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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托運自助系統

加州將啟動房屋地震加固補貼金申請

地檢署為17萬時代華納用戶索賠

橙縣柯斯塔梅莎拒新冠病毒撤僑

2 月 22 日，柯斯塔梅莎市府官員召開記者會，反對聯邦政府將新冠病毒撤僑安排在該市的 Fairview 發展中心。 （柯斯塔梅莎消防

局提供）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上週五，

聯邦法官批准了加州橙縣柯斯塔梅

莎市（Costa Mesa）申請的一條臨

時禁令，禁止州府和聯邦機構將新

冠病毒患者轉移到該市 Fairview

發展中心進行隔離。但是在周日

（23 日），聯邦機構卻對此做出回

复，說市府的反對過於倉促，缺乏

根據，起了極大的干擾作用。

被市府提告的聯邦機構包括：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國防部、空軍

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他們說，該市干預聯邦機構對公共

衛生危機的處理是越界了。

聯邦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正在評

估 Fairview 發展中心是否可容納

目前隔離在北加州特拉維斯空軍基

地的患者。他們在向聯邦地方法院

提交的回復中說：“迫切需要安置

那些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的疏

散人員”，“家庭隔離無法提供相同

級別的監護”。

加州健康與公共服務部上週末

早些時候也發出聲明說，Fairview

是“正在考慮的可能地點之一”，但

未詳細說明其它可能的地點。截至

週日，尚不確定 Fairview 是否會

成為最終選擇。

位於港口大道 2501 號（2501 

Harbor Blvd. ）的 Fairview 開發中

心是州政府資產。它於 1959 年開

放，在 1967 年頂峰時期，容納了

2700 名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成年

人，但現在幾乎已經空置，預計會

很快關閉。

上週五，柯斯塔梅莎市府官員

在得知聯邦計劃將 COVID-19 患者

送往 Fairview 後立刻提起法律訴

訟。官員說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引

發了大眾對公共健康安全的擔憂。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去年 12 月

在武漢爆發後，現已傳到包括美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一，文

圖拉縣海軍基地，簡稱 NBVC，指

揮官和文圖拉縣官員發表聲明確

認，NBVC 將用於安置經由洛杉磯

國際機場返美、有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風險的美國人。美國衛生和公共服

務部在聲明中說，國防部已經在全

美安排了多個隔離點。 NBVC-Point 

Mugu 是被確定適合的隔離點之一，

此舉是公共衛生預防的緊急應對。

經證實多個州都正在監控數百名可

能的感染者。  ※

【看中國洛杉磯訊】    距離科比

因直升機事故去世已經快一個月的

時間，這起事故造成了多人身亡，

其中包括湖人的傳奇人物科比 · 布

萊恩特和他的女兒吉安娜。科比的

追悼會 24 日早上 10 點開始在斯台

普斯中心舉行。儅時有兩萬多人在

斯台普斯中心中悼念 41 歲的湖人

球星科比和他 13 歲的女兒。在悼

念活動期間，斯台普斯中心室外的

屏幕將變暗。官員建議沒有門票的

人不要來到斯台普斯中心附近，以

免造成交通擁堵。斯台普斯市中心

的大屏幕將不會播放館內狀況，但

可在家中觀看現場直播的情況。※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一，法

官宣布將 Costa Mesa 城市一建築

物變為新型冠狀病毒隔離場所的

計劃暫時被推遲。下一次聽證會

定於 3 月 2 號。聯邦政府本來想

把 Costa Mesa 城 市 的 Fairview 

Development Center 變成新型冠

狀病毒隔離場所，來容納 30 到 50

名被感染的患者。這些患者現在居

住在特拉維斯空軍基地，正在被隔

離中。這項計劃本來預計於 2 月

23 日開始，但是在兩天前，Costa 

Mesa 才獲得地區法官的臨時限制

令。當地的居民對聯邦政府本來的

計劃感到不安。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一，

long beach 和 LA 港口簽署了一項

協議，宣布將進行合作。合作的目

的是改善貨物運輸性，連通性，勞

動力發展，網絡安全等等。Long 

beach 和 LA 港口， 作為亞洲市場

和美國市場貿易往來的重要通道，

合作之後，會發展的更好。港口官

管表示，合作會幫助解決運營問

題，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可持續

性，業務連續性和安全性。合作後

的第一步是為兩個港口的工作人員

制定工作計劃，創建工作小組，並

為協議中的每個領域制定目標。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從週二開

始到未來的四到八個月內，洛杉磯

國際機場將開始測試一種用於乘客

自助行李托運的系統，地點位於售

票大廳 B 和 C 的 Tom Bradley 國

際航站樓。洛杉磯世界機場臨時首

席執行官賈斯汀 · 厄爾巴奇（Justin 

Erbacci）說：無縫、高效、便捷

的旅客體驗是創建世界一流機場的

關鍵。通過集成最先進的自助式行

李托運技術，改善旅客旅程的每一

步，我們將繼續將 LAX 從內到外

轉型。機場官員表示，他們將密切

監視系統的處理時間、成功交易的

數量以及失敗的數量和類型。該數

據將用於評估和完善程序。 ※

【看中國洛杉磯訊】    3 月 19 日

開始，加州將再次啟動最高 3000 美

元的地震加固補貼金計劃。從地震

加固獎勵計劃（Earthquake Brace 

+ Bolt，簡稱 EBB）重新開放申請， 

詳情請見網站 earthquakebracebolt.

