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plified Chinese 

COVID-19信息 
与您和家人有关的信息 

与患者有关的信息 

关于企业和行业的信息 

针对旅客和航班的信息 

居家令信息 

社区资源：如何获得帮助 

 

现有免费的公众 COVID-19检测  

您有无出现 COVID-19的症状？点击下方按钮，利用此在线评估为您或爱人提前注册检测。安排当

地 Austin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的免费、免下车 COVID-19检测。  

点击自我评估按钮开始注册 

• 回答一些问题，来评估您是否符合检测资格。通过症状和个人风险因素来决定您是否符合

资格。 

• 如果您符合资格，您可以注册预约免下车检测点的检测。 

• 您将会收到预约确认信息。按照预约接受 COVID-19检测。3-4天内可在网上获取检测结

果。 

通过以下链接访问仪表板桌面版和仪表板移动版。  

仪表板上的数据将于每天下午 5:45-6:00更新。 

如有疑问，请致电 3-1-13-1-1（512-974-2000)或填写此表格。 

要查看 Texas州的病例人数，请访问 Texas州卫生服务部。 

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是一种流行于美国某些地区的人传人的呼吸疾病。与 COVID-19

确诊病例亲密接触的人感染 COVID-19的风险会更高，如医疗保健工作者或家庭成员。而且，在

COVID-19肆虐的地区居住或近期旅行过的人感染的风险也更高。 

病毒主要是在两名亲密接触者之间（不足 6英呎）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飞沫传播

的。触碰带有 COVID-19病毒的表面或物体后，再触摸自己的口鼻眼，也有可能被感染，但这并不

被认为是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 

Austin公共卫生部回应 

Austin公共卫生部与 Texas州卫生服务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地方和区域公共卫生与保健机

构合作，密切监测迅速变化的局势。Austin公共卫生部制定了一个五阶段计划来协调 COVID-19响

应活动。 

• 第 1阶段：受监测人员 

• 第 2阶段：接受医学观察者（检测进行中） 

• 第 3阶段：确诊病例（无人传人） 

https://arcg.is/0X4aWG
https://arcg.is/1nfD1b
https://austin-csrprodcwi.motorolasolutions.com/ServiceRequest.mvc/SRIntakeStep3?guid=a7dd683ca577446d93c7accad7ff2928
https://www.dshs.texas.gov/news/updates.shtm#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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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阶段：有限人传人（密切接触/家庭接触） 

• 第 5阶段：社区中持续人传人 

社区传播意味着某个地区的人已经感染了这种病毒，包括那些感染管道或感染地点未知的感染

者。 

Austin公共卫生部还启动了我们的部门行动中心，以加强回应协调，为从国外返回 Austin/Travis

县的居民提供症状监测服务，并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企业、学校和公众提供预防信息。此外，

Austin-Travis县应急行动中心(ATCEOC)已启动。 

病例群 

Austin公共卫生部将在一个地点存在三例或以上 COVID-19病例的情况定义为病例群。 

截至 4月 26日，Austin公共卫生部正在 Austin-Travis县长期护理机构中积极调查 12个病例群。

以下病例群所在地点被 35号州际公路和科罗拉多河分为数个区域。数字每周更新。 

• 西北——5个病例群 

• 东北——0个病例群 

• 西南——6个病例群 

• 东南——1个病例群 

专家咨询小组 

一支专家咨询小组也已成立，这个小组由来自社区的十几位医生组成，囊括了传染病、儿科、急

诊医学和内科医学领域的专家，以及来自高等学府和公立学校的医生。该小组正在就公众聚集的

缓解和预防策略制定相关的建议和指导。 

Austin市设施关闭/Texas州豁免 

Austin市的许多设施已经关闭（PDF）。本列表将随其他设施关闭或重新开放而更新。 

Texas州长已公布了《Texas人互助：开放 Texas州长报告》，并已发布了多项豁免令，以帮助降

低 COVID-19带来的影响。州长办公室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本州岛现有豁免的资源和信息。 

控制令与急救条例 

已引入多项控制令与急救条例以授权采取特别行动，减缓 COVID-19的传播，降低其影响。 

目前的命令 

最新版针对长期护理机构和/或疗养院的控制措施令 - 2020年 4月 20日 

居家工作安全令（Austin）- 2020年 4月 13日 

居家工作安全令（Travis县）- 2020年 4月 13日 

公众聚集与重要基础设施控制令（Austin）− 2020年 3月 21日  

公众聚集与重要基础设施控制令（Travis县）− 2020年 3月 21日  

酒吧、餐厅与聚集控制令（Austin）- 2020年 3月 20日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COVID19%20Control%20orders%20long%20term%20care%20facilities%204-22-2020.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ument_96DEBEEC-E581-05E0-8A3D444404948A84.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Travis%20County%20-%20Stay%20Home-Work%20Safe%20Order%20-%2004-13-2020.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COA_PUBLIC-%23337770-v2-Order_No__20200321-006_-_Notice_relating_to_Social_Gatherings_of_More_than_10_Peopl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Travis%20County%203-20-2020%20-%20County%20Order%20Gathering%20of%2010%20or%20greater%20-%20No%202020-04.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COA%20Order%2020%20Mar%2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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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餐厅与聚集控制令（Travis县）- 2020年 3月 20日 

COVID-19准备与缓解行政令（Texas）− 2020年 3月 19日 

酒吧与餐厅控制令（Austin）− 2020年 3月 17日 

医疗设施控制措施令（Austin）− 2020年 3月 13日 

关于批准宣布当地灾难的决议（Austin）− 2020年 3月 12日 

最新新闻 

Austin-Travis县全境 COVID-19检测能力持续扩大 - 2020年 4月 27日 

Austin在线公众检测报名表现已上线 - 2020年 4月 23日 

Austin市为受 COVID-19影响的小企业设立了紧急援助贷款项目 - 2020年 4月 22日 

Austin公共卫生部宣布公共服务机构将发放紧急状态救济资金 - 2020年 4月 21日 

针对疗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的最新控制令发布 - 2020年 4月 20日 

公布病例群信息，加大抗击 COVID-19力度 - 2020年 4月 19日 

Austin-Travis县发布 COVID-19 工作检测报名表 - 2020年 4月 17日 

为无家可归人员分发食物工作启动 - 2020年 4月 16日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TCO%20Order%2020%20March%202020.pdf
https://gov.texas.gov/uploads/files/press/EO-GA_08_COVID-19_preparedness_and_mitigation_FINAL_03-19-2020_1.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Order%20-%20Prohibition%20of%20Community%20Gatherings%20of%2010%20persons%20or%20more%20and%20closure%20of%20restaurants%20and%20bars%203.17.2020.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COVID19%20Control%20orders%20FSERs%20hospitals%20and%20urgent%20car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Health/COA_PUBLIC-%23337646-v1-20200312-074__Resolution.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covid-19-testing-capabilities-continue-expand-throughout-austin-travis-county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online-austin-public-testing-enrollment-form-now-live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city-austin-launches-emergency-assistance-loan-program-small-businesses-impacted-covid-19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austin-public-health-announces-social-service-agencies-distribute-rise-funds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updated-control-order-issued-nursing-homes-and-long-term-care-facilities
https://www.austintexas.gov/news/cluster-information-released-strengthen-fight-against-covid-19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austin-travis-county-announcing-covid-19-public-testing-enrollment-form
http://www.austintexas.gov/news/food-distribution-launched-people-experiencing-hom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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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和家人有关的信息 

症状与检测 

现有免费的公众 COVID-19检测  

您有无出现 COVID-19的症状？利用此在线评估为您或爱人提前注册检测。安排当地 Austin公共

卫生部门提供的免费、免下车 COVID-19检测。  

关于 Austin公众检测报名表的其他信息可参阅“如果您患病”页面。 

面罩 

大部分感染 COVID-19病毒的人都没有症状。因为被感染的人在出现症状前可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因此在家或居住地以外遮住口鼻有助于预防 COVID-19的传播。这也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和 Austin-Travis县卫生部门的发现一致。  

佩戴面罩后，仍要保持 6英呎的社交距离并洗手，因为这些仍是减缓病毒传播的重要举措。医疗

级口罩（N95）和外科口罩应留下供医疗专业人士与急救人员使用。 

本关于面罩的可打印宣传单张提供英语（PDF）、西语（PDF）、简体中文（PDF）、繁体中文

（PDF）、越南语（PDF）、韩语（PDF）、缅甸语（PDF）、乌尔都语（PDF）和阿拉伯语

（PDF）的版本。 

要求 

当以下情况时，所有十岁以上人士都应佩戴能遮住口鼻的某种面罩，如自制口罩、围巾、头巾或

手帕：   

• 进入或处于任何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物 

• 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或拼车   

• 加油  

• 在家之外无法持续保持 6英呎以上社交距离时  

以下情况无需佩戴面罩： 

• 自己驾车 

• 独自呆在独立的空间 

• 只与家庭或居所其他人员接触时  

• 佩戴面罩会造成较大的精神或生理健康、安全风险时，例如呼吸困难、失去知觉、无行为

能力或在没有帮助下无法取下面罩的任何人群。 

• 进食 

10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或和监护人在居所外应负责妥善为孩子遮面。 

提示 

布料面罩应符合以下特点： 

• 舒适地紧贴在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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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挂耳环或绑带固定 

• 含有多层织物 

• 不影响呼吸 

• 能够被清洗和机器烘干，而不会损坏或变形 

教程 

下面提供三种口罩样式： 

快速剪出 T恤衫无缝线面罩 

所需材料：T恤衫、剪刀 

 

 

头巾无缝线面罩 

所需材料：头巾（或方布）、咖啡滤纸、橡皮筋（或发带）、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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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缝线面罩 

材料：两块 10”x6”矩形的棉织物、两个 6”松紧带（或橡皮筋、细绳、布条或发带）、针和线（或

发夹）、剪刀、缝纫机 

 

 

常问问题 

问：为什么需要戴布面罩？什么时候应该戴？ 

答：大部分感染 COVID-19病毒的人都没有症状。因为被感染的人在出现症状前可将病毒传染给他

人，因此在家或居住地以外遮住口鼻有助于预防 COVID-19的传播。这也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和 Austin-Travis县卫生部门的发现一致。  

当以下情况时，所有十岁以上人士都应佩戴能遮住口鼻的某种面罩，如自制口罩、围巾、头巾或

手帕：   

• 进入或处于任何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物 

• 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或拼车   

• 加油  

• 在家之外无法持续保持 6英呎以上社交距离时  

10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或和监护人在居所外应负责妥善为孩子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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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谁不应该戴布面罩？ 

答：2岁以下的幼童；呼吸困难、失去知觉、无行为能力或在没有帮助下无法取下面罩的任何

人，均不应该佩戴布面罩。 

问：如果戴着布面罩，我是否仍需要与人保持至少 6英尺的距离？ 

答：是的。戴布面罩是人们为减少 COVID-19的传播而应采取的额外公共卫生措施。出门在外时，

您仍然应该与其他人保持至少 6英尺的距离（人身距离），并经常洗手和采取其他日常预防措

施。布面罩的目的不是保护穿戴者，而是防止病毒被穿戴者传播给他人。 

问：应佩戴哪种类型的布面罩？ 

答：布面罩可以用家用品制成，也可以用廉价的普通材料在家中制作，例如头巾、洗碗巾、旧 T

恤和围巾。外科口罩和 N95呼吸设备供不应求，应留给医护人员或其他急救人员使用。 

问：是否应定期清洗或以其他方式清洁布面罩？ 

答：是的。应根据使用频率进行常规清洗。 

问：如何安全消毒/清洁布面罩？ 

答：洗衣机就足以正确清洗面罩。遵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南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了解呼吸

设备的去污和再利用。  

问：如何安全取下用过的布面罩？ 

答：在取下面罩时应注意不要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并应在取下后立即洗手。 

问：如果我没有面罩应该怎么办？ 

答：教程部分有详细步骤，可以协助您自制面罩。 

问：如果在公共场所没有佩戴面罩会怎么样？ 

答：我们希望所有社区成员都能自愿佩戴面罩。当进行必要活动时应佩戴面罩。如有必要，

Austin警察局将强制执行此命令。 

问：我能否举报没有佩戴面罩的人？ 

答：实施这项命令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人的责任心和社区的努力，让人们在进行必要活动时佩戴面

