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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要 
 

COVID-19 疫情给波特兰社区成员、组织和企业带来了严重和长期的公共卫

生、经济和社会影响。通过地方财政复苏基金 (Local Fiscal Recovery 

Funds) 计划，《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直接向波

特兰市注入了第二笔主要的联邦救济资金，使我们有机会有意识地采取紧急

行动，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所需的稳定和关怀。 

 

2021 年 3 月，波特兰市长 Ted Wheeler 指示他的首席行政官和波特兰经济

和城市发展机构执行主任召集并主持经济救济和稳定协调委员会 (Economic 

Relief and Stabilization Coordinating Council, ERSCC)。 

 

他责成该小组为该市的第一轮美国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 (LFRF) 制定并

推荐投资方案。 

 

根据波特兰市议会确定的无家可归、社区安全和经济稳定等优先事项，指示

该小组制定方案，来应对 COVID-19 在波特兰的影响。 

 

2021 年 7 月 28 日，市议会批准了拟议的投资方案，其中分配了近 6400 万

美元的 LFRF 资源。此前，议会曾采取行动，将大约 4000 万美元的 LFRF 资

源分配给 21/22 财年的市预算，作为本市年度预算流程的一部分。 

 

这两项行动共同分配了本市地方财政复苏基金资源的首轮全额奖励。 

ERSCC 提议的投资方案支持三个投资优先领域的项目：社区卫生和安全；

家庭稳定；以及企业和商业区的稳定。这些投资领域由社区和独立的经济分

析确定，并得到市议会的确认，是本市应对 COVID-19 的首要任务。整个投

资方案中都包含着对社区伙伴组织能力建设和改善与这些团体的伙伴关系的

承诺。市议会通过其预算程序，另外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收入替代，以确保

对我们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服务的连续性。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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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的投资与俄勒冈州和摩尔特诺玛县 (Multnomah) 的投资相协调，俄勒冈

州将获得 26 亿美元的投资，摩尔特诺玛县将获得 1.58 亿美元的投资。本市

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不会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州和县重复投资。例如，我

们的管辖区将分别投资无家可归、住房稳定、家庭援助、企业稳定和劳动力

发展各领域，提供分散但统一的工具，以满足我们居民的需求。 

 

本市投资将为面临失去家园风险的家庭和个人带来经济稳定，支持当地企业

和非营利组织努力重新开业和复苏，并为受暴力增加影响或面临暴力增加风

险的家庭提供上游服务，这些暴力影响了受 COVID-19 毁灭性经济和社会影

响的全国各地社区。 

 

为了进一步实现总统“更好地重建”的目标，波特兰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强有力

的公平视角，投资于即时经济救助和支持，为公平、安全、可持续的经济复

苏奠定基础。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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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 
 

波特兰市议会通过 2021-2022 财年预算程序拨款约 4000 万美元，在后来的

另一项预算行动中拨款约 6400 万美元。 

在市预算中，市议会将救助计划 LFRF 的资源优先用于保障关键政府服务的

连续性，在收入替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和重要的经济复苏行动方面

进行投资。 

市经济救济和稳定协调委员会 (ERSCC) 后来制定的更大的投资方案根据以下

三项指导原则形成： 

1. 市反种族主义、公平、语言无障碍和透明度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过

程、优先事项和成果，确保 BIPOC 社区和最弱势的波特兰人受益。 

2. 优先投资救济和稳定活动，这些活动以数据为依据，解决无家可归问

题并预防无家可归、保障社区健康与安全以及解决个人、企业和社区

面临的 COVID-19 经济挑战。 

3. 确保本市能够提供关键服务，将投资与其他公共和私人投资结合起来

（包括区域合作），并为社区定位以实现长期复苏，从而有效地管理

金融和其他资源。 

 

以这些指导原则为出发点，ERSCC 制定了一项分配提案，该提案以社区意

见为基础，符合市议会的最高优先事项，由数据驱动，并与县和州的投资相

协调。 

这种方法产生了一套方案，它补充了市议会 6 月份在市预算中做出的分配决

定，响应了我们社区的需求，并以有关我们的经济如何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

市资源如何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实时数据为基础。 

 

本市救助计划 LFRF 分配方案还建立在 2020 年制定的新方法的基础上。当

疫情来袭时，我们的紧急协调中心 (Emergency Coordination Center, ECC)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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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放弃“为最多数人谋得最大利益”的方法，转而采取一项以受疫情打击最

严重的社区为重点的战略。 

 

体制障碍和系统性压迫使黑人和原住民社区、有色人种社区、低收入工人、

无家可归者、老年人和残疾人或存在潜在健康状况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疫情带

来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影响。本市力求在其预算、政策和计划决策中以这些社

区为中心。 

 