com。該計劃由加州住宅減災項目

（California Residential Mitigation 

Program）管理，該項目最近從聯

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獲

得了 2300 萬美元的住房減災激勵

資金，其中 1000 萬美元已用在了

2019 年的項目，而 1300 萬美元是

今年的配額。到目前為止，EBB 計

劃已向 1 萬名房主提供了總額 3000

萬美元的加固補貼。

據統計，加州約有 120 萬幢房

屋存在缺陷，估計無法抵禦強震，

包括 1980 年之前建造的房屋，尤

其是 1940 年前建造的、底層是車

庫或帶爬行空間的軟結構房屋。這

些房子因為與地基結合不夠牢固，

遇到地震可能會導致房屋與地基

脫離，甚至坍塌。通常的解決方

法包括將房屋用螺栓固定到地基

上，並在爬行空間周圍加膠合板

進行加固。加固工程約 2-3 天可完

成，必須獲得地方政府的許可證才

能進行。EBB 此次將符合資格的

郵編區擴大到了 355 個，新增包

括聖蓋博谷地區城市：亞凱迪亞

（Arcadia）、阿祖薩（Azusa）、鮑

德溫公園（Baldwin Park）、柯汶

納（Covina ）、科羅納（Corona）、

格 蘭 多 拉（Glendora）、 爾 文

岱 爾（Irwindale）、 蒙 特 貝

羅（Montebello）、 蒙 特 利 公 園

（Monterey Park）等等。有需要的

居民可以了解申請。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河濱縣地

檢署宣布與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

（Time Warner Cable） 達 成 一 項

1,880 萬美元的和解協議，代表加

州各地的 17 萬多名客戶針對網速

問題獲得索賠。

地 區 檢 察 官 海 斯 特 林

（MikeHestrin）說：對河濱縣居民

來說，得到公平對待十分重要，“公

司必須絕對遵守法律。如果他們不

這樣做，那麼這個巨大和解（賠

償）協議就是潛在的後果”。

檢察官指控時代華納有線電視

公司從 2013 年開始使用非法的商

業行為，即使用誤導性廣告手段誘

使消費者為公司無法提供的高速互

聯網服務付費。

國在內的世界 30 多個國家。柯斯

塔梅莎市在申請法庭禁令的文件中

說：“這種具有高度傳染性和致命

性疾病在沒有已知的疫苗或治愈

方法，已經殺死了數千人”，而州

和聯邦政府在實施其計劃時沒有試

圖納入地方官員。該市將力圖阻止

COVID-19 患者進入柯斯塔梅莎，

“直到進行了充分的現場調查，確

定了適合該目的的指定地點，所有

必要的防護措施和預防措施已經到

位，公眾和當地政府已獲悉所有為

減輕該疾病傳播風險的努力”。

市長卡特林娜 • 弗利上週五表

示：“我們最大的擔憂是，我們對

計劃的製定全然不知。我們不知道

有多少人。我們不知道疾病的嚴重

程度。我們不知道要多久。我們不

知道治療方案會怎樣。我們不知道

是否允許人們出入。”

該市緊急服務部經理傑森·登

普西（Jason Dempsey）在法庭文

件中說，加州緊急服務辦公室、橙

縣緊急管理部門和縣醫療機構的代

表星期四晚上給他打電話，並告訴

