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86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發布日期: 05/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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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階段開放公園便利設施：新的縣和州令允許某些公園便利設施按照新的協議重新開
放。聖荷西關閉了 1,000 多個設施，這些設施將分階段重新開放。從 5 月 9 日這個週
末開始，以下設施將開始開放：匹克球、地擲球和網球場；飛碟高爾夫場、滑板場；
和拋馬蹄鐵運動場等。那些選擇使用新開放的娛樂設施的人將需要遵守縣的所有規
定，其中包括不共享娛樂設備，而僅與家庭成員一起使用這些設施。其他設施保持關
閉。違反者可能會處以 100 美元以上的罰款。有關公園和設施關閉的最新列表，請訪
問 bit.ly/prnscancellations。

•

高爾夫球場開放：根據新的縣和州令和指南，聖荷西的三個高爾夫球場將於 5 月 5 日
（星期二）開放。Los Lagos、 Rancho del Pueblo 和 San Jose Municipal 球場經營
者必須遵守該縣的協議，安全地開放和管理球場。新的縣令允許某些公園設施根據新

協議重新開放。這些高爾夫球場是公園康樂和鄰里服務部開放的 1,000 多個設施中的
第一批。
•

關於聖荷西企業遮蓋口鼻要求的海報使用三種語言發布：本市緊急行動中心提供可打
印的海報，供重要企業展示。它以英語、西班牙語和越南語傳達了本縣向客戶和僱員
提出的面部遮蓋口鼻要求以及其他保持身體距離要求。點擊這裡下載海報。

•

聖荷西的 High Road Kitchens 計劃：本週，加州勞工部長宣布了將直接幫助受
COVID-19 影響的餐館的計劃。聖荷西市與 OneFairWage 共同發起了聖荷西的 High
Road Kitchens 計劃，該計劃不僅有助於為聖荷西的餐館工作者創造生活工資，而且
還將培訓餐館如何遵守與 COVID-19 相關的保持身體距離令。聖荷西的參與該計劃的
餐廳包括 SP2 和 LUNA Mexican Kitchen。這些餐廳是由 OneFairWage 招募的，必
須承諾致力於種族平等培訓並提供合理的工資。High Road Kitchens 計劃旨在為餐廳
廚師，包括廚師和管理人員，提供高薪的就業機會, 此計劃特別關注有色人種。 聖荷
西的 Work2future 計劃與蒙特雷和聖地亞哥的勞動力發展委員會一起，將與當地餐館
合作，為成年人提供在職培訓，並為青少年人提供工作經驗資助機會。

•

有 500 人參加了 work2future 的虛擬求職博覽會：4 月 29 日星期三，聖荷西的
work2future 和聖荷西城市學院舉辦了有史以來首次使用視頻會議技術的虛擬求職博
覽會。為時 7 小時的活動吸引了約 500 名求職者。每個小時都有不同的行業重點，例
如醫療保健、IT /技術、業務/財務、製造、建築和零售等。這次活動吸引了 38 位雇
主，包括 CVS Health、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Chase Bank、
Tech Mahindra 以及本市警察、消防和環境服務部門，他們介紹了他們的機構、當前
職位以及如何申請的信息。求職者通過聊天軟件和口頭問答與招聘經理進行了交流，
這有助於創造更令人投入的體驗。本市正在計劃舉辦其他活動，有關招聘雇主和職位
空缺的最新列表，請訪問 www.work2future.org。

來自加州的更新
•

放寬州限制：今天，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e 和加州公共衛生部主任 Sonia Angell
醫生宣布，本州將最早在本週末開始逐步進入其 COVID-19 應對措施的第二階段。本
州已達到或超過其先前宣布的所有關鍵指標，其中包括：
o

