉。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
maclaarte.org/stories-from-la-sala/。 MACLA 也接受捐款。

•

公共衛生公共服務公告（PSA）：美國和伊斯蘭關係理事會舊金山灣區辦公室執行主
任 Zahra Billoo 和拉美裔新美國聯合會（LUNA）執行主任 Chava Bustamante 分享了在
此關鍵時期內待在家裡並遵守縣公共衛生局指南的重要性。請觀看聖荷西市 YouTube
頻道上的視頻：Zahra Billoo 和 Chava Bustamante。

•

應對 COVID-19 無家可歸者的最新情況：在過去的一個月中，聖克拉拉縣、聖荷西市和
Continuum of Care 合作夥伴一直在努力解決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本地爆發
影響的無家可歸者的需求。截至 4 月 23 日，已有 597 名無家可歸者與合適的集合式
或非集合式庇護所建立了聯繫。這些轉介和安置包含已知的每一位 COVID-19 測試呈陽
性的無家可歸者。我們已將一些人從集合式庇護所轉移到非集合式庇護所，並且我們
繼續優先考慮為那些 COVID-19 以測試呈陽性，或已被感染, 或正在接受 COVID-19
檢測的無家可歸者，以及/或由於年齡或潛在的健康狀況而處於更大的疾病或死亡風險
中的人安排非集合式庇護所。為了支持這項工作，縣和市已大大擴展了其臨時避難所
的收容量-臨時避難所的收容量總計增加了 1,245 個單位/床位。這包括：

•
o

分佈在 6 個城市（Gilroy, Milpitas, Morgan Hill, San Jose, Santa Clara 和
Sunnyvale）10 個地點的 575 家汽車旅館/酒店客房；

o

在聖克拉拉會議中心外的 COVID-19 陽性患者休息中心場地提供 250 張床位；
和

o

420 個臨時庇護所床位在聖克拉拉縣 Fairgrounds 的 Gateway Pavilion，聖荷
西市中心的 Parkside Hall 和 South Hall, 以及 Camden 社區中心的家庭庇護
所。

數以百計的額外單位/床位正在籌劃中，包括努力增加數百個其他酒店/汽車旅館單
位，並為聖荷西市從州政府接收的 100 多輛拖車做準備。聖荷西市還啟動了計劃，以
加快開發更多的過渡房屋社區（Bridge Housing Communities），這些社區將在此
次危機期間用作應急房屋。這些單位中的第一期預計將在 6 月下旬完成。
現有 10 個避難所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繼續運營，四個季節性避難所將至少在 5 月
3 日之前繼續運營。
本市、縣和合作夥伴也對住在營地的無家可歸者立即採取了行動。這裡列出了在這場
危機期間協助營地居民的活動的摘要：
o

暫停減少無家可歸者的營地，以避免無意中造成人們有更大風險感染 COVID19；

o

在大型無家可歸者營地放置衛生設備，如洗手站和臨時廁所，以幫助減緩
COVID-19 的傳播；

o

在大型無家可歸者營地安排垃圾收集，以幫助維持衛生條件；

o

向收容所，街道和營地中的無家可歸者提供多種語言的信息，以幫助他們了解
如何保護自己免受 COVID-19 侵害；

o

與縣公共衛生局和 VHHP 合作，排查有慢性健康狀況的老年無家可歸者是否需
要庇護或隔離；

o

縣緊急行動中心提供了 200 個太陽能電話充電器，這些充電器將在街道外展團
隊、志願者和非營利組織的幫助下分發；

o

Detination Homes 提供了帳篷、防水布和其他用品的資金，以幫助居住在營
地中的人保持社交疏離；

o

WeHope 計劃與聖荷西市合作推出了“ Hope Health Mobile”。新的移動式
休息站提供其 Dignity on Wheels 的淋浴和洗衣設備拖車，可提供 WiFi，充電
站，案例管理，並可以連接史丹佛醫生在線回答所有有關 COVID-19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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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况快报#74– 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发布时间:

2020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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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组织:

covid19sjcbo@sanjoseca.gov

有关圣何塞城市服务和/或运营的最新信息
•

•

圣何塞市的非营利合作伙伴加强对家庭暴力幸存者的支持：Next Door Solutions to
Domestic Violence 是一个非营利合作伙伴，与圣何塞市住房部资助的 Bill Wilson 快速
安置计划中心与机构合作，增加了对家庭暴力幸存者和家庭的支持。机构工作人员继续透
过电话来执行支援团队，还有处理住房申请，以帮助受害者获得安全的住所，进行居家抗
疫。。

•

公园设施仍然关闭：随着天气渐暖，请依照圣克拉拉县卫生官员的法令，记住公园的球
场、运动场、游乐场设施和运动器材仍然关闭。 为保护公众健康并确保公园游客遵守关
闭公园设施的规定，圣何塞市对未遵守公园规则及进入禁区的行为处以$100 至$500 的罚
款。 请致电 3-1-1 举报违规行为。 有关公园设施关闭和规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it.ly/prnscancellations。

•

申请联邦艺术基金的机会：国会通过广受欢迎的薪资保护计划（PPP）和 SBA 的紧急伤害
灾难贷款（EIDL）计划，为 CARES 法案增加了额外资金。Americans for the Arts 发布
了 CARES 法案联邦艺术资金机会表（CARES Act Table of Federal Arts Funding
Opportunities，以帮助指导非营利组织、商业艺术公司和个人艺术家获取援助的机会。