他 Fairview 的建築物週日就要被清

理，以安置 30 至 50 名 COVID-19

感染者。

他說，任何在特拉維斯空軍基

地被診斷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加

州居民都將被送到 Fairview。如果

他們需要醫院護理，他們將被送往

橙縣醫院。

登普西通知了市議會，該市議

會在星期五下午舉行了一次緊急閉

門會議，在該會議上，該委員會一

致投票決定申請臨時限制令。該命

令於當晚由美國地方法院法官約瑟

芬 · 斯 塔 頓（Josephine Staton）

批准，以防止任何感染或暴露於

COVID-19 的人在周一下午 2 點舉

行聽證會之前被運送到柯斯塔梅莎

市內的任何地方。

聯邦機構在應訴文件中說，67

名加州居民，包括橙縣居民，是從

日本鑽石公主號遊輪上撤離並在特

拉維斯空軍基地隔離的美國人。根

據法庭文件，他們已經被檢測呈陰

性，但由於仍可能生病而被隔離。

文件說，如果選擇 Fairview

作為安置地點，則聯邦政府將負

責“詳細的安全、衛生、食品、醫

療、案件管理和後勤”。

文 件 還 說：“對 於 那 些 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但未出現症

狀的人來說，無需住院。”

Fairview 發展中心周圍有幾個

老年和殘疾人公寓，他們對可能有

新冠病毒感染者進駐表示了擔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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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賠案是由河濱縣，洛杉磯縣

和聖地亞哥縣的地方檢察官在洛杉

磯縣高等法院提出的。

根據和解協議，將給符合資格

的用戶直接提供總共 1,690 萬美元

的賠償。大部分退款將通過通過

Spectrum（時代華納母公司）的每

月賬單自動返還給客戶。

此外，所有加州的時代華納互

聯網客戶都將獲得兩種免費服務之

一。有線電視訂戶將獲得三個月免

費收看 Showtime（如果他們尚未

訂閱該頻道）、價值 45 美元的服

務。只有互聯網的訂戶將獲得一個

月的免費 Spectrum Choice（娛樂

串流服務），價值約 40 美元。

時代華納有線公司還同意向該

案的三個起訴機構支付 190 萬美

元，以支付與調查和起訴相關的費

用。金額將在這三個機構之間平均

分配。

時代華納還同意禁止對在高峰

時段無法持續交付的互聯網速度進

行廣告宣傳。該公司還必須確保為

其客戶提供能保障網速的設備。

有些客戶收到過時的調製解調

器，使他們無法獲得所購買的網

速。其它客戶則為時代華納支付了

它自知無法提供的更高網速。這些

客戶有資格獲得大約 90 美元的一次

性信用額。少數既收到過時  調製解

調器和又支付了高網速的消費者將

有資格獲得大約 180 美元的信用額

度。 Spectrum 必須在 60 天內自動

向所有符合條件的消費者發放這些

信用額。

時代華納有線公司在該案的調

查和解決方面進行了合作，但拒絕

承認有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