住院的穩定性：過去兩個星期，住院和重症監護病房（ICU）的住院率在全州
範圍內都是穩定的。

o

個人防護設備庫存：現有 1820 萬個手術口罩，580 萬個口罩和 720 萬副手
套，並在全州範圍內分發。已訂購了數億個外科和 N95 口罩。

o

醫療保健激增能力：全州範圍內開放了 14 家擁有超過 2,000 張床位的設施，
超過了常規醫療保健系統。 10,000 台呼吸機可供使用且未使用。

o

測試能力：已經超過了每天 25,000 個測試的目標，並且在全州開設了 84 個新
的測試站點，重點是測試郊區、城市和服務欠缺的社區。

o

追踪與患者有接觸者的能力得到擴展

o

已制定公共衛生指導

進入第二階段，我們將有謹慎而逐步的措施以擴大零售，增加路邊取貨以及相關的製
造和供應鏈。經修定標準後重開的地方包括書店、服裝店、花店、體育用品店等。目
前不包括辦公室（因為那些員工可以遠程辦公），就座用餐的餐廳和購物中心。允許
地方社區遵守自己的、更嚴格的指南。當前的聖克拉拉縣衛生令取代了大部分修訂後
的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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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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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发布时间： 2020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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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阶段开放公园设施：新的县和州的法令允许一些公园设施按新制定的协议重新开放。圣
何塞市关闭了 1000 多个设施，这些设施将分阶段重新开放。从 5 月 9 日的这个周末开
始，以下设施将开始开放：匹克球（pickleball）、地掷球（bocce ball）、网球场、飞
盘高尔夫（disc golf）、轮滑公园和掷马蹄铁（horseshoes）等。选择使用新开放的娱
乐设施的人需要遵守本县的所有标准，包括不与他人共用娱乐设备和只与家庭成员一起使
用这些设施。其他娱乐设施仍然关闭。违者将被处以 100 美元或以上的罚款。如需了解最
新的公园和设施关闭名单，请访问 bit.ly/prnscancellations。

•

开放高尔夫球场：根据新的县和州的法令和指导，圣荷西的三个高尔夫球场将于 5 月 5 日
星期二开放。Los Lagos、 Rancho del Pueblo 和 San Jose Municipal 球场经营者必须
遵守县里的规定以使球场开放并运营。新的县令允许一些公园设施在新的协议下重新开
放。这些高尔夫球场是公园康乐和社区服务署 1000 多个设施中第一批开放的球场。

•

圣何塞市企业发布关于遮挡口鼻的三语海报：圣何塞市紧急行动中心已制作了一份可打印
的海报，供必要行业的企业用以展示。海报用英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传达了县里对客户
和员工的新的遮挡口鼻以及其他保持物理距离的要求。请在此处下载海报。

•

圣何塞的 High Road Kitchens 计划：加州劳工部部长本周宣布了将直接帮助餐馆应对
COVID-19 限制的计划。圣何塞市与 OneFairWage 共同推出了 High Road Kitchens 计划，
该计划不仅帮助圣何塞市的餐馆创造赖以生存的工资，还将对餐馆进行遵守 COVID-19 相
关的保持物理距离令的培训。圣何塞市参与该计划的餐厅是 SP2 和 LUNA Mexican
Kitchen。这些餐厅由 OneFairWage 招募，且必须承诺接受种族平等培训，并提供公平的
工资。High Road Kitchens 倡议旨在促进餐厅工人的高工资就业机会，包括厨师和管理
层。圣何塞的 work2future 计划与蒙特利和圣地亚哥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一起，将与当地
餐馆合作，为成年人提供在职培训，并为青少年提供工作经验和资助机会。

•

500 人参加 work2future 的虚拟招聘会：圣何塞的 work2future 组织和圣何塞城市学院于
4 月 29 日（星期三）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视频会议技术举办虚拟招聘会。此次活动历时 7
个小时，吸引了约 500 名求职者前来参加。每个小时的招聘会以不同行业为特色，如医
疗、IT/技术、商业/金融、制造、建筑和零售等。此次活动共有 38 家雇主参加，包括
CVS Health、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Chase Bank、Tech Mahindra
和市内的警察、消防和环境服务部门，他们介绍了他们的机构、当前的职位空缺以及如何
申请。求职者通过聊天和口头问答的方式与招聘经理进行交流，这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参与
经验。我市正在计划举办更多的活动，目前的招聘雇主和职位空缺名单可在
www.work2future.org 上找到。

加州情况更新:
•

放宽州政府的限制：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和加州公共卫生局局长 Sonia Angell 博士今
日宣布，我州最早将于本周末开始逐步进入 COVID-19 应对措施的第二阶段。我州已经达
到或超过了之前宣布的所有关键指标，其中包括：
o 住院治疗的稳定性：在过去两周里，全州的住院和重症监护室（ICU）入院人数都
保持稳定。
o

个人防护装备库存：目前库存有 1820 万个外科手术口罩、580 万个面罩和 720 万
个手套，并将在全州范围内分发。已订购数亿个外科口罩和 N95 口罩。

o

医疗机构外科手术量：全州开放 14 个医疗机构拥有超过 2000 张床位，超过常规医
疗机构保障。1 万台呼吸机可供使用且未使用。

o

检验能力：已超额完成每天 2.5 万份检测的目标，全州新开了 84 个检测点，重点
对农村、城市和服务不足的社区进行检测。

o

扩大了合同追踪效能

o

制定了公共卫生指导

这种谨慎和逐步进入第二阶段的做法包括通过增加路边取货扩大零售业，以及扩大相关的
制造和供应链。经过改造后可以开业的例子包括书店、服装店、花店和体育用品商店等。
目前还不包括办公室（因为这些员工可以远程办公）、就座用餐的餐厅和购物中心。当地

社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更严格的准则。目前圣克拉拉县的卫生令取代了大部分州政府修
订后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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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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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