本市第一轮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投资属于美国财政部定义的以下支出

类别： 

✓ 负面经济影响 (EC 2) 

✓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EC 3) 

✓ 收入替代 (EC 6) 

✓ 行政管理 (EC 7) 

 

我们还未向公共卫生 (EC 1)、保费支付 (EC 4) 或基础设施 (EC5) 类别的项目

分配资源。 

 

由这些第一轮资源资助的工作将支持波特兰家庭和个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实现安全、可持续、公平的重新开放和复苏。 

 

除了救助计划 LFRF 资金外，波特兰市还收到以下金额的紧急租赁援助资

金。我们将把这些紧急租金援助资金转交给我们由 40 多个特定文化的社区

组织组成的网络，以便负责接收、管理案例以及向最需要的家庭提供租金援

助。 

 

• 19,647,973.30 美元的 ERA-1 

• 15,546,521.70 美元的 ERA-2 

• 9,639,287.40 美元的 ERA-2 高需求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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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市还通过《应对冠状病毒的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 获得了以下资金： 

• 9,640,943 美元的社区发展整笔拨款 

• 16,979,685 美元的紧急解决方案拨款 

• 为艾滋病患者提供 249,909 美元的住房机会 

 

这些资金共同支持了以下方面的投资：扩大冬季住所容量；租金援助；支持

服务；安全的汽车旅馆庇护所；街头宣传；以及对签约服务提供者的支持，

包括为一线工人提供的危险津贴。 

 

我们的投资将稳定我们的家庭，保护波特兰独特的经济和我们最弱势的居民

免受疫情最严重的影响，并为强劲而持久的复苏做好准备。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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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平的结果 
 

在疫情初期，波特兰市议会确立了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其应对 COVID-19。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通过的议会决议中，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

以气候和公平为中心，并在预算决策中优先考虑财政灵活性、公平、弱势群

体的需求和气候行动。 

 

在同一行动中，议会采用了 COVID-19 公平工具包，为制定与我们的疫情应

对措施相关的政策、实践和程序提供指导。该决议还指示市公平和人权办公

室 (Office of Equity and Human Rights) 与局里的公平经理和实践人员、市

预算办公室 (City Budget Office) 和社区合作伙伴合作，在我们的应对行动

中以本市的公平目标为中心。 

 

由 80 多个社区伙伴组织的意见形成的公平工具包是本市工作人员的指南和

资源。它包括关于如何在应对计划和行动的设计和实施中使用结果问责制方

法的信息；以及各种地方和联邦法规规定的我们的法律义务。 

 

这项立法行动建立在之前市议会促进公平的行动基础上。自 2015 年以来，

波特兰市议会已： 

• 批准全市种族平等目标和战略。 

• 指导全市各局制定和实施种族平等计划。 

• 建立了预算公平评估工具，以确保在市预算过程中考虑到各局制定的

种族平等计划和 ADA 过渡目标。 

• 指导市公平和人权办公室，制定全市范围内与《民权》(Civil Rights) 

第六章和《美国残疾人法》(ADA) 第二章有关的政策和问责措施。 

 

该立法机构为 CARES 资源和其他应急响应工作的优先顺序制定了方案，并

指导了市议会今年对救助计划资源的分配。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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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通过两项行动分配了本市的第一轮地方财政复苏基金：本市 2021-

2022 财年预算中约 4000 万美元，7 月 28 日在一项单独的预算行动中约 

6400 万美元。作为 7 月 28 日行动的一部分，提案需要确定项目将如何产生

公平的结果，以及项目对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此信息是市议会审查提案时

的一个关键考量因素。 

 

在本市从 2020 年开始与社区开展深入合作的前提下，以及市议会以公平和

气候目标为中心的方向指导下，本市的投资方案优先考虑受疫情破坏性经济

和社会健康影响最大的人群和社区：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家庭及工人；

移民和难民；残疾人；无家可归者；以及小企业，尤其是有色人种拥有的企

业。我们几乎所有的计划投资都属于负面经济影响 (EC 2) 或为受到严重影响

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EC 3) 类别。 

 

作为市预算的一部分，市议会批准为一个内部团队提供资金，以支持实施救

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该实施团队包括项目管理、公平战略分析、数据

和报告分析、采购、拨款管理、沟通和政府关系能力。 

 

公平战略分析师职位设在市公平和人权办公室，将： 

• 为项目团队和 BPS 数据分析师提供工具和指导，以帮助制定项目指

标。 

• 为项目团队提供指导，确保项目达到公平目标。 

• 审查向美国财政部、市议会和社区提交的报告，以确保将公平纳入业

绩衡量标准以及衡量进展的指标中。 

• 将 ARP 报告和指标与局特定的种族平等计划等同时进行的工作协调起

来。我们的目标是在局一级和全市范围内已经完成的良好工作的基础

上，利用这些资金的数据收集和报告，继续改进我们整体的计划和服

务系统。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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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正努力最终确定项目工作范围和计划设计；确保我们的项目团队接