罩。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教育，以自觉遵守这项命令。您可以拨打 311或提交举报信息来举报违反

佩戴面罩命令的人。如有必要，Austin警察局将强制执行此命令，违反者可能会被法院传唤。违

反此命令者将被视为轻罪，须被处以不超过 1.000美元的罚款或不超过 180天的监禁。 

问：如果我们没有佩戴面罩，会被警察拦住吗？  

答：我们依靠社区的努力来让人们遵守佩戴面罩命令。Austin警察局要求社区人员在进行必要活

动时佩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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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育和学校 

问：儿童保育机构是否受此命令的影响？ 

答：对于那些不可或缺企业、不可或缺的政府职能部门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员工，他们所接受服务

的儿童保育机构可以继续营业。儿童保育机构必须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保证 10人或 10人以下的

原班成员团体不与外界接触，保证相同团体内的儿童不发生变化，不更换保育人员，而且儿童不

得从一个小组更换到另一个小组。  

在业务关系方面存在问题的儿童保育机构请查看信息业务与行业页面。 

问：学校要停课吗？ 

答：根据“居家工作安全令”，促进远程学习的教育机构被视为不可或缺企业。关于学校的更多信

息，可查看本区网站： 

K-12学区 大学/学院 

• Austin ISD  
• Eanes ISD  
• Lake Travis ISD  
• Lago Vista ISD  
• Leander ISD  
• Del Valle ISD  
• Manor ISD  
• Pflugerville ISD  
• Elgin ISD  
• Coupland ISD  
• Round Rock ISD  
• Marble Falls ISD  
• Johnson City ISD  
• Dripping Springs ISD  
• Hays Consolidated ISD  

• Texas大学  

• St. Edwards大学   

• Huston-Tillotson大学  

• Concorida大学  

• Austin社区学院 

 

 

其他资源 

• Austin市 - “居家令信息”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保护您的家人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儿童与 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地点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与孩子讲讲 COVID-19 

•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关于高等教育院校的指南 

预防 

问：如果患上了流感和 COVID-19等疾病，有哪些措施有助于预防疾病传播？ 

答：Austin公共卫生部制定了防止病人传播给其他人的指南。  

https://www.austinisd.org/student-health/coronavirus
https://www.eanesisd.net/coronavirus
https://www.ltisdschools.org/Page/3868
http://www.lagovistaisd.net/page/schoolnurse-Home
http://support.leanderisd.org/support/covid-19/
https://www.dvisd.net/coronavirus/
https://www.manorisd.net/Page/5291
http://www.pfisd.net/site/Default.aspx?PageID=7656
https://www.elginisd.net/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4&ModuleInstanceID=86&ViewID=6446EE88-D30C-497E-9316-3F8874B3E108&RenderLoc=0&FlexDataID=5439&PageID=1
https://www.couplandisd.org/
https://roundrockisd.org/coronavirus/
https://www.marblefallsisd.org/site/default.aspx?PageType=3&ModuleInstanceID=203&ViewID=ed695a1c-ef13-4546-b4eb-4fefcdd4f389&RenderLoc=0&FlexDataID=9089&PageID=1&Comments=true
https://www.jc.txed.net/
https://www.dsisdtx.us/
https://www.hayscisd.net/
https://www.utexas.edu/
https://www.stedwards.edu/
https://htu.edu/
https://www.concordia.edu/
https://www.austincc.edu/
http://www.austintexas.gov/article/stay-home-work-safe-order-information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index.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prepare%2Fprotect-family.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children.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prepare%2Fchildre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talking-with-children.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community%2Fschools-childcare%2Ftalking-with-childre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colleges-universiti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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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要接受医疗护理外，请留在家中 

• 就诊前先致电  

• 监测您的症状  

• 与家中的其他人和动物隔离  

• 避免共享个人家居用品  

• 咳嗽和打喷嚏要遮挡   

• 勤洗手。  

• 每天清洁所有频繁接触的表面   

COVID-19的确诊患者应采取在家隔离的预防措施，直到有关部门认定二次传播给他人的风险较

低。 

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答：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保护自己：  

• 避免与生病的人密切接触。  

• 不要用未洗的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 勤洗手，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秒。如果没有肥皂和水，请使用酒精浓度至少为 60%的

酒精洗手液。 

问：什么是保持社交距离？ 

答：Austin市对保持社交距离的界定是：除了彼此偶然经过对方时，两个人需要将相互距离维持

和控制在六英尺以外，尽可能频繁地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 20秒或使用洗手液，咳嗽或打喷嚏

时需要遮挡（用袖子或肘部遮挡，而不是用手），经常擦拭接触次数较多的表面，不要用手接

触。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将保持社交距离定义为一项有助于避免流感大规模传播的有效策略。   

保持社交距离并非社交孤立。在身体上保持距离对于避免 COVID-19传播而言至关重要。 

问：您如何保持社交距离？ 

• 避免前往公共空间和不必要的社交聚集 

• 避免身体接触，如拥抱、握手和亲吻  

• 避免多人聚集   

• 尽可能居家办公   

• 非必要时不要使用公共运输   

• 与他人至少保持 6英呎的距离  

3月 24日，Austin市长通过了《居家工作安全令》，要求 Austin市民居家隔离。这并不是强制性

的封城，不可或缺活动和工作是被允许的。强烈建议离家人士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来控制新增病例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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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答：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这种病毒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人传人：   

• 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不足 6英呎）可以导致该病毒传播。  

• 该病毒可以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在空气中产生的飞沫传播。这些飞沫可能落入附近

的人的口鼻中，或者可能被吸入肺中。  

此时，保持社交距离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有人咳嗽，COVID-19这种传染性病毒就会通过空气被人

吸入体内。这种病毒还可能通过被污染的表面传播。 

问：在进行社交隔离时可以进行活动吗？ 

答：您仍然可以从事日常必要的活动，如外出遛狗、取药、离家购物、跑步、看病或通勤（如果

指定为不可或缺企业）。  

如果您需要外出，请与他人至少保持 6英尺的距离。成群的人跑步或步行不算保持社交距离。 

关于 COVID-19的常识 

问：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答：新型冠状病毒是指一种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的冠状病毒。COVID-19病毒与通常在人群间传播的

冠状病毒不同，它们会引起轻度疾病，如同普通感冒。 

问：在 Austin，我是否有患 COVID-19的风险？ 

答：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发生了人传人，因此目前 Texas州普通大众患上 COVID-19的

总体风险有所增加。  

Austin公共卫生部在 Austin-Travis县收到多例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病例。关于最新的病

例人数可参见首页的仪表板。如需了解 Texas州确诊病例数量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Texas州卫生

服务部。 

问：引起 COVID-19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答：病毒主要是在近距离接触（不足 6英呎）的人与人之间传播。该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但

可以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传播。这些飞沫可能落入附近的人的口鼻中，或者可能

被吸入肺中。人传人是指病毒感染者很有可能是因为接触熟人所感染（如配偶、室友、子女）。

Austin/Travis县有迹象证明此病毒可以通过人传人传播。 

问：什么是社区传播？ 

答：社区传播意味着某个地区的人已经感染了这种病毒，包括那些感染方式或感染地点未知的感

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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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有关的信息 

检测 

Austin公众检测报名表让人们无需咨询医生就可以完成在线 COVID-19检测评估。 

完成在线评估不能保证能被转到检测点检测。只有通过预约才能继续检测。只有通过 Austin公共

卫生部才能进行免费的报名、转诊和检测。Austin公共卫生部将优先检测出现严重症状的保健人

员、急救人员和高风险人群。 

只有通过预约并填写 Austin公众检测报名表才能进行免下车检测。 

可打印的报名表提供英语（PDF）和西语（PDF）版本。 

如何填写在线表格 

• 必须在 AustinTexas.gov/COVID19创建账号。 

• 表格会问一些问题来评定病人是否有接受检测的资格。可以为无法填写的人代填。信息受

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保护。 

• 如果被允许接受测试，将可以预约安排免下车检测的地点、日期和时间。病人只能待在车

上。 

• 在同一天病人将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短信收到带有二维码和说明的确认信息。检测时需

出示身份证或确认信息。 

• 如果病人不符合检测标准，他们将可在任何时间完成表格再次尝试（例如：如果症状在接

下来几天有变化）。 

• 3-4天内可在网上获取检测结果。 

除了安排检测和监测确诊阳性病例，Austin公共卫生部还会向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发送自动暴露史

调查问卷，这将有助于收集关于病毒传播（如前往和访问人流密集区域）的详细信息。Austin公

共卫生部工作人员还将跟踪阳性病例。 

此申请还将发送跟踪邮件或短信以登记每位居民的健康状况，以便如有必要可升级医疗保健措

施。 

免下车检测是怎样的 

• 当病人抵达免下车检测点，他们必须待在车上。 

• 病人必须通过汽车车窗向技术人员出示确认二维码和任何形式的身份证。 

• 检测点的技术人员随后将告知病人接下来的检测步骤。 

• 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将花费约 10分钟。 

• 结果将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发送给被检测人，或者他们可以在网上查看结果。病人可在 3-

4天内获得结果。 

• 如果病人 COVID-19检测为阳性，他们将会收到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信息，其中包含关于

如何减缓病毒额外的社区传播的说明，以及有关如何监测症状以决定是否需要其他医疗监

督的指南。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20Testing%20Enrollment%20Form%20Flyer_EN.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20Testing%20Enrollment%20Form%20Flyer_Spanish.pdf
http://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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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问题 

问：如何开始在线评估？ 

答：您需要创建账号，点击‘进行在线评估’。按照以下说明完成您的表格。此外，根据健康保险便

利和责任法案要求，每个完成表格的人都必须用其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创建一个账号（包括儿

童）。未来还将可以创建家庭账号。 

问：如果我被准许进行检测，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被允许接受测试，报名表将可以预约安排免下车检测的地点、日期和时间。您将收到带

有二维码的确认邮件。二维码将被用于在检测点登记。 

问：如果我不被准许进行检测，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您不符合检测标准，您将可在任何时间访问门户网站再次尝试（例如：如果您的症状在

接下来几天有变化）。 

问：我将如何获取结果？ 

答：一旦完成免下车检测，您将在 3-4天内获得结果。如果您 COVID-19检测为阳性，您将会收到

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信息，其中包含关于如何减缓病毒额外的社区传播的说明，以及有关如何监

测症状以决定是否需要其他医疗监督的指南。 

问：如果我没有计算机，该怎么办？ 

答：他人可以为无法填写的人代填。没有计算机或网络的人员可以拨打护理热线 512-972-5560，

获取帮助完成表格。 

问：如果我没有交通工具，该怎么办？ 

答：没有交通工具无法抵挡检测点的人员可以拨打护理热线 512-972-5560，以替代方式进行检

测。请注意抵达免下车检测点时，必须待在车上。如果步行、骑自行车、小型摩托车、摩托车抵

达检测点，检测会被重新安排。 

问：如果我没有身份证，该怎么办？ 

答：无法在检测点出示身份证的人员，可以出示二维码和确认电子邮件。 

症状 

症状及就医时间 

如果您有如下轻微症状，请使用 Austin公众检测报名表、致电您的主治医生或使用远程医疗服

务： 

• 发烧 

• 咳嗽 

• 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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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鼻涕 

• 嗅觉或味觉丧失 

• 喉咙痛、腹泻 

如果您有如下严重症状，请拨打 9-1-1或前往急诊室： 

• 呼吸困难、胸痛 

• 精神错乱 

• 发烧，而且对药物没有反应 

本求医信息提供英语（PDF）、西语（PDF）、简体中文（PDF）、繁体中文（PDF）、越南语

（PDF）、阿拉伯语（PDF）、乌尔都语（PDF）、缅甸语（PDF）和韩语（PDF）的可打印版本。 

严重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与流感相似，年龄超过 65岁和/或具有潜在健康问题（如心脏病、高血压、慢性肺病和糖尿病）

的人，因 COVID-19引起严重疾病和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Austin公共卫生部制定了面向老年人和有病患人士的指南。 

远程医疗服务 

医疗保健提供者鼓励所有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首先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或访问针对 COVID-19响应而

设立的网站。为了您的安全和方便起见，您可以利用远程医疗资源。  

在跟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预约时间或步入诊所、紧急护理中心或医院前，建议您直接与您的医师