•

关于非传统小型企业资金选择方案的免费网络研讨会：您是否是正在努力通过传统融资渠
道获取营运资金的小型企业主？ 我们邀请受 COVID-19 影响的非营利组织、独立承包商和
独资企业等公司，于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3 点参加交互式虚拟研讨会，学习有关小型企
业的非传统资金选择。 该研讨会由圣何塞市举办，合作伙伴有 BusinessOwnerSpace.com
、 Opportunity Fund、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LISC) Bay Area 等。
请访问 Zoom 注册。 观看以前的活动请访问 www.sjeconomy.com/why-san-jose/covid-19guidance。

•

街道清扫工作仍在进行：街道清扫工作仍在圣何塞市进行，以防止细碎垃圾进入溪流、河
流和海湾。 尽管目前停车执法已暂停，但我们敦促公众在规定时间内将车辆移开，以便
清扫车工作。 预定清扫的日期和时间请查看 sjenvironment.org/lookup。

•

SoFA 音乐节——SIP 版：适应日新月异的 SoFA 街头展会依然保持活力。 实际上，今年四
月的 SoFA 街头展会将以虚拟模式走进你的客厅, 到你的沙发上。 即使有了强制性的就地
避难令，社区也仍然有机会聚在一起庆祝。 本地的 SoFA 街头展会将于 4 月 26 日星期日
下午 2 点到 9 点，有史以来第一次现场直播 SoFA 音乐节。 查看日程安排请访问：
sofamusicfest2020.sched.com。 更多信息请访问 sofamusicfestival.com。

•

本地艺术在线表演和资源：常驻圣克拉拉县的艺术组织 MACLA 在就地避难令期间向社区提
供免费的访问资源。 MACLA 的 Stories from La Sala 提供了一系列在线表演、电子媒体
会议，艺术家讲座和教育研讨会。 他们每周制作三次新内容，归档过去的内容，并为当
地艺术家的工作付费，以保持经济的运转。 更多信息请访问 maclaarte.org/storiesfrom-la-sala/。 MACLA 艺术组织也接受捐款。

•

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公告（PSA）：美国伊斯兰教关系理事会旧金山湾区办公室执行主任
Zahra Billoo，和新美洲拉丁裔联合会（LUNA）执行主任 Chava Bustamante，分享了在这
个关键时期居留家中并遵守县公共卫生局的指导方针的重要性。 请在圣何塞市 YouTube
频道观看视频：Zahra Billoo 和 Chava Bustamante。

•

COVID-19 无家可归者响应措施情况更新：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圣克拉拉县、圣何塞市和
合作伙伴 Continuum of Care 一直在共同努力解决本地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
影响的无家可归者的需求。截至 4 月 23 日，已有 597 名无家可归者与适当的集合式或非
集合式庇护所建立了联系。这些转介和安排已安置了每一位已知的 COVID-19 测试呈阳性

的无家可归者。我们已将一些人从集合式庇护所转移到非集合式庇护所，并且我们继续优
先考虑为那些 COVID-19 以测试呈阳性，或已经感染或正在接受 COVID-19 检测的无家可归
者，和/或由于年龄或潜在的健康状况而处于更大的疾病或死亡风险中的人安排非集合式
庇护所。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县和市已极大扩展了其临时避难所的收容量——临时避难所
总计增加了 1,245 个单位/床位。这包括：
o 575 间汽车旅馆/酒店客房分布在 6 个城市（Gilroy, Milpitas, Morgan Hill,
San Jose, Santa Clara and Sunnyvale）10 个地点；和
o
为 COVID-19 阳性患者提供 250 张床位位于圣克拉拉会议中心外的休息中心； 和
o 420 个临时床位位于圣克拉拉县的 Gateway Pavilion，圣何塞市中心的 Parkside
Hall 和 South Hall，以及 Camden 社区中心的家庭庇护所。
数以百计的更多房间/床位正在筹划中，包括努力增加数百个额外的酒店/汽车旅馆房间，
并为圣何塞市从州政府接收百余辆拖车的使用做准备。 圣何塞市还启动了计划以加快开
发更多的过渡房屋社区（Bridge Housing Communities），这些社区将在此次危机期间用
作应急房屋。 这些房间中的第一批预计将在 6 月下旬完成。
现有的 10 个避难所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持续运营，四个季节性的避难所将至少继续运
营至 5 月 3 日。
本市、县和合作伙伴也对住在营地的无家可归者立即采取了行动。 这里列出了在这场危
机期间协助营地居民的活动的摘要：
o
o
o
o
o
o
o
o

暂停减少无家可归者的营地，以避免使人们无意中造成感染 COVID-19 的更大风
险；
在大型无家可归者营地放置卫生设备，如洗手站和临时厕所，以帮助减缓 COVID19 的传播；
安排在大型无家可归者营地收集垃圾，以帮助维持卫生条件；
向收容所、街道和营地中的无家可归者提供多种语言的信息，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
保护自己免受 COVID-19 侵害；
与县公共卫生局和 VHHP 合作，排查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无家可归者是否应该就地
隔离或医学隔离；
县紧急行动中心提供了 200 个太阳能电话充电器，由街道外展团队、志愿者和非营
利组织帮助分发；
Destination Home 为帐篷、防水布和其他用品提供了资金，以帮助居住在营地中
的人们实现社交隔离；
WeHope 项目与圣何塞市合作推出了“Hope Health Mobile”项目。新的移动式休
息站与“Dignity on Wheels”淋浴器和洗衣房拖车一起旅行，可提供 WiFi、充电
站、病案管理，并有斯坦福的医生在线回答有关 COVID-19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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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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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