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全保31日截止 
無醫保會被罰

萬余加侖污水洩漏 
長灘沿岸泳區關閉

飛機從LAX起飛 
引擎出問題返航

洛高院裁定 AB5不
適用獨立卡車司機

洛現代藝術博物館

將提供免費門票

加州新預算提案防野火撥款增多

避免搭錯車 Uber手機程序增加4位密碼

洛與聯邦協商遊民問題有望解決

德洛杉磯縣、市政府就解決地方遊民問題，本週與川普政府的高級官員有了重要協議進展，聯邦可望提供資金和土地來幫助安置洛

城日益膨脹的遊民人口。圖為洛杉磯市中心一條人行道上的遊民帳篷。 （FREDERIC J. BROWN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洛杉磯訊】    本週，洛

杉磯縣、市政府就解決地方遊民問

題與川普政府的高級官員有了重要

協議進展，聯邦可望提供資金和土

地來幫助安置洛城日益膨脹的遊民

人口。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美國

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部長卡

森（Ben Carson）、洛市長加西提

（Eric Garcetti）和洛縣縣政委員巴

傑（Kathryn Barger）之間已經進

行了多次的電話溝通。

去年 11 月，川普政府開除了

一位奧巴馬執政時期任命的聯邦官

員，以期實現此前提出的解決加州

無家可歸者問題的計劃。卡森和其

他聯邦政府高級官員當時已承諾要

幫助洛杉磯，但是加州和地方政府

官員指責川普政府想通過解決遊民

問題在加州贏得支持，因此合作難

以進行。一直到最近幾週，聯邦政

府依然坦言，沒有當地政府的配合

是愛莫能助的。

洛縣市官員與聯邦住房部長的

溝通

但是事情有了轉機，川普總統

週一（1 月 6 日）發推說：“如果地

方政府願意承擔責任，並禮貌地向

聯邦政府尋求幫助，聯邦政府將認

真考慮，幫助經營不善的民主黨人

士主導的城市再次偉大。”週三，加

西提與卡森開始了電話會談。加西

提的助理們說，討論談及聯邦資金

和土地等內容。但官員未透露資助

的金額，也沒說何時能達成協議。

洛市長的發言人柯米薩爾

（Alex Comisar）證實，加西提與卡

森談到“急需聯邦政府加速提供更

多的幫助來應對無家可歸危機”。

加西提在一份聲明中並說：“洛杉

磯已採取大膽的行動，但需要聯邦

政府幫助我們加大援助規模，盡快

安置無家可歸者。”週四，加西提正

式致信給川普總統和卡森，希望聯

邦政府提供資金和土地幫助洛杉磯

【看中國洛杉磯訊】    2020 年“加

州全保”（Covered California）的

註冊期於 1 月 31日截止。尚未購買

保險的民眾，需考慮投保，避免被

罰。 2019 年，聯邦已經取消“奧巴馬

醫保”罰款，但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簽署了類似該醫保個人

強制險的處罰條款，從今年起開始

執行。加州健保計劃分為銅卡、銀

卡、金卡、白金卡四種，保費不同，

提供的醫療保險服務也不一樣。方

圓表示自己大部分的顧客都是投保

“銀卡”，因可負擔部分看診、買藥

的費用，保費比較經濟實惠。如果沒

有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的加州居民則無法

註冊“加州全保”。來美旅遊、探親

的民眾可考慮投保旅遊險。只需持

外國護照即可投保旅遊險，每個月

約一百多美元，但年紀越大、保費越

高。不過，在去年 8 月美國關於“公

共負擔”（Public Charge）的新規

頒布後，加州律師蔡玟慧曾經提醒

民眾：“有些事雖然州府說不違法，

但在聯邦是違法，。”  ※

【看中國洛杉磯訊】    當局說，

大約有 1 萬 1 千加侖的污水溢流進

入了聖蓋博河，並污染南方的長灘

市海灘。目前，長灘市約七英里的

海岸線已經關閉。根據洛縣一份報

告，週日（12 日）發生在夏威夷花

園市的大規模溢出事故起因是：一

條主要的下水道被油脂堵塞，導致

長灘海邊所有游泳區都關閉。長灘

市衛生官員戴維斯（Anissa Davis）

週一下令關閉海灘，她說該地區將

一直關閉直到水質改善。環境衛生

運營官 Judeth Luong 表示，市衛

生部門必須確定水質不含超量的細

菌，才會重新開放。※

【看中國洛杉磯訊】   星期二中

午，一架 Delta 航空的飛機從 LAX

起飛不久後，引擎出現了問題，因

此必須返回 LAX 機場。飛機為了

要安全著陸，不得不在快接近 LAX

機場的時候釋放燃油。然而，燃

油被傾倒在 Cudahy 和 South Los 

Angeles 學校附近，使得包括小學

生在內的 60 位學生和教職員工受

到傷害。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表

示，飛機必須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和

程序來傾倒燃油。這樣燃油才會在

抵達地面之前霧化，然後擴散。聯

邦航空管理局正在對這起事件進行

進一步調查。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高

院法官裁定，由於已存在適用的聯

邦法律，加州新 AB5 法不適用於

加州的獨立卡車司機。新 AB5 法

通過建立一組測試模型確定工人的

僱員身份，從而遏制企業對獨立

承包商的使用。而作為僱員的工人

則有權獲得法定的最低工資和福

利。威廉 · 海伯格法官（William 

Highberger）認為，不應把擁有卡

車並運營的司機歸為某運輸公司的

僱員，因違反國會制定的“聯邦州

際貿易法”，而該法的“統一規則適

用於全美 50 個州”。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從周日

(1 月 12 日）起，位於洛杉磯市中

心的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MOCA) 將 提

供免費門票。遊客可以免費參觀

MOCA Grand Avenue 和 Geffen 

Contemporarary at MOCA。 博 物

館官員表示，這一舉動的目的是為

了減輕遊客的經濟負擔，使得欣賞

藝術品成為一項不需要花錢的活

動，並能鼓勵遊客多次參觀博物

館。洛杉磯市長埃里克 · 加塞蒂表

示，“洛杉磯現在是世界藝術之都，

但我們要確保這不僅是給那些有能

力負擔得起的人，而且是整個洛杉

磯的市民。”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大過去幾
年來，野火給加州帶來沉重損失 。
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新年度
的財政預算，計劃投入更多資金預
防和應對野火災害。