办公室联系，因为他们可能会与您的提供者提供远端医疗预约，或者尝试下列类似服务。 

提供的远程医疗服务 

Baylor Scott & White 

访问他们的网站或在您的移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只需发送 BETTER至 88408即可在手机上收

到。无需预约。  

Ascension 

访问他们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序。使用代码 HOME每次访问可抵 20美元使用，无需预约。 

MDLive 

访问他们的网站即可注册免费账号。 

TelaDoc 

访问他们的网站设置账号或下载应用程序。访问 Teladoc的费用取决于您的健康计划，每日护理

费用不到 49美元。 

HeyDoc 

访问他们的网站下载应用程序。患者访问 HeyDoc的费用为 10美元至 50美元。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_Spanish%20(002).png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20(1)_Simplified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20(1)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20(1)_Vietnam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20(1)_Vietnam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20(1)_AR.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_Urdu_Final.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_Burmese_Final.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eking_Care_COVID19_flowchart_Korean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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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ero Health 

浏览他们的网站，与重症医师或行为健康专业人士安排咨询时间。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在家中

接受安全方便的咨询服务。 

Freeman Medical Clinic 

本地诊所将通过远程医疗接待新老患者。 

West Holistic Medicine 

访问他们的网站，注册一个账户。滑动收入范围，以确定 0-70美元的费用。 

Victory Med 

造访 www.victorymed.com，然后点按“进行预约”按钮或致电 512-462-3627进行预约。费用从 10-

50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是保险还是现金支付，患者可以安排 100美元的预约。也可以接受

Medicare，免费看诊。 

MD Box 

为支持当前的危机。MDBox携医疗保健提供者向所有人提供折扣远程医疗咨询。 

FetchMD 

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无需预约，无需保险。每天 FetchMD远程医疗就诊费用为 59美金。

通过医疗计划就诊费用更低。 

面向未投保人群的服务 

Austin公共卫生部的合作伙伴 CommUnityCare向未投保人群提供免费的 COVID-19健康服务。 

CommUnityCare热线 

出现 COVID-19症状且无保险和尚无确立的主治医师的居民可以拨打 CommUnityCare COVID-19热

线 512-978-8775寻求指导。这些医疗专业人士将接听电话并对来电者进行分类 - 特别针对无保险

者，以避免他们直接前往诊所、急救中心或急诊室。热线目前的开放时间为上午 8:00至下午

5:00。 

预防扩散的措施 

答：Austin公共卫生部制定了防止病人传播给其他人的指南（PDF）。 

还提供西班牙语（PDF）、越南语（PDF）、简体中文（PDF）、繁体中文（PDF）、韩语

（PDF）、乌尔都语（PDF）、缅甸语（PDF）和阿拉伯语（PDF）版本。 

• 除了要接受医疗护理外，请留在家中   

• 就诊前先致电   

• 监测您的症状 

• 与家中的其他人和动物隔离  

• 避免共享个人家居用品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2).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20Spanish.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_Vietnam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_Simplified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_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MW1059260_Fact%20Sheet%20V1_KO.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MW1059260_Fact%20Sheet%20V1_KO.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MW1059260_Fact%20Sheet%20V1_UR.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_my.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t%20Sheet%20V1_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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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和打喷嚏要遮挡  

• 勤洗手  

• 每天清洁所有频繁接触的表面 

COVID-19的确诊患者应采取在家隔离的预防措施，直到有关部门认定二次传播给他人的风险较

低。请与的雇主谈谈您的离岗时间。一些雇主可能允许您在家工作。如果需要，您可以将控制令

用作医嘱。 

返工标准 

如果您生病了后感觉好转，请在恢复为医护人员工作前按疾病控制中心的返工标准操作。如果您

要在家中康复并已经自我隔离，请遵循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有关如何解除自我隔离的指南。 

留在家里（隔离在家）的COVID-19患者可以在以下情况下停止居家隔离： 

如果没有接受测试以确定自己是否仍具有传染性，则可以在满足下面三个条件后离开住所： 

• 至少有72个小时没有发烧（也就是说，在没有使用退烧药物的情况下，整整三天没有发烧

） 

以及 

• 其他症状有所改善（例如，咳嗽或呼吸急促有所改善）， 

以及 

• 自症状首次出现以来，至少已经过去了7天。 

获得必需品 

隔离期间，您可能需要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百货和药品。Austin公共卫生部列举了一系列资

源提供帮助。 

食品/个人用品 

• HEB Curbside  

o 费用：首次使用者免费。服务免费或4.95美元 

• Walmart Pick-Up 

• Favor  

o 费用：送货收费为7.95美元，亲自购买收费为4.95美元 

• Instacart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return-to-work.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healthcare-facilities%2Fhcp-return-work.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care-for-someone.html
https://www.heb.com/static-page/heb-curbside-delivery
https://grocery.walmart.com/?pp=1
https://favordelivery.com/order-delivery/h-e-b-5/
https://www.instacart.com/h-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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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首次订购免送货费；订单超过35.00美元收3.99美元的送货费；订单不足35.0

0美元收7.99美元的送货费（他们还会根据每件产品的价格收取3%的费用、5%的服

务费和5%的司机小费） 

如果您无法开车，也没有朋友、家人或邻居帮您领取商品并送至您家，或是您需要帮忙购

买食品，请拨打512-972-6240。 

药品 

• Walgreens  

o 送货费：订单超过35美元免送货费 

• CVS  

o 送货费：鉴于COVID-19疫情，许多地方免送货费 

• HEB 

• Walmart  

o 费用：免费标准送达（5至7个工作日）；次日送达收费8美元；隔夜送达收

费15美元 

如果您的药房不提供送货服务，则确认一下他们有无行车取货点。您可以致电药房，询问

他们能否将您新购的商品送到别处，便于您一次性取走。 

情感支持 

您的情感需求至关重要，如果您感到担心或烦躁，我们会提供帮助。您可能感到焦虑和担心，感

到入睡困难，进食不足或过量，或是情绪悲伤沮丧。如有任何上述症状，请联络： 

• Integral Care24小时危机热线：512-472-HELP（4357) 

• 精神疾病国家联盟帮助热线：1-800-950-NAMI（6264)，或编辑短信 NAMI发送至 741741 

o 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至下午 6:00（东部时间） 

• 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1-800-273-8255 

如果您有其他顾虑或问题，希望病例管理人员跟进，请通知您的公共卫生监测中心。 

精神卫生 

Texas州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已启动全州 24/7全州精神卫生支持热线，以帮助因 COVID-19大流行而

感觉焦虑、压力或有情绪挑战的 Texas人。 

https://www.walgreens.com/topic/help/shipping_returns_FAQ.jsp
https://www.cvs.com/content/delivery/faq?icid=rxdelivery-tab-faq
https://www.heb.com/static-page/article-template/H-E-B-Pharmacy-Delivery-Service
https://www.walmart.com/cp/pharmacy/5431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if-you-are-sick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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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资源为所有Texas人提供与COVID-

19相关的精神卫生支持。人们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免费拨打全州COVID-

19精神卫生支持热线，电话是833-98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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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和行业的信息 
此处是 COVID-19疫情期间给予 Austin市企业与行业的信息，包括居家安全令；开放 Texas：全州

境内外带零售；定义；雇主、雇员和顾客指南等。  

阅读《Texas人互助：开放 Texas州长报告》 

居家工作安全令 

居家工作安全令于 2020年 3月 24日首次发布，已被延续至 2020年 5月 8日。该命令要求居民

居家隔离（涉及不可或缺活动和企业的情况除外），以此避免 COVID-19的传播。此外，命令要求

公众在进行必要的活动或工作时佩戴织物面罩。 

在此命令下，所有非不可或缺企业和运营必须停止。除了不可或缺企业和不可或缺政府职能部

门，Austin市内的所有企业或设施的运营必须停止其设施在该市的一切活动（最低基本运营除

外）。如果员工或合同工能够完全在自己的住所工作（比如居家办公），那么这样的企业也可以

继续运营。  

不可或缺企业必须遵守保持人身距离和面罩佩戴要求。 

开放 Texas：全州境内外带零售  

2020年 4月 24日（周五）起，Texas州发布命令称非必要的零售服务，但如可提供提货、邮件递

送、送货上门，则可重新开业。州长 Abbott发布的 Texas州命令为零售业的雇主、雇员和顾客提

供了指南 

执行和遵守 

这部分主要着眼于教育、自愿遵守和个人责任感，以阻止此病的蔓延。 

Austin市法规部门、消防部门和警察局会针对违反此命令的企业投诉给予答复。屡次违规者每次

最高可被处以 1000美元的罚款和 180天监禁，或二罚并处。 

Texas大学的最新建模资料显示了 COVID-19的感染率。Austin公共卫生部依赖于 Austin社区的自

觉遵守。 

关于企业、行业和工作类型的指南 

下列表格最大限度地对行业、企业类型和特别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个企业都需要确认自己基于所

提供的指南是否被视为不可或缺。Austin市并不会就个人企业在此期间应该开放还是关闭提供法

律建议。 

行业 根据延续至 2020年 5月 8日的居家工作安全令被许可情况 

会计人员/注

册会计师 

只有在居家办公或企业需要援助法定活动，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

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才允许开业。 

https://gov.texas.gov/uploads/files/organization/opentexas/OpenTexas-Report.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ument_96DEBEEC-E581-05E0-8A3D444404948A84.pdf
https://gov.texas.gov/uploads/files/press/EO-GA-16_Opening_Texas_COVID-19_FINAL_04-17-2020.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OpenedRetailGuidance%20-%20State%20of%20Texas.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OpenedRetailGuidance%20-%20State%20of%20Texas.pdf
https://covid-19.tacc.utexas.edu/proj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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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诊

所 
允许开业。 

动物收容所 允许开业。 

匿名/支持小

组（匿名酗

酒者、戒毒

无名会、其

他十二步项

目） 

允许开业。建议保持社交距离 

公寓维修 只允许处理需要立即检修的紧急状况 

电器维修和

零售 
只允许开展与居所安全、卫生、基本运营相关的业务 

建筑服务 
当关系到建设，在居家办公或企业需要援助法定活动，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

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允许开业。 

运动场（室

内和室外）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艺术工作室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美术用品供

应 
如旨在销售面罩材料，可开业 

礼堂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汽车经销商 允许开业。 

汽车服务提

供商和供货

商 

允许开业。 

酒吧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美容用品店 允许开业。 

自行车维修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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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公

司、研究机

构、医疗器

械公司和经

济发展实体 

允许开业。 

保龄球馆 关闭。允许外带食物服务。 

洗车行 有无接触自动设备，且需要为开展不可或缺业务的车辆服务时，允许开业 

CBD零售 除非业务取得了医疗运营资格，否则关闭 

慈善组织 允许开业。 

供水化学品

供货商 
允许开业。 

儿童保护服

务 
依据州命令。 

儿童保育或

日间托儿机

构 

如果提供的服务可以让免受命令约束的人员工作，则可以开业保育机构必须尽可

能遵守以下强制条件： 

1.儿童保育服务必须以 10人或 10人以下的稳定小组形式开展（“稳定”是指相同的

10名或 10名以下儿童每天都在同一小组中）。 

2.儿童不得从一个小组更换到另一个小组。 

3.如果一个机构要照顾多于一个小组的儿童，则每个小组的儿童都应分别待在不同

的房间。小组之间不能混在一起。 

4.儿童保育服务提供商应始终仅与一个小组的儿童待在一起。 

脊柱推拿诊

所 
允许开业。 

服装店 
只允许为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或为在不

可或缺领域工作的客户提供持续保证其安全和工作的必需服务。 

商业保洁 
只有在必须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

下，才允许开业。 

会议场所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商业建设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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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开业后

提供外带的

餐厅 

允许开业。 

便利店 允许开业。 

新建游乐场

所 
允许开业。 

美容行业

（沙龙/水疗/

理发店） 

关闭。 

美容学校 只可开展远程教学 

乡村俱乐部 关闭，但见高尔夫球场规定  

冷疗诊所 关闭。 

数据中心运

行机构 
允许开业。 

临时工 如为开展不可或缺业务所必须则允许 

机动车辆部

门 
依据州命令。 

宠物狗日托

和寄养机构 
如果属于医疗的范畴（兽医护理）则允许开业。 

上门销售 关闭。 

电器工程师 
当关系到建设，在居家办公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

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允许开业。 

电工 允许开业。 

工程师 
当关系到建设，在居家办公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

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允许开业。 

前往其他城

市/县通勤的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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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

