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88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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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日期/時間： 2020 年 5 月 5 日 ，下午 5 點
有關聖荷西市城市服務和/或營運的更新
•

關於暫停增加租金的網絡研討會：住房部將於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舉行有關
暫停增加租金的網絡研討會。您可以通過點擊 sanjoseca.zoom.us/j/98002042658
參加該網絡研討會。您也可以撥打電話（877）853-5257 參加會議；網絡研討會的
ID 是 980 0204 2658。

•

歷史地標委員會（Historic Landmarks Commission）：歷史地標委員會會議定於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6:30 舉行。將通過 Zoom 電話會議形式舉行，向公眾開放並
允許公眾評論。請使用這個鏈接 sanjoseca.zoom.us/j/92778081346。有關如何通過
移動設備或電話參加會議，以及如何提交評論的說明，請參閱會議議程的第 2 頁。請
在 bit.ly/2L2Qdaj 中查找議程。

•

規劃主管的聽證會：規劃主管聽證會定於 5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舉行，聽證會將
使用 Zoom 電話會議，向公眾開放並允許公眾發表意見。請使用 Zoom 鏈接

sanjoseca.zoom.us/j/95096537302。有關如何通過移動設備或電話參加以及如何提
交評論的說明，請參閱會議議程的第 2 頁。請在 bit.ly/35A3O2e 中查找議程。

•

公共服務公告（PSA）：來自山谷醫療中心基金會（Valley Medical Center Foundation）的
Chris Wilder 分享了通過訪問 SiliconValleyStrong.org 你怎樣可以做更多來支持社區的工
作。請在聖荷西市的 YouTube 頻道上觀看視頻：Chris Wilder。

•

#GivingTuesdayNow——全球團結與奉獻日：5 月 5 日是#GivingTuesdayNow 全
球奉獻與團結日，以緊急響應因 COVID-19 造成的空前需求。當我們都在經歷疫病大
流行的許多負面影響的時候，慷慨大方的精神使我們有機會讓社區團結在一起。使我
們有能力正面地改變他人的生活。如果您有能力捐款，請立即直接捐贈給您最喜歡的
非牟利組織或硅谷自强基金 (Silicon Valley Strong Fund)。

來自聖克拉拉縣的更新:
•

東聖荷西東區添加了新的社區測試站點：聖克拉拉縣與 OptumServe 合作，在聖荷西
東區的 James Lick 高中增加了一個新的 COVID-19 測試站點。現場測試只接受預
約。需要預約的個人可以致電 888-634-1123 或訪問 lhi.care/covidtesting。篩选和
測試標準基於加州準則，可能會更新這個標準以反映最新準則。該網站的開放時間為
周一至週五的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每天最多可為 132 個人提供服務。健康服務公司
OptumServe 正在與加州合作，以增加對加州服務不足社區的測試。有關聖克拉拉縣
測試的詳細信息，請訪問我縣的新在線資源，網址為
www.sccgov.org/cv19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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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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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日期/时间:

2020 年 5 月 5 日，下午 5 点

有关圣何塞城市服务和/或运营的最新信息
•

关于暂停加租的网络研讨会：房屋署将于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4 点举办一个关于暂停
加租的 Webinar 网络研讨会。您参加网络研讨会可以通过点击
sanjoseca.zoom.us/j/98002042658。也可以通过电话拨打(877) 853-5257；Webinar 网
络研讨会 ID 980 0204 2658。

•

历史地标委员会（Historic Landmarks Commission）：历史地标委员会的会议定于 5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6 点 30 分举行，会议将使用 Zoom 电话会议，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公众
发表意见。请使用 Zoom 链接 sanjoseca.zoom.us/j/92778081346。关于如何通过移动设
备或电话参与会议以及如何提交意见的说明，请参见会议议程第 2 页。请在
bit.ly/2L2Qdaj 网站上查找议程。

•

规划主管听证会：规划主管听证会定于 5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举行，听证会将使用
Zoom 电话会议，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公众发表意见。请使用 Zoom 链接

sanjoseca.zoom.us/j/95096537302。关于如何通过移动设备或电话参与会议以及如何提
交意见的说明，请参见会议议程第 2 页。可在 bit.ly/35A3O2e 上查找议程。

•

公共服务公告（PSA）：来自山谷医疗中心基金会（Valley Medical Center Foundation
）的 Chris Wilder 分享了通过访问 SiliconValleyStrong.org 你怎样可以做更多来支持
社区的工作。请在圣何塞市的 YouTube 频道上观看视频：Chris Wilder。

•

#GivingTuesdaysNow——全球团结和奉献日：5 月 5 日是#GivingTuesdayNow 全球奉献和
团结日，以紧急响应因 COVID-19 造成的空前需求。当我们都在经历着这场大流行病带来
的诸多负面影响的时候，慷慨解囊使我们有机会作为一个群体走到一起。让我们有能力为
他人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 如果您有能力捐款，请直接捐赠给您喜爱的非营利组织或
硅谷自强基金（Silicon Valley Strong Fund）。

圣克拉拉县情况更新
•

在圣何塞东部增加了新的社区测试站点：圣克拉拉县与 OptumServe 合作，在圣何塞东部
的 James Lick 高中新增了一个新的 COVID-19 测试站点。需通过预约进行现场测试。个人
可拨打 888-634-1123 或访问 lhi.care/covidtesting 进行预约。筛查和测试标准是根据
加州的指导原则制定的，可能会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指导原则。该站点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上午 7 点至晚上 7 点，每天最多可服务 132 人。OptumServe 是一家健康服务企业，
正与州政府合作，在全加州服务不足的社区增加检测服务。有关圣克拉拉县进行检测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我县新的在线资源：www.sccgov.org/cv19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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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