紐森的計劃著重於應對和減少
野火，包括 ：五年內給加州消防局
增加 677 個新職位 ；投入 9000 萬美
元開發新技術及預測中心，以便更
好地預測、追踪和撲滅山火 ；為減
少引發野火的植被，要求立法局持
續每年 2 億美元的撥款 ；另外撥出
1 億美元資金用於立法局的試點項

目──強化野火高發區住宅的防火
功能。

紐森在一份聲明中說，去年，
加 州 消 防 員 共 奮 戰 超 過 7800 起 野
火，雖然比 2018 年的人員傷亡及建
築損失大為減輕，但“未來打擊野
火仍然是州府的頭等大事”。

去年，儘管野火損失減少了，
但電力公司為預防野火而大面積地
斷電，也給加州帶來了新挑戰。紐
森 打 算 一 次 性 撥 款 5000 萬 美 元 資
助重要服務機構設置備用電力。此
外，紐森還呼籲州議會批准 5 億美

元資金，在高野火風險的低收入區
強化用水設施、緊急避難所和及其
它重要基礎設施 ；另外，給城市直
到 2025 年的防洪項目撥發 3.4 億美
元資金，還有 2.7 億美元用於防洪
和恢復工作。

州 長 辦 公 室 表 示， 紐 森 還 建
議 每 年 撥 款 2.5 億 美 元（ 為 期 四
年 ），創建“氣候催化劑再生貸款基
金”（Climate Catalyst Revolving Loan 
Fund），幫助小型企業和組織投資
諸如可再生氣候智能農業等項目，
以達到州府的減排目標。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優 步 公
司（Uber）為乘客提供了4 位數的密
碼，以確保他們不搭錯車。

Uber 週二（1 月 7 日）在美國和
加拿大推出了新功能，並表示這兩
個國家 / 地區的所有乘客將在本週
末之前能夠使用密碼。事情起因是
源於 21 歲的薩曼莎·“薩米”·約瑟
夫 森（Samantha “Sami” Josephson）

的謀殺案，她去年 3 月坐進一名假
冒 Uber 司機的汽車後被謀殺。她的
屍體後 來在 65 英里（105 公里）外
的樹林中被發現。自那時以來，各
州一直爭取 提高 Uber 駕駛 員的安
全要求。在約瑟夫森長大的新澤西
州，該州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叫車
司機在汽車的前擋風玻璃和後窗上
顯示識別標誌。北卡羅來納州通過

了一項法律，要求 Uber 和 Lyft 駕駛
員顯示可以點亮的招牌。

有了新功能，Uber 會向乘客發
送 4 位數的個人識別碼（PIN）。然
後，在上車之前，乘客告訴駕駛員
密碼。駕駛員將密碼輸入到應用程
序中，如果一切都匹配，則乘客會
收到一條通知，告知“您的乘駕已通
過驗證”。 ※

無家可歸者。

洛縣方面，巴傑的辦公室也確

認，曾與卡森單獨電話溝通，後續

還會有更多的電話協商。巴傑的發

言人貝爾（Tony Bell）說：“我們

想要任何可以幫助解決遊民問題的

援助。”“精神健康援助首當其衝，

還有職業技能培訓和幫助退伍軍人

等。”

加州一直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自詡為反川普政府的總部。洛杉

磯市府官員以前也一直抱持敵對

情緒，如今，加西提辦公室已經證

實，加西提將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

市長冬季年會期間（1 月 22-24 日）

與卡森會談。本週稍早，加州州長

紐森（Gavin Newsom）表示，將

要求州議員撥款 14 億美元來緩解

遊民問題。目前，加州政府在洛杉

磯與聯邦政府協議間扮演的角色尚

不清楚。

也清理遊民，也提供住房與醫

療

週三，卡森也發推文，表示希

望與加西提和巴傑“建立新的合作

關係”讓“洛杉磯居民受益”。聯邦

政府的策略一向著重清理遊民聚集

地，清除貧民區（Skid Row）內

經法院裁決應該拆除的帳篷區。

最近卡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採訪時依然表示，應該放手

讓警察執法，以便現在就可以將游

民移除，並安置到過渡地點。

卡森去年 9 月曾經訪問洛杉

磯，參觀了被遊民營地堵塞的庇護

所和街道。同行的司法部官員也會

晤了洛市警察工會代表與洛縣警署

官員，討論了法院裁決限制了洛市

警局掃蕩遊民營的能力。

卡森訪問洛杉磯時曾與貧民區

無家可歸者收容站 Union Rescue 

Mission 的高管安迪 ‧ 貝爾斯牧師

（Rev. Andy Bales）會晤。貝爾斯

去年 11 月在聽說聯邦即將提供協

助後表示歡迎，說該收容所已經與

川普政府官員合作了數月。

週四，貝爾斯高興地表示，是

眾人的“祈禱生效了”，拒絕透露姓

名的白宮官員告訴他，川普政府將

提供可興建緊急庇護所的聯邦土地

以及醫療服務所需資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