雇员 

不可或缺政

府职能 

允许开业。包括所有宣誓过的警察局、消防部门和医疗急救人员、应急管理人员

和应急调度人员；所有的法院工作人员、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人员；所有的军队

工作人员；根据与国防部合同为其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企业（包括其转包商）的所

有工作人员；根据与州或联邦政府实体的合同，按照州或联邦法律需保持营业的

企业（包括其转包商）的所有工作人员；所有执法人员、住房和收容工作人员，

其他为免于命令约束的不可或缺业务或关键基础设施工作或提供支持的人员。此

命令不适用于联邦或州政府 

活动中心/场

馆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布料店 如旨在销售面罩材料，可开业 

家庭自有业

务 
以业务类型定，不取决于是家庭自有还是运营。 

快餐汽车餐

厅 
允许开业。 

金融服务行

业 

允许开业。包括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消费贷款机构、销售和金融贷款机构、信

用社、评估师、产权公司、发行债券的实体、保险公司、核保机构、经纪人以及

相关保险理赔和代理机构。 

消费喷淋制

造/安装 
允许开业。 

花店 关闭,包括递送服务。 

粮食种植/花

园 
允许开业。 

墓地服务提

供商 
允许开业。 

加油站、汽

车用品和汽

车维修厂商 

允许开业。 

游戏商店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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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场

（私人） 

有在线预订系统且实施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允许开业。如在Williamson县，查看县

限制令 

高尔夫球场

（公共，城

市所有） 

改进运营。浏览 www.austintexas.gov/parkclosures 

善意零售商

店和捐赠点 
关闭。 

杂货店 

允许开业。包括杂货店、超市、仓储式商店、农贸市场、食物银行、便利店、酒

铺和其他零售罐头食品、干货、新鲜水果和蔬菜、宠物用品、鲜肉、鱼和禽肉、

任何其他家庭消费品（如清洁和个人护理用品）的场所。这包括销售杂货也销售

非杂货产品，以及维护居所安全、卫生和基本运营所需产品的商店。杂货店必须

采取控制措施： 

要求顾客在商店门口和商店内排队时相互之间要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 

要求每个人使用购物车或在地板上放置记号。 

提高行车领取、路边领取或送货服务的使用和条件。 

限制或制约一次进入店内的客户的人数。 

尽可能减少员工人数，员工工作距离不得低于六（6）英尺。 

提供洗手条件、洗手液和纸巾。 

频繁清洁人们接触较多的表面区域，如工作台、门把手和扶手。 

枪支销售 根据州检察长的意见开放 

健身房 关闭。 

五金及用品

商店 
允许开业。 

医疗保健机

构 

允许开业。包括看护人员、医院和实验室、医院、诊所、牙医、药房、制药和生

物技术公司、其他医疗保健机构、医疗保健供货商、家庭医疗保健服务者、精神

健康服务者和相关零售或任何相关和/或辅助医疗保健服务。还包括兽医和所有其

他动物医疗保健和生命救治服务。不包括健身和锻炼场馆，或专营电子烟产品或

大麻制品的零售店。 

住宅建筑商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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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供

货商 

允许开业。宠物食品供货商店只能在经由兽医诊断动物所处情况需要的情况下才

能提高美容服务。  

宠物服务

（美容） 
如果属于经兽医诊断动物所处情况所需的辅助医疗服务，则可以提供。 

马蹄安装

（蹄铁匠） 
如果服务属于医疗的辅助措施，且医疗治疗所必须或经由兽医诊断，则可以提供 

酒店和汽车

旅馆（包括

短期租赁） 

允许开业。 

房屋保洁服

务 
只允许开展与居所安全、卫生、基本运营相关的业务 

暖通空调与

制冷 
允许开业。 

暖通空调工

程师 
允许开业。 

信息技术 允许开业。 

保险行业：

经纪人和代

理机构 

只允许居家办公。 

IT经理 允许开业。 

土地测量 
当关系到建设，在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

情况下，允许开业。  

景观美化

（商业） 
允许开业。 

景观美化

（住在） 
允许开业。  

律所 
只有在居家办公或企业需要援助法定活动，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

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才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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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养护服

务 
见景观美化 

洗衣服务 允许开业。 

生命支持培

训 

如果培训对于医疗保健运营很关键，是医疗人员所需或避免对医疗服务提供的影

响所必须，则可开业。不允许进行社区培训  

邮政/快递服

务 
允许开业。 

商场 关闭。 

制造（高效

滤网空气过

滤器） 

允许开业。 

制造（外科

口罩） 
允许开业。 

制造黑胶唱

片或音乐用

品 

关闭。 

制造/分销酒

水（酿酒厂

或工艺啤酒

酿造厂） 

允许开业。 

按摩院 关闭。 

媒体（新

闻） 
允许开业。 

会议大厅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移动宠物狗/

宠物美容 
如果属于经兽医诊断动物所处情况所需的服务，则可以提供 

搬家公司或

搬家服务提

供商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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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音乐工作室 关闭。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 

现场直播音

乐制作人 
只允许居家办公。 

保姆/家庭儿

童保育服务 
允许开业。 

夜店 关闭。 

新奇商店 只允许销售杂货。必须遵守关于杂货店的指南 

疗养院、养

老院和长期

护理机构 

允许开业，但是养老院或长期护理机构不允许访客，除非是提供重要协助。 

验光师办公

室 
允许开业。 

绘画服务 只允许提供与建造相关的服务。 

公园（公共) 

改进运营。关于城市和县公园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austintexas.gov/parkclosures；https://parks.traviscountytx.gov/news/； 

www.wilco.org/parks 

聚会（聚

集） 

禁止，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除非是无法在家中或远程进行的宗教服务，且遵

守社交隔离准则。 

发薪贷款机

构和典当行 
允许开业。 

表演艺术工

作室 
关闭。 

宠物食品供

货商 
允许开业。 

宠物服务

（美容） 
如果属于经兽医诊断动物所处情况所需的辅助医疗服务，则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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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服务

（寄养） 
如果是帮助患病、隔离及无法照顾其宠物的人士所需，则可以提供。 

药房 允许开业。 

先锋农场

（生活历史

博物馆） 

正常运营关闭杂货店在限定时间内开放。详见 www.pioneerfarms.org 

礼拜场所 只允许开展无法在家中或远程进行的宗教服务，且必须遵守社交隔离准则。 

泳池清洁行

业或泳池清

洁人员 

允许开业。 

泳池（公

共） 

关闭。关于城市和县公园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austintexas.gov/parkclosures；

https://parks.traviscountytx.gov/news/； www.wilco.org/parks 

专业服务

（不包括房

地产） 

当需要援助遵守法定活动，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

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允许开业。包括法律或会计服务，和保险服务。 

专业服务—

—房地产 
允许开业。包括代理机构、经纪人、评估师和摄影师。 

小型高尔夫

球场 
关闭。允许外带食物服务。 

房地产服务 允许开业。 

居住设施 允许开业。 

餐厅 

只允许外送或外卖包括准备和提供服务的餐厅和其他机构。专为学生或公众提供

免费食物的学校和其他实体在只为学生和公众供应外带或外卖食品的情况下继续

按照命令开展服务。 

餐厅（露

台） 
关闭。 

麦当劳叔叔

之家 
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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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修理公

司 
允许开业。 

安保系统人

员 
允许开业。 

半导体行业

及其供应链 
允许开业。 

庇护所 允许开业。 

鞋靴修理 
只允许为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或为在以

上不可或缺领域工作的客户提供持续保证其安全和工作的必需服务。 

社交聚集/特

别活动 

禁止，不允许任何规模的聚集，除非是无法在家中或远程进行的宗教服务，且遵

守社交隔离准则。   

社会服务 
允许开业。包括为贫困或其他有需要人群提供食物、居所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

生活必需品的业务。 

软件工程师 允许开业。 

施粥场 允许开业。 

水疗和沙龙

服务  
关闭。包括按摩、美甲、护肤、整容、按摩院、水疗、沙龙和理发店。 

体育设施 关闭。 

系统行政人

员 
允许开业。 

日光浴美容

院 
关闭。 

税务筹划服

务和公司 
允许开业。参加专业服务。 

税务筹划服

务和公司 

只有在居家办公或企业需要援助法定活动，或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

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才允许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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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和拼

车/交通路网

公司 

允许开业。包括航空、出租车和其她私人交通服务商（如 Uber和 Lyft），其为不

可或缺活动、不可或缺业务、关键基础设施、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必要旅行提供

必需的交通服务。 

剧院（电影

或现场演

出） 

关闭。命令禁止。 

拖车行业 允许开业。 

关键交易 

维持住所、不可或缺活动、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关键基础设施

（包括但不限于电、气、水、污水和其他市政工程等公共事业）的安全、卫生和

基本运营所必需的水管工、电工、杀虫工、泳池清理工和其他服务提供商。 

医务人员培

训机构 
允许开业。 

销售 CBD或

戒烟/吸烟替

代产品的电

子烟商店 

关闭。 

仓库 
在必须推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才

允许开业。 

野花园（驾

车进入并观

赏） 

如果行车过程中家庭成员在车上，且观赏时保持社交距离，则允许开业 

动物园 对公众关闭。员工可继续照顾动物 

 

定义 

最低基本运营 

如果员工或合同工能够完全在自己的住所工作（即居家办公），或企业需要援助法定活动，或推

进不可或缺业务、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企业也可以继续运营。 

不可或缺业务 

请参阅命令中的指定不可或缺业务列表（PDF）。不可或缺企业必须在最大的可行程度上遵守保

持人身距离和面罩佩戴要求。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Order%2020200324-007%20-%20Stay%20Home%20-%20Work%20Saf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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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设施 

所有对 Austin市的安全、治理、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公共和私人设施。关键基

础设施必须在最大的可行程度上遵守保持人身距离和面罩佩戴要求。 

人身距离 

与他人保持至少 6英呎的距离。 

不可或缺政府职能 

确保政府机构继续运转并为公众提供卫生、安全和福利的一切服务，以及为公众提供卫生、安全

和福利的所有机构。每个政府机构均应确定其不可或缺政府职能，并确定履行这些职能所必需的

员工和/或承包商。在可行的范围内，所有不可或缺政府职能均应遵守社交距离要求。所有不可或

缺政府服务必须在最大的可行程度上遵守保持人身距离和面罩佩戴要求。此命令不适用于联邦或

州政府 

面罩 

大部分感染 COVID-19病毒的人都没有症状。因为被感染的人在出现症状前可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因此在家或居住地以外遮住口鼻有助于预防 COVID-19的传播。这也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和 Austin-Travis县卫生部门的发现一致。  

佩戴面罩后，仍要保持 6英呎的社交距离并洗手，因为这些仍是减缓病毒传播的重要举措。当以

下情况时，所有十岁以上人士都应佩戴能遮住口鼻的某种面罩，如自制口罩、围巾、头巾或手

帕： 

• 进入或处于任何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物 

• 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或拼车                                                                                                      

• 加油   

• 无法持续保持其与他人 6英呎以上社交距离时 

10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或和监护人在居所外应负责妥善为孩子遮面。   

医疗级口罩（N95）和外科口罩应留下供医疗专业人士与急救人员使用。制作布面罩的案例可见

“您和家人”部分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以下情况无需佩戴面罩：  

• 自己单独驾车 

• 独自呆在独立的空间 

• 只与家庭或居所其他人员接触时 

• 进食 

• 佩戴面罩会造成较大的生理或精神健康、安全风险时，例如呼吸困难、失去知觉、无行为

能力或在没有帮助下无法取下面罩的任何人群。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draft.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you-and-your-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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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需要在企业张贴关于佩戴面罩的标志？ 

我们要求企业遵守面罩令，将 Austin公共卫生部和 Austin市的官方标识张贴的企业。此宣传单张

可在社区资源页——企业面罩佩戴标识处下载。 

关于工作场所和公司的社交距离的指南 

• 暂停一切非不可或缺的员工旅行。 

• 除非必须继续从事不可或缺活动，否则必须禁止员工相互的工作距离少于六（6）英尺，

包括尽可能减少或取消个人会议。 

• 如果员工生病，应要求其返家，并在病假福利方面给予其最大的灵活性。允许生病的员工

无需提供医嘱即可居家隔离 

• 利用远程办公将人与人的接触降至最低。 

• 更改员工的排程表，除非必须继续从事不可或缺活动，否则应杜绝所有员工同时出席，应

让他们错时出席。 

关于儿童保育机构和学校的指南 

COVID-19响应期间 Austin-Travis县的儿童保育运营的完整指南和建议 

如果孩子患病，那么不要让他们去学校或儿童保育机构。如果孩子罹患慢性健康疾病，请咨询孩

子的医生，了解其能否前往学校和儿童保育机构。不断为学生和员工讲解有关个人卫生措施的知

识（如洗手），务必张贴合适标识。学校和育儿机构应为所有房间配备洗手液和纸巾。探索远程

教学和在线学习方式，完成继续教育。学校应针对全市休学制定方案，家庭也应相应做出准备，

包括准备应对休学的可能。儿童不得从一个小组更换到另一个小组  儿童保育服务提供商应始终仅

与一个小组的儿童待在一起  

托儿服务提供商可在其设施中张贴的宣传单张，请参阅社区资源页。 

想要获得关于 COVID-19的 Austin儿童早教信息和资源，请登录 Success By 6门户网站。 

劳动力解决方案首府区 - 想要获得有关儿童保育补贴的一般信息或问题，请拨打（512-597-7191）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roviderservices@wfscapitalarea.com。 

如果您的托儿中心/房屋的状态有任何变化，请立即更新托儿规定（许可）。 

Texas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面向托儿服务提供商的指南。儿童保育服务提供商与 COVID-19相关的

问题可以发送到Minimum Standards邮箱 或 DSHS冠状病毒呼叫中心：1-877-570-9779。保育服务

提供商 

关于儿童保育机构的资源 

如果您需要耗材，请填写此表格。尽管 Austin-Travis县 COVID-19儿童保育工作队无法保证我们能

为您提供所有必需的用品，但 Austin市和工作队的合作伙伴将竭尽全力帮助您满足这些要求。 

关于杂货店、药房和酒类商店的指南 

• 采取控制措施，要求顾客在商店门口和商店内排队时相互之间要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 

• 控制包括但不仅限于要求每个人使用购物车或在地板上放置记号。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draft.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Guidance%20and%20Recommendations%20for%20Child%20Care%20Operating%20in%20Austin-Travis%20County_updated%204.7.2020.pdf
https://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missionbox.com/uwatx/successby6atx
mailto:providerservices@wfscapitalarea.com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CCLCOVID19
https://hhs.texas.gov/about-hhs/communications-events/news/2020/03/additional-guidance-covid-19-daycare-operators
https://hhs.texas.gov/about-hhs/communications-events/news/2020/03/additional-guidance-covid-19-daycare-operators
mailto:msc@hhsc.state.tx.us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0cblzWQz7WyuNrLQ9e62iD_xzlIQ1TITYwh0UHWu40/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0cblzWQz7WyuNrLQ9e62iD_xzlIQ1TITYwh0UHWu40/edit?usp=sharing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COVIDNeed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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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建议零售商店：   

• 提高行车领取、路边领取或送货服务的使用和条件。 

• 限制或制约一次进入店内的客户的人数。 

• 尽可能减少员工人数，员工工作距离不得低于六（6）英尺。 

• 提供洗手条件、洗手液和纸巾。 

• 频繁清洁人们接触较多的表面区域，如工作台、门把手和扶手。 

在社区资源页下载宣传单张。 

雇主指南 

遵循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针对仍在运营的工作场所的建议。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工作场所指南。 

员工指南 

如符合以下任一标准，就应避免到岗并自我隔离。 

• 去过世界卫生组织或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认定的“热点”地区。  

• 有呼吸道感染的体征或症状，例如咳嗽、呼吸急促或喉咙痛；   

• 发烧高于 99.6°F； 

• 在过去 14天中，与被确诊感染 COVID-19的人有过联系，并且缺乏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

病控制预防中心）指定的适当个人防护设备 

• 正在接受 COVID-19的调查或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返工标准 

请参阅病者信息页上概述的标准。 

关于餐厅和酒吧的指南 

• 餐饮场所必须关闭面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外大众就餐区。  

• 鼓励餐饮场所提供外卖、无接触送餐、行车取餐或路边取餐服务，以限制人与人的接触。 

• 酒吧必须关闭面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外大众酒吧区域，禁止向顾客提供堂食。   

• Austin Transportation正在安装临时装载区，以支持当地餐馆过渡到仅提供外卖和送货的服

务。请查看他们的在线地图，以查看客户接送区的位置。 

在社区资源页下载宣传单张。 

关于建筑行业的指南 

州长 2020年 3月 31日行政命令（第 GA-14号）允许的所有施工作业均可进行。市政府将不再禁

止商业或住宅建设项目。 

所有施工作业的雇主要求 

除了居家令附件 A和 B中的保持距离准则和卫生工作规范要求外，对于 Austin市内所有在任何时

候有 10名以上活跃工人的建筑工地，负责整个工地的人员（“现场管理员”）应： 

http://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business-response.html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draft.austintexas.gov/department/information-those-who-are-sick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www-draft.austintexas.gov/news/austin-transportation-facilitates-food-pick-ups-amid-covid-19-dine-closures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ustin.maps.arcgis.com%2Fapps%2Fwebappviewer%2Findex.html%3Fid%3Dcaecb0f1c2cb4399b1a760e9afaa685e&data=02%7C01%7CAnna.Lassmann%40austintexas.gov%7C2973a70f28ea4b8d3a8b08d7d5bd9cbe%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12882657118248&sdata=osfUhNjeRQIpLqu4QIWgoUzGHfs4Vw%2BYRfND6WBWmfg%3D&reserved=0
http://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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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以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张贴通知，显示在现场工作的轮班人员的人数和类型，以

及有关现场管理员如何限制人员数量和轮班的指示； 

• 每天在工作开始前对每位工人的总体健康状况进行现场预筛查并应得到工人理解； 

• 确保现场每 15名工人至少有一个洗手站，配有肥皂或洗手液； 

• 禁止使用社区饮水机； 

• 确保不同使用者使用共享工具前都进行了消毒，并且对公共区域（午餐和休息区域

、工作前安全会区域、大型设备等）和集体接触点（门把手、柜台、键盘等）每天

至少进行了两次清洁和消毒。以及 

在市政府提供告示牌之后，在市政府经常张贴公告的显著位置上张贴告示牌，另外还应张贴以英

文和西班牙文书就的公告，说明居家令 6.j节中的社交距离要求；居家令附录 B中的员工建议以

及本指南文件第 3节中的规定；以及供工人就任何违规行为提出投诉的信息。 

如果确认某个建筑工地的工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则现场管理员应立即将其送回住所，通知 Austin

公共卫生署，并按照 Austin公共卫生署的指示对该工人进行处理。 

现场管理员应确保每个进入作业现场的工人均已签到，并应保留每天进入该作业现场的每个工人

的清单和联系信息，以在有人确认感染冠状病毒时识别并通知同一个作业现场的其他工人。 

为促进 Austin市的整体经济，我们鼓励所有建筑行业的雇主遵守以下雇佣惯例： 

• 如果工人真诚地认为该工地会因冠状病毒而对该工人或其他人的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健康

风险，则请不要对拒绝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工人采取不利行动。 

• 对于由于可能接触了冠状病毒而被隔离或被建议进行自我隔离的工人，请勿采取不利行

动。 

• 不要对因冠状病毒导致关闭建筑工地而暂时休假的工人提出的失业救济金提出异议。 

所有作业现场都必须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在显眼位置张贴施工标牌。 

在社区资源页下载宣传单张。   

建筑安全指南视频： 

Austin建筑安全与 COVID-19 

Seguridad de Construcción y COVID-19 en Austin 

许可申请 

市政府部门已安排员工远程办公，并正在机构内部使用更少人员开展工作。市政府还拒绝无预约

访客进入大厅，并将仅通过邮件或电子邮件接受许可申请。 

要获得发展服务部的许可，请遵循其网站上的指南。 

要获得 Austin事件中心的许可，请遵循正常许可流程。2020年 5月 8日前禁止所有特殊活动。 

Austin公共卫生部的环境卫生服务部（EHSD）拒绝无预约访客进入大厅，并将仅通过邮件或电子

邮件接受许可申请。对于无法通过邮件或电子邮件提交申请的客户，EHSD将在位于 1520 

http://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youtu.be/9U--x34fqT4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youtu.be%2FMpVhgp4xRzw&data=02%7C01%7CTim.Ziegler%40austintexas.gov%7C4e6efb9bdb2c44a9b4d408d7e0c6eb85%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5017264429058&sdata=QPZYlAIVrZ4UI5ZSTlmduBN%2Bgi9BqXNNJImjI6mWAPU%3D&reserved=0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businesses-and-industries
https://austintexas.gov/page/dsd-covid-19
http://austintexas.gov/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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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rford Lane, Building 1 Suite 205, Austin, TX 78754的办公室受理服务预约。请致电 512-978-

0300安排预约。 

 “移动食品供货商”申请的审核仅在周二和周四上午 7:45至 11:00进行，且必须预约。暂不提供无

预约服务。要安排预约，请致电 512-978-0300。移动食品供货商的审查仍将在我们的建筑物停车

场中进行，且必须预约。 

所有问题和疑虑均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EHSD.Service@austintexas.gov或致电（512）978-0300

提交。 

可以通过邮件或电子邮件提交 EHSD服务，以进行以下处理和付款： 

邮件： APH EHSD, PO BOX 142529, Austin, TX 78714 电子邮件：EHSD.Service@austintexas.gov对于

需要付款的机构，我们的出纳将与您联系，以便仅通过电话信用卡付款。 

本地援助 

Austin经济发展部将为可能因 COVID-19疫情遭遇财务困难的公司提供资助计划。 

Austin经济损害过桥贷款计划在 COVID-19期间最多可提供 35000 美元的支持。  

访问部门的小型企业资源目录，按“灾难救援”筛选，以寻找针对您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快速支

持，这是一份针对受 COVID-19影响的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政府和社区资源的列表。 

本市的小企业部门提供免费企业指导和免费在线课程。现已有虚拟的指导入口和在线课程。  

州级援助 

在 Texas州劳动力委员会，个人可申请失业福利，他们还停工流程指导。 

联邦援助 

Austin的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通过《新冠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监视受资助的联邦计

划，包括 经济损害灾难贷款和 薪酬保护计划。请注意这些计划因为已达到拨款上限，目前不接受

新申请。我们鼓励所有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查看联邦最新信息。 

  

mailto:EHSD.Service@austintexas.gov
mailto:EHSD.Service@austintexas.gov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edd&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67034&sdata=x%2B8xwbW8jccMNbcHSDTymEj51C7NSs06eeQdR6nOPsY%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department%2Ffunding&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67034&sdata=qRcfLj2sovwN9Q%2FoTF47aZPYI2mxXwdQjtsv%2BuRQprg%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department%2Faustin-economic-injury-bridge-loan-program&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76994&sdata=JHe%2BWxoLeLZLyXGpZcecJcsA2alsywyWjL6%2FOKeuWbg%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small-business-resources&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86949&sdata=QbOIGCaqDPLIQQmqYiPxD%2Bgkd6jFPiLCxTDuxinGVAc%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department%2Fbizaid-business-orientation&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86949&sdata=wFY3KsH7Nx0t3o8%2BVLPbuGi37LmM5t1voA3h56UCKBU%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austintexas.gov%2Fsmallbiz&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096903&sdata=0hqCjoQ%2BfpktGEmhkwWl3I9m%2FREDKGBPzuX0%2FcgHqt0%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twc.texas.gov%2Fjobseekers%2Funemployment-benefits-services%23applyForBenefits&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106861&sdata=v0VEJUI7s9exDfqpu1I%2B91XXtQxz3SsXmCwa%2FC6z%2F%2Bs%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ba.gov%2Ffunding-programs%2Floans%2Fcoronavirus-relief-options%2Feconomic-injury-disaster-loan-emergency-advance&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106861&sdata=jl6OWnTtFooVXUu6asDOlTJE%2BcMFmgSd7eR9ugypFsk%3D&reserved=0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ba.gov%2Ffunding-programs%2Floans%2Fcoronavirus-relief-options%2Fpaycheck-protection-program-ppp&data=02%7C01%7CSara.Henry%40austintexas.gov%7C8c744a7ce54e4323d3b208d7e38d1472%7C5c5e19f6a6ab4b45b1d0be4608a9a67f%7C0%7C0%7C637228067373116816&sdata=gTCaO7sSakgp9p7FCP8KyYqc0lBj8GwfxWO9n%2FKA1jI%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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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旅行者和航班信息 

旅行 

飞机、出租车和拼车计划被视为不可或缺业务，在此期间，可以对需要旅行以进行不可或缺业务

或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人以及提供护理的看护人保持运营。 

允许的旅行 

仅允许进行与不可或缺活动、不可或缺职能、不可或缺业务、关键基础设施或最低限度不可或缺

运营有关的旅行。 

允许的旅行包括： 

• 为照顾老人、未成年人、家属、残疾人或其他弱势群体而进行的旅行； 

• 往返于教育机构，以接收远程学习材料、取餐或其他任何相关服务； 

• 从司法管辖区以外的地方返回或返回居住地的旅行（例如，从关闭的大学返回家中）； 

• 执法或法院命令要求的旅行； 

• 旨在远程提供宗教服务或其他需要旅行的事宜的教堂工作人员/神职人员的旅行； 

• 非居民返回城市以外的居住地所需的旅行。强烈建议个人在出行前核实市外交通工具是否

仍然可用并且运行正常。 

公共交通 

CapMetro正在对服务进行临时更改，以促进公共卫生并执行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建议。 

CapMetro将在整个 4月为所有客户实施免费票价， 

• 其目的是保护运营者和客户避免相互过于接近，并支持使用该服务执行不可或缺职责的客

户。 

• 使用免票价服务，客户无需出示通行证、向运营者付款或使用票盒，因此有助于与保持社

交距离。它还可以加快上车速度，并减少车辆入口处的拥挤情况。 

• 推出免票期无意鼓励任何额外的乘客。提醒客户仅在“居家工作安全”期间将公共交通用于

重要旅行 

• MetroAccess客户仍然需要在上车前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 

在 CapMetro.org/COVID19了解有关 CapMetro服务调整的最新消息。 

共享车辆服务 

为了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Ride Austin已暂时停止运营。 

Revel已将车队减少了 10%。 

Scoot’s大幅减少了车队，主要用于帮助不可或缺工作人员出行。 

Zipcar将在下个月暂停在 Austin的运营，并已取消了车辆的通行权。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https://capmetro.org/COVID19/#updat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apMetro.org/COVID19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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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移动性 

使用微移动性服务旅行以进行不可或缺活动时，与他人保持 6英尺以上的距离，并且在每次旅行

后洗手。 

Austin Bcycle 提供免费的 Austin BCyle 通行证，居家工作安全令期间需要进行重要旅行的所有人均

可使用，并且还提高了所有 Bcycle自行车和停靠点的清洁和消毒频率。  

截至 3月 27日，Bird减少了大部分车队，只剩下少量车队，以便不可或缺工作人员可以将其用于

旅行。  

Lyft优先考虑在当地医院附近部署踏板车，以方便医护人员的必要出行。 

下列公司已暂停运营，并取消了所有设备的通行权，直至另行通知。他们仍然有工作人员可以响

应 Austin 3-1-1的要求。 

• Lime，截至 3月 17日 

• Wheels，截至 3月 19日 

• Spin，截止 3月 26日 

• JUMP，截至 3月 27日 

Texas州旅行隔离令 

除非另行通知，否则从以下州/市的机场进入 Texas州（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每个人， 

• New York 

• New Jersey 

• Connecticut 

• California 

• Louisiana  

• Washington 

• Atlanta市，Georgia 

• Chicago市，Illinois 

• Detroit市，Michigan 

• Miami市，Florida 

以及任何人通过以下途径进入 Texas州： 

• Louisiana 

都必须强制自我隔离，时间为进入 Texas州或在 Texas州活动之日起 14天，以较短者为准。 

自我隔离命令不适用于因 Texas州应急管理部门确定的与兵役、紧急响应、卫生响应或关键基础

设施职能有关的旅行人员。 

后勤与执法 

Texas州公共安全部（DPS）要求来自这些地点的旅行者指定在 Texas州的隔离地点，例如住宅或

酒店。旅客还必须提供全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驾驶执照或护照信息。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https://www.smartmobilityatx.com/b-cycle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new-york-tri-state-area-new-orleans2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new-york-tri-state-area-new-orleans2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new-york-tri-state-area-new-orleans2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ca-la-wa-atlanta-chicago-detroit-and-miami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mandates-14-day-quarantine-for-road-travelers-arriving-in-texas-from-any-location-in-louisiana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abbott-issues-executive-order-mandating-14-day-quarantine-for-travelers-arriving-from-new-york-tri-state-area-new-orleans2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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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士兵或其他经过批准的和平人员将在机场向每位旅客收集一份填妥的表格，并将沿 Texas-

Louisiana州边界执行行政命令。 

在 14天的隔离期内，除卫生部门的雇员、医生或医疗保健提供者外，指定隔离区的旅行者不得有

访客，也不得访问任何公共场所。 

DPS特殊代理人将对指定隔离点进行暗访，以确认旅客的确处于隔离状态，验证其合规性。任何

不遵守该自我隔离命令的行为均将构成刑事犯罪，可处以 1,000美元以内的罚款、180天以内的

监禁或两者兼施。 

有关此命令的问题，请致电(800）525-5555与DPS联系。 

Austin-Bergstrom国际机场航空旅行最新信息 

AUS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机场仍然开放。使用下面的链接获取有关机场运营的最新详细信息。 

AUS COVID-19最新消息 

观看 Presidential Boulevard上的社交媒体和数字化标牌，以获取最新信息。 

机场清洁与卫生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机场限制了每趟班车的乘客人数。AUS还致力于保持车辆清洁和客户安全。

班车用消毒剂清洁，并且接触区域（如扶手）每天经过多次擦拭。 

此外，还有以下清洁和卫生措施： 

• 人流密集的区域（例如 TSA检查站之后）设有更多洗手站。 

• 张贴了标牌，员工滚动发布公告，宣传一般卫生最佳做法和社交距离。 

• 重点放在消毒“高接触”区域，例如终端一体机、讲台、门把手、键盘、栏杆、饮水器、座

椅和安全箱。 

• 保洁人员集中在公共区域，在某些情况下，将从其他部门调用人员以协助改进清洁程序。

设施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可以使用瓶装消毒液。所有清洁人员还应戴手套，并可根据要求使

用口罩。 

• 鼓励所有地区的员工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例如定期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与邻居保持至少 6英尺的距离，并避免大型团体聚会或聚会。航空业员工正在实

施交错人员配置以支持机场运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航空业员工在家中工作。 

如果我想更改旅行计划该怎么办？ 

如果旅行者对即将到来的旅行计划有任何疑问，建议联系各自的航空公司以询问是否可能重新安

排航班。 

航空公司对 COVID-19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一些航空公司正在决定更改或减少某些航空服务航线的频率，包括 AUS。有关航空公司服务变更

的其他信息以及航空公司目前正在采取的其他措施的信息，请与您的航空公司联系。 

  

http://www.austintexas.gov/page/covid-19-information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travelers-and-f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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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令信息 
 Austin市长 Steve Adler和 Travis县法官 Sarah Eckhardt将居家工作安全令延长至 2020年 5月 8

日。该命令要求居民居家隔离（涉及不可或缺活动和企业的情况除外），以此避免 COVID-19的传

播。此外，命令要求公众在进行必要的活动或工作时佩戴织物面罩。   

本命令禁止任何非不可或缺企业和活动，包括任何规模的社交聚集、餐厅室内外场所就餐以及前

往酒吧、娱乐场所、体育馆和健身中心。本命令允许开展不可或缺活动，包括前往杂货店、药

房、外卖餐厅、接受医疗护理或带宠物散步。 

不可或缺活动的范例包括： 

• 健康与安全：获取医疗护理、紧急服务、医疗用品或药物 

• 必需的用品和服务：获取杂货和准备好的外卖食品、酒类商店、宠物食品以及居家所需的

用品 

• 户外活动和锻炼：进行散步、远足、骑自行车或跑步等户外活动，但个人必须保持至少六

英呎的社交距离 

• 不可或缺工作和服务：在不可或缺企业工作，包括确保关键基础设施持续运行以维持公众

健康、安全和福利所需的所有服务 

• 照顾他人：去另一户家庭照顾家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受抚养者、残疾人或其他弱势群

体 

阅读公共卫生命令（PDF） 

您需要了解的信息 

您务必要知道，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封城。公共卫生命令要求 Austin/Travis县的所有居民避免非不

可或缺的外出，并尽可能待在室内，以防止 COVID-19的传播。 

我们仍然允许人们外出购买生活用品、跑步、遛狗、取药、看病或通勤（如果指定为不可或缺企

业）。但是，当离开居所时必须佩戴织物面罩，并保持人身距离。 

从事不可或缺活动或业务的途中，除了交通运输所需的常规身份证件要求之外，不需要提供其他

文件。 

面罩信息 

大部分感染 COVID-19病毒的人都没有症状。因为被感染的人在出现症状前可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因此在家或居住地以外遮住口鼻有助于预防 COVID-19的传播。这也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和 Austin-Travis县卫生部门的发现一致。  

佩戴面罩后，仍要保持 6英呎的社交距离并洗手，因为这些仍是减缓病毒传播的重要举措。当以

下情况时，所有十岁以上人士都应佩戴能遮住口鼻的某种面罩，如自制口罩、围巾、头巾或手

帕：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ument_96DEBEEC-E581-05E0-8A3D444404948A84.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ument_96DEBEEC-E581-05E0-8A3D444404948A84.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stay-home-order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stay-home-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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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或处于任何向公众开放的建筑物  

• 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或拼车   

• 加油  

在家之外无法持续保持 6英呎以上社交距离时 

以下情况无需佩戴面罩：  

• 自己驾车  

• 独自呆在独立的空间  

• 只与家庭或居所其他人员接触时  

• 佩戴面罩会造成较大的精神或生理健康、安全风险时，例如呼吸困难、失去知觉、无行为

能力或在没有帮助下无法取下面罩的任何人群。  

• 进食   

10岁以下儿童的家长或和监护人在居所外应负责妥善为孩子遮面。   

医疗级口罩（N95）和外科口罩应留下供医疗专业人士与急救人员使用。制作布面罩的案例可见

“您和家人”部分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常问问题 

下载完整的居家工作安全令信息常见问题（PDF） 

为什么要颁布居家令？ 

新冠病毒有广泛的社区传播途径，很容易人传人。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不会出现症状或仅出现轻

微症状，即使他们没有感觉身体严重不适，也很容易传播病毒。一些感染了病毒的人，尤其是 60

岁以上的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以及患有各种疾病的人，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并且可能需

要氧气或说明呼吸等医疗干预。  

由于这种病毒很容易传播，如果没有此命令进行剧烈干预，它将导致许多人需要就医，以至于我

们的医院系统不堪重负。可能没有足够的病床或设备来充分诊疗患病最重的病患。我们现在必须

不遗余力地减慢病毒的传播速度，并控制新增病例增加，以避免我们的医疗系统遭受重创，这一

点至关重要。如果此举成功，则意味着罹患 COVID-19的病患或因事故、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其他

严重医疗状况而需要急诊的患者都可获得医疗。 

这项命令的有效期为多久？ 

这项命令于 3月 24日（周二）晚上 11:59首次生效，持续到 2020年 4月 13日，除非经过修改，

否则已被延长至 2020年 5月 8日，目的是进一步遏制 COVID-19在 Austin和 Travis县的传播。 

谁是这项命令的颁布者？Texas是否整个州都受到这种病毒的影响？ 

Austin市长 Steve Adler颁布了一项关于 Austin市的命令。Travis和Williamson县、Cedar Park以及

Round Rock也发布了相似的命令。该命令在各自的管辖权下适用，并非在整个州通用。但是州长

Greg Abbott颁布了一项延续至 2020年 4月 30日的行政命令。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you-and-your-family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Stay%20Home%20Work%20Safe%20FAQ%2004032020.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stay-home-order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stay-home-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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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育机构是否受此命令的影响？ 

对于那些不可或缺企业、不可或缺政府职能部门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员工，他们所接受服务的儿童

保育机构可以继续营业。儿童保育机构必须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保证 10人或 10人以下的原班成

员团体不与外界接触，保证相同团体内的儿童不发生变化，不更换保育人员，而且儿童不得从一

个小组更换到另一个小组。 

我可以拜访朋友和家人吗？ 

禁止在单户家庭或单个居住单元之外进行任何人数的所有公共和私人聚会 - 包括居住在不同家庭

或居住单元的朋友和家人的聚会，但不可或缺活动和不可或缺工作或者该家庭或居住单元中的成

员除外。 

我们越重视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次数，我们就越有希望阻止病毒传播。 

电话或网络拜访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我们强烈建议采取这种办法。去另一户家庭照顾家人、老年

人、未成年人、受抚养者、残疾人或其他弱势群体被视为不可或缺活动，不受本命令影响。 

我能锻炼或溜宠物吗？ 

是的。人们可以散步、锻炼或带宠物到户外，前提是必须与他人保持六英呎以上的身体距离。

Austin市的公园绿地和步道仍开放，可进行步行、徒步、慢跑或骑行等活动。但是，一些机构和

设施已经关闭。在此时查看修改过的城市公园系统运行信息。 

我能去做礼拜吗？ 

是的。如果无法在家中或通过远程服务做礼拜，公众可以在礼拜场所聚集。如果在居住地以外与

不属于同一家庭的成员聚集，则必须遵守居家令第 6节中所述的社交距离要求。该命令因 2020

年 4月 2日发布的 Abbot州长行政命令而更改。 

我能去洗衣店吗？ 

是的。洗衣店、干洗店和洗衣服务提供商被视为不可或缺企业。但您仍要尽可能与他人保持最大

的社交距离并洗手。 

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哪些帮助？ 

如果您待在家里不安全，则您必须在本命令生效期间找到另一个安全的住所。请联系： 

SAFE：512-267-7233 

希望联盟：800-460-7233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1-877-863-6338 

@SAFEatx 

这项命令对无家可归者有何影响？ 

https://www.safeaustin.org/get-help/
https://www.hopealliancetx.org/get-help/
https://www.thehotline.org/help/
https://twitter.com/SAFEa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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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并非必须前往避难所，但鼓励他们这样做。本市将继续与州和地方合作伙伴通力合

作，最大限度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资源。使用共享或户外空间的个人应在最大的可行程度上遵守保

持人身距离和面罩佩戴要求。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浏览 www.AustinTexas.gov/Homelessness。 

命令是如何执行的？ 

虽然违反命令是一种犯罪，但是执行实质上是依靠自律和社区对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责任。这意味

着尽可能降低非不可或缺的人与人接触。当前，我们着眼于为社区提供关于此命令的信息和指

导。此命令完全凭自愿遵守。 

如有必要，此命令会由治安官员、Austin市法规部门督察和 Austin消防局长办公室联合实施。违

反此命令者被视为轻罪，须被处以不超过 1000美元的罚款或不超过 180天的监禁。可通过拨打

311（512-974-2000)将违反行为举报至 3-1-1，也可通过应用程序举报，或在线举报。 

如果您看到有人聚集，请拨打 3-1-1举报。务必提供地址，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确认投诉

地点，配合社区遵守这些命令。一旦电话记入系统，督察将在上午 7点至晚上 11点跟进您的投

诉。涉及 COVID-19的来电属于首要事务，会有督察尽快出现在您提供的地址。 

当前命令下，允许一位督察进入我家是否属于安全行为？ 

为了保证居民和督察的安全，我们暂时停止进入有人居住的住所进行检查，但直接威胁到人身安

全的情况除外。 

  

http://www.austintexas.gov/Hom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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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资源：如何获得帮助 

可用服务 

Austin-Travis县针对社区聚集、餐厅和酒吧实施新的 COVID-19命令，强调了由公共部门、社区和

经济发展合作伙伴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旨在说明那些在服务、活动、音乐等行业中可能受此限制

影响最大的人。 

家庭教育和娱乐资源 

公园和娱乐设施虚拟资源 

公园娱乐部（PARD）提供多种在线娱乐和文化体验，包括学习、练习和家庭活动。浏览

www.austintexas.gov/parkprograms。 

Austin公共图书馆虚拟图书馆 

Austin公共图书馆拥有一个“虚拟图书馆”，您可以在其中下载或流式传输电子书、有声书、杂

志、电影和音乐，随时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阅读、收听、观看。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library.austintexas.gov/virtual。  

Austin ISD 在家学习 

Austin ISD在家学习提供了可选资源，其中包括一系列在线和脱机活动的想法，学生可以在家独

立、与家人或其他成年人一起学习。将添加其他资源，请定期查看。如需存取，请造访

https://sites.google.com/austinisd.org/aisd-learning-at-home 

UT 生物多样性中心 

UT生物多样性中心有一个现场猎鹰摄像机，可以观察 UT Tower，这是一只雌性游隼的家，绰号

“塔楼女孩”。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biodiversity.utexas.edu/resources/falcon-cam。  

Google艺术与文化 

Google艺术与文化拥有一个虚拟馆藏，可用于在 3D环境下探索标志性位置，包括标志性的博物

馆和纪念碑。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artsandculture.google.com/project/openheritage。 

蒙特雷湾水族馆 

蒙特雷湾水族馆有十个实时网络摄像头，可以观看各种海洋动物，包括珊瑚礁、水母和企鹅。有

关更多信息，请访问montereybayaquarium.org/animals/live-cams。  

史密森国家动物园 

史密森国家动物园（Smithsonian National Zoo）有四个实时网络摄像头，可以观察裸鼠、狮子、大

熊猫和大象。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nationalzoo.si.edu/webcams 

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austintexas.gov/parkprograms
https://library.austintexas.gov/virtual
https://sites.google.com/austinisd.org/aisd-learning-at-home
https://biodiversity.utexas.edu/resources/falcon-cam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project/openheritage
https://www.montereybayaquarium.org/animals/live-cams
https://nationalzoo.si.edu/web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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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当前展览的虚拟导览。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naturalhistory.si.edu/visit/virtual-tour/current-exhibits 

史密森学会 

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拥有面向儿童的在线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edu/kids。 

Scholastic 

Scholastic为儿童提供在家学习资源。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classroommagazines.scholastic.com/support/learnathome.html。 

儿童保育援助 

在 COVID-19疫情期间寻求儿童保育服务 

如果您需要帮助寻找依然开业且接受不可或缺工作人员孩子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商，可访问 现有

前线儿童保育服务门户网站。该网站让作为不可或缺工作人员的家长可以查找家或工作场所附近

的儿童保育服务，网上上有一张有许可的儿童保育中心、有许可的保育院和注册的保育院的地

图。网站上还显示了每个机构的开放时间，以及机构针对每个年龄组开放的人数。 

针对不可或缺工作人员的儿童保育补助 

为了在危机期间，让人们更易承担儿童保育服务，针对 COVID-19疫情不可或缺工作人员的儿童保

育补助门坎已提升至本州岛收入中位数的约 150%。约为四口之家每年 118000美元或每月 9800

美元或少于上述金额。 

不可或缺工作人员和业务包括（但可能不限于）： 

• 药房和医疗保健工作人员 

• 急救人员 

• 关键的本地和州政府工作人员 

• 邮政/快递服务人员 

• 疗养院、儿童保育、居家护理及其他直接护理服务提供商 

• 杂货店工作人员 

• 加油站工作人员 

• 银行工作人员 

• 餐厅（有免下车点餐和外卖服务）工作人员 

• 军队工作人员 

• 其他任何被 Texas劳动力委员会或理事会认为属于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员 

如果您是一位不可或缺工作人员，亟需儿童保育服务，请访问针对提供者和家长的劳动力解决方

案资源。如果您有可能符合资金援助标准，可以在那里查看和填写资格表。随后一位劳动力解决

方案首府区的资格专家将联系您，确定您是否符合资金援助的资格，目前是否有资金。 

http://ttps/naturalhistory.si.edu/visit/virtual-tour/current-exhibits
https://www.si.edu/kid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frontlinechildcare.texas.gov/
https://frontlinechildcare.texas.gov/
http://www.wfscapitalarea.com/Child-Care-Services/COVID19ResourcesChildCare
http://www.wfscapitalarea.com/Child-Care-Services/COVID19ResourcesChil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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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COVID-19的相关问题，以及获取个人、员工和家庭的社会服务和基本需求资源，请致电 2-1-

1。 

如需在 Austin获取 COVID-19相关的儿童早教资源，请造访 Success by 6门户网站。 

灾年和紧急状况诈骗预防 

当自然或人为的紧急状况来临，Texas人通常都会互相帮助度过难关。但是无耻之徒也会试图利

用悲剧。要更加警惕哄抬物价、被洪水毁坏的车辆以及其他紧急状况后的诈骗行为。如需了解更

多或报告诈骗犯罪，可联系 Texas州检察长办公室消费者保护部门。 

食品援助 

当地食品店和学区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应急食品。如果您需要食品援助，请拨打 211或造访

Connect ATX。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食品援助的组织可以使用 ATX紧急食品系统交易所与志愿者和其他资源建

立联系。 

关于服务的总体介绍 

Austin 2-1-1是一条全天候接听来电的免费社会服务热线。 

Austin 3-1-1是一种帮助回答所有一般问题以获得更多援助的资源。  

Aunt Bertha网站可以助您在食品、住房、运输、健康/医疗、教育和法律援助方面有需求时寻求

有资质人士提供帮助。 

无家可归者资源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浏览 www.AustinTexas.gov/Homelessness。 

目前，Austin市将继续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HUD目前正在制定本市的额外指南，力求将涉及

紧急收容所和任何短期过渡性住房场所的若干项措施落实到位。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制定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临时指南以供 Austin-Travis县遵守。 

住房需求 

街区住房和社区发展部（NHCD）会提供信息和推荐，帮助受到 COVID-19影响的社区成员满足迫

切的住房需求，包括： 

有关避免驱逐或防止流离失所的信息：列出法律咨询、替代性住房、租户搬迁援助和支持性资源

的资源。 

帮助支付租金/紧急经济援助：提供当地特定计划的清单，这些计划以用于水电、租金和房贷的拨

款或贷款的形式提供临时的紧急经济援助。   

对房主、抵押援助和财产税的帮助：提供有关重新融资或修改抵押贷款、降低付款额或其他解决

方案的指南和信息，以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此外，还向业主提供关于制定（或重新协商）财

https://www.missionbox.com/group/42/successby6atx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texasattorneygeneral.gov/consumer-protection/disaster-and-emergency-scam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connectatx.org/
https://atxemergencyfoodsystems.trydiscourse.com/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211texas.org/
https://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311
https://www.auntbertha.com/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homelessnes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homeless-shelters/index.html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housing
http://www.austintexas.gov/housin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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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支付计划的信息，或帮助其更多地了解可用的计划，例如 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和退伍军人

的房屋免税和财产税递延。 

互联网和数字素养资源 

如需更多信息，请造访 https://cityofaustin.gitbook.io/decatx/deca-covid-19-community-resources。  

此资源列表用于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共享 Austin社区的“城市与合作伙伴数字化共融”信息。

Austin市数字化赋权社区 COVID-19社区资源列表分为四类：常规资源、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信息、

计算器存取以及使用互联网和在线学习资源。 

精神卫生服务 

Integral Care的精神科急诊服务更新： 

从 3月 24日周二开始，Integral Care的精神病紧急服务（PES）将通过电话和远程医疗接诊。仅在

需要时才能预约当面接诊。PES提供紧急心理保健。   PES目前不接受无预约面诊。请致电 512-

472-4357以获取电话和远程医疗服务。如需以英语交谈，请按 1，然后按 1与我们的员工通话。

服务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至晚上 10点；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上午 10点至晚上 8

点 

成人和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更新：   

大多数 Integral Care成人和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现在都通过电话或远程医疗提供。请致电 512-

472-4357以获取电话和远程医疗服务。如需以英语交谈，请按 1，然后按 4与我们的员工通话。

服务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至下午 5点  

24/7危机帮助热线： 

我们的 24/7危机帮助热线继续每周 7天、每天 24小时为遭遇精神健康危机的人们提供实时支

持。   如需帮助，请致电 512-472-4357。如需以英语交谈，请按 1，然后按 1获取危机支持。 

• 请致电 512-472-4357以获取电话和远程医疗服务。如需以英语交谈，请按 1，然后按 1与

我们的员工通话。 

• 服务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至晚上 10点；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上午 10点至

晚上 8点  

Integral Care的移动危机外展团队更新： 

从 3月 24日周二开始，Integral Care的移动危机外展团队（MCOT）将通过电话和远程医疗接

诊，且仅在需要时当面接诊。MCOT在社区中提供心理健康危机护理。 

紧急状态救济资金 

Austin市议会通过了#20200409-81决议筹集 1500万美金为因 COVID-19疫情遭受经济困难的人提

供及时直接的服务和帮助。Austin公共卫生部正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确保资金得到公平分配，帮

助遭受 COVID-19大流行影响的 Austin弱势群体。社会服务提供机构可前往

www.AustinTexas.gov/RISE申请发放资金。组织需成为 Austin市注册供货商，并通过 PartnerGrants 

提交申请，才能被考虑使用资金。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cityofaustin.gitbook.io/decatx/deca-covid-19-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austintexas.gov/edims/document.cfm?id=338257
http://www.austintexas.gov/article/covid-19-relief-state-emergency-rise-fund
https://partnergrants.austintexas.gov/index.do
https://partnergrants.austintexas.gov/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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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和看护人员的资源 

Texas中部老年人服务委员会已准备了一张针对老年人的 COVID-19相关资源名单。访问网站获取

资源名单，或拨打 855.937.2372致电老年人和残疾人资源中心。 

针对退伍军人的资源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 COVID-19的响应 

面对这种新兴的健康风险，退伍军人事务部采取了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来保护和照顾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同僚网络 

退伍军人同僚网络由一群退伍军人及家属组成，致力于通过提供辅导和指导帮助现役和退役军

人，并帮助退伍军人获得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和资源。他们提供在线服务、会议和社区聚会。 

撒玛利亚中心 

COVID-19疫情中心，Hope for Heroes正为因服役遭受创伤的军人、退伍军人和家属提供虚拟咨询

和综合医疗服务。Hope for Heroes选择的治疗师具有丰富的军队和军队家庭经验，拥有关于 PTSD

和 TBI的临床专业知识，了解军队历史。 

Texas中部退伍军人医疗保健体系 

Texas中部退伍军人医疗保健体系（CTVHCS）激活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应急管理协调单元

（EMCC），启动了在所有退伍军人事务部机构的临床筛查。退伍军人事务部正在对符合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检测标准的退伍军人进行检测。检测不收费 

退伍军人配偶网络 

一个面向 Texas州退伍军人配偶的在线和面对面论坛，供他们与为自己及其家人定义资源和计

划。如今，退伍军人配偶网络已发展成为在 Texas州 800多名配偶的网络。 

您的恢复很重要：虚拟恢复资源 

这份来自药物滥用和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局的指南与许多提供虚拟恢复服务的组织共享链接.它包括

从虚拟的 12步会议到与恢复相关聊天室的所有内容，从一对一咨询服务链接，到有关如何举办会

议的信息，应有尽有。 

Texas退伍军人应用程序 

安卓设备 | 苹果设备 

这个免费、简单的应用程序适用于服役人员、退伍军人、家属以及支持我们的军队和退伍军人的

所有 Texas人（统称“SMVF”）。可将之作为了解有关 Texas州中 SMVF可用的本地、州和国家资

源的更多信息。 

Integral Care 退伍军人、军队和退伍军人服务 

Integral Care已将所有服务转为远程医疗。并非所有退伍军人及其家属都有资格获得 VA服务。但

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 Integral Health服务。无需从 VA进行转介，并且无论支付能力如何，都可以

使用服务，并且可以提供多种语言的支持。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agingservicescouncil.org/
https://www.agingservicescouncil.org/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www.publichealth.va.gov/n-coronavirus/
https://www.milvetpeer.net/page/custompage_map
https://samaritan-center.org/veteran-military-services/
https://www.centraltexas.va.gov/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clinical-criteri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clinical-criteria.html
https://sites.utexas.edu/vsn/
https://www.samhsa.gov/sites/default/files/virtual-recovery-resources.pdf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hhsc.texasveteransmobile&hl=en_US
https://apps.apple.com/us/app/texas-veterans-mobile-app/id1472570333
https://integralcare.org/en/military-vet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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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牧师服务 

Texas中部退伍军人医疗保健体系。欢迎所有信仰和教派的人士致电：(254）743-2849或(254）

743-0991 

WoVeN女性退伍军人网络 

WoVeN现在在 COVID-19期间提供虚拟同伴支持小组。他们两个月会面一次，每次会面 90分钟。

小组会议帮助小组成员分享和反思生活中的多个方面，每次都着眼于一个新主题。 

性健康资源 

Austin的 HIV和 STI检测、治疗和 PrEP服务： 

• Austin公共卫生部和地方组织此时继续提供必要的性健康服务。随着形势的变化，提供的

服务可能改变。截止 3月 30日，可提供如下服务： 

• Austin公共卫生部性健康门诊（15 Waller Street）目前可提供 STI治疗和 PrEP服务。如果

您有 STI症状，请拨打 512-972-5430进行筛查和预约。日常的 HIV/STI筛查已暂停，恢复

时间请等待通知。拨打 512-972-5580获取免费的避孕套。 

• KIND Clinic提供其所有常规服务。免费的服务包括 STI检测和治疗、HIV检测和治疗、

PrEP、PEP和性别重置治疗。所有初次预约均在在线进行，如有必要会有见面随访。拨打

1-833-937-5463预约。更多信息：kindclinic.org 

• Vivent Health（Austin艾滋病服务）提供免费的家用 HIV检测工具和避孕套。如需更多相

关信息，请拨打 512-600-8378或浏览网站：CDNStore.org所有院内 HIV和 STI检测都已暂

停，恢复时间请等待通知。 

• 健康赋权中心（CHE）将继续提供免费的性健康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PrEP服务、HIV和 STI

检测以及 STI治疗。请拨打 512-840-1273进行筛查和预约。 

• ASH+Well将继续提供免费的性健康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HIV/STI检测/治疗、PrEP和 PEP

服务。请拨打 512-467-0088进行筛查和预约。 

所有的 Austin人都应该待在家中，尽可能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以降低 COVID-19病毒的传播。以

下是 COVID-19疫情期间关于性与性行为的一些提示： 

• 提示#1 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 

• 提示#2 寻欢时保持距离 

• 提示#3 控制性伴侣数量。 

• 提示#4 进行安全的性行为。 

• 提示#5 了解何时避免性行为。 

• 提示#6 度过有创意的约会之夜。 

阅读完整的 COVID-19疫情期间性健康指南 英语（PDF）、简体中文（PDF）、繁体中文（PDF）、

越南语（PDF）、缅甸语（PDF）、韩语（PDF）、乌尔都语（PDF）。 

https://www.wovenwomenvets.org/join/enroll-as-group-member/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xual%20Health%20-%20Flyer_Final.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152020_Sexual%20Health%20-%20Flyer_Simplified%20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152020_Sexual%20Health%20-%20Flyer_Traditional%20Chin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152020_Sexual%20Health%20-%20Flyer_Vietnamese.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xual%20Health%20-%20Flyer_my.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xual%20Health%20-%20Flyer_ko.pdf
http://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Sexual%20Health%20-%20Flyer_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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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服务 

Austin市采取措施确保不间断地为客户提供设施服务。我们的所有客户可以立即享受援助。Austin

能源负责 Austin市所有设施的客户服务和计费，而且提供多种方案，说明客户随时了解他们的水

电费账单：  

延期支付计划：该计划可确保客户能够接受不间断的设施服务，同时，他们会与设施代表共同制

定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财务需要的长期计划。客户援助计划：收入有限的客户和在医学上不健全的

客户可以立即享受持续的水电费账单减免援助。 

鉴于当下冠状病毒的形势，下列公司暂不执行天然气未交费服务中断规定： 

• Atmos能源 

• CenterPoint能源 

• Texas州天然气服务 

Austin市的两家设施支付中心自 3月 18日起关闭。点击这里，了解客户支付水电费账单的其他方

式。 

如有问题，居民客户和商业客户可以联络客户服务联络中心，电话：512-494-9400。 

邻里服务部门提供租金和水电费援助。邻里中心仍不对公众开放。客户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中午 12点以及下午 1点至下午 4:30致电 512-972-5780。如需紧急食品运送服务，请致电

512-972-5133。 

劳动力和业务资源 

本地援助 

Austin经济发展部将为可能在未来几周遭遇困难的公司提供资助计划和紧急规划资源。 

关于一般资源，经济发展部小企业部门提供免费企业指导、免费在线课程和社区合作伙伴人脉联

系。 

求职者可利用Workforce Solutions Capital Area求职。拨打 512-485-3792联络他们。 还有一个求

职者页面用于临时空缺职位。 

州级援助 

在 Texas州劳动力委员会，个人可申请失业福利，他们还停工流程指导。 

联邦援助 

Travis县的小型企业和公益组织可以申请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SBA）的灾难援助贷款，最高贷款

额度为 200万美元，用于固定债务、员工工资、应付账款和其他因灾难影响而无法支付的账单。 

小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在获准参加计划的贷款机构中申请薪水保护计划。您可以致电您的

银行或通过 SBA的在线贷方匹配工具寻找您所在地区的 SBA批准贷方。您可以致电当地的小型业

务发展中心或妇女业务中心，他们将提供免费帮助，并指导您进行贷款。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s://austinenergy.com/ae/about/news/covid-19-updates
https://austinenergy.com/ae/residential/your-bill/customer-assistance-programs
https://www.atmosenergy.com/
https://www.centerpointenergy.com/en-us/pages/selfid.aspx
https://www.texasgasservice.com/
https://austinenergy.com/ae/about/news/news-releases/2020/utility-walk-in-payment-centers-closing
https://austinenergy.com/ae/about/news/news-releases/2020/utility-walk-in-payment-centers-closing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community-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edd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funding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www.getbackinbusinessaustin.org/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www.smallbizaustin.org
http://www.austintexas.gov/department/bizaid-business-orientation
http://www.austintexas.gov/smallbiz
http://www.wfscapitalarea.com/
http://www.wfscapitalarea.com/Job-Seekers/Jobs-Now
http://www.wfscapitalarea.com/Job-Seekers/Jobs-Now
https://www.twc.texas.gov/jobseekers/unemployment-benefits-services#applyForBenefits
https://disasterloan.sba.gov/ela/
https://www.sba.gov/funding-programs/loans/coronavirus-relief-options/paycheck-protection-program-ppp
https://www.sba.gov/tools/local-assistance/sbdc/
https://www.sba.gov/tools/local-assistance/sbdc/
https://www.sba.gov/local-assistance/find/?type=Women's%20Business%20Center&pageNumb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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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经济发展部在小型企业资源目录上维护本地、州、联邦和社区资源的列表。按“灾难救援”筛选，

以寻找为受 COVID-19大流行影响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支持。 

您还可以按以下类别在小型企业资源目录上筛选结果：加速器/孵化器、艺术/音乐、业务指导、

业务计划、合同、共同工作空间、救灾、教育，能源、电影/电视/视频游戏、食品工业、资金、

拨款、进出口、法律、人脉网络、非营利性初创公司、募投竞争、回收行业、研究、技术、贸易

团体。 

印刷材料 

您可以打印和共享多种语言的资源。帮助传递 Austin市和 Travis县的信息，以阻止 COVID-19的传

播。包括要求张贴在关键基础设施和不可或缺业务地点的强制性标识。 

捐赠 

Austin灾难救援网络（ADRN）与 Austin公共卫生部（APH）和 Austin市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局

（HSEM）合作，向公众征集个人防护设备。APH和 HSEM将根据需要分发捐赠的物资。我们鼓励

Austin人捐赠以下物资： 

• 洗手液（所有容量） 

• 抗菌皂 

• N95口罩（新） 

• 外科口罩（新） 

• 工业口罩（N-95或防尘） 

• 消毒湿巾（新） 

• 无乳胶手套 

• 护目镜或眼镜（新） 

• 面罩（新） 

• 防护服（防水） 

• 一次性食品级手套 

• 温度计（仅限新品），尤其是非接触式 

• 自制口罩 

周一至周六上午 10点至下午 6点，可以在 ADRN总部/HOPE家庭旧货商店（1122 East 51st Street, 

Austin 78723）投放捐赠物品。 

http://www.austintexas.gov/small-business-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small-business-resources
http://www.austintexas.gov/page/print-materials
https://adr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