受《联邦规则汇编》(CFR) 第 2 篇第 200 条和《美国救助计划法案》要求的

培训；并制定拨款、合同和政府间协议。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要求项目团

队： 

• 提供信息，说明他们为未得到充足服务、边缘化或受到不利影响的群

体提供服务的计划。 

• 列出具体的结果和成果指标以及目标。 

o 实施团队与项目团队合作，使用结果问责制 (Results-Based 

Accountability, RBA) 来确定可持续的一致指标，以衡量项目业

绩和对公平结果的影响。RBA 流程从最终结果或成果开始，然后

一步一步地追溯，以确定关键的计划指标来衡量实现成果的进

展。 

• 确定在提高重点群体意识和获取服务机会方面的潜在挑战，并说明他

们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 描述他们的项目如何将经济和种族平等作为目标。 

 

公平战略分析师以及数据和报告分析师（设在我们的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局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的职位）将与项目团队合作，完善

报告指标和计划设计，并制定数据收集指南和数据管理方法，以确保及时、

透明、负责任地向议会和社区报告。我们期待在今后的报告中提供有关我们

进展的定性和定量最新情况。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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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 
 

本市 COVID-19 公平工具包将社区参与需求确定为结果问责制方法的一部

分。这种方法包括确定项目团队在进行计划设计和决策之前能够真正参与并

告知受影响社区的方式。该流程还强调了了解与受影响社区之间的历史关系

以及确定如何重建受损的信任关系的必要性。 

 

早在 2020 年 3 月，波特兰市就有意识地与社区组织、领导人和成员合作，

以确保我们的投资决策反映的是社区定义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决策者定义的

需求。 

 

这 16 个月的参与包括现有和新的委员会和重点对象，以确保我们利用已经

融入本市流程的专业知识，并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新的见解和视角。 

 

例如，市联合志愿者信息中心 (Joi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Center) 与 80 

多个社区伙伴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帮助制定了本市 COVID-19 公平工具包，

并且实施伙伴关系：本市的 ECC 利用市和联邦救济资金与这些团体合作，

提供基本的家庭用品、符合文化的食品盒以及有关资源和服务的可获取信

息。这些值得信赖的社区组织帮助制定了这些应对措施，并将其告知社区成

员。 

 

另一项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本市与其经济复苏工作组之间的合作关系，该工

作组于 2020 年 3 月成立，其中包括 70 多个外部合作伙伴。该机构就经济

稳定和复苏干预措施向议会提出建议，帮助确保我们的投资符合我们社区的

具体需求。 

 

最近，Wheeler 市长制定了五项行动表，以塑造以下类别的活动： 

1. 清洁和绿色 

2. 企业重新开放和成功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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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活动 

4. 安全和同情 

5. 声誉恢复和品牌重塑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成立已久的波特兰住房咨询委员会 (Housing 

Advisory Commission) 和新成立的 COVID 租金援助提供者网络 (Rent 

Assistance Provider Network) 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为本市的住房稳定应对

措施提供指导。 

 

与 Reimagine Oregon 的对话；由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企业主组成的焦

点小组；市联合志愿者信息中心 (Joi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Center)；以

及街头草根大使计划 (Street Roots Ambassador Program) 也为本市的投资

战略和分配提供了信息。 

 

市议会对波特兰地方财政复苏基金的投资提供了与各种社区组织合作的机会 

– 其中一些组织与本市已有关系，而另一些是新成立的。我们将利用这个机

会在我们的合作伙伴中进行能力建设，包括提供培训，让他们了解成为联邦

资金的次级接受方和/或市政府的承包商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运作。通过提

供这些资金，我们希望培养一批社区团体，他们在公共资金方面具有竞争

力，他们深深扎根于社区并与社区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些资金到期后仍能

继续与本市合作。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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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 
 

本市没有为资本项目分配任何资金。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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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通过由市经济发展机构执行董事和市首席行政官员共同领导的合作

过程，并有市议会办公室和各市局代表参加，分配了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

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此过程以 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深入的社区参与为

依据，并以市议会的共同优先事项和本市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2021 年 7 月 28 日，市议会批准了大约 6400 万 LFRF 美元的拨款。此前，

他们曾在 6 月份从市政府预算中拨款约 4000 万美元。 

 

这些拨款分布在大约 30 多个计划和行政项目中。自 7 月下旬市议会确定本

市的第一轮奖励投资方案以来，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建立必要的结构，以满

足美国财政部以及我们自己严格的报告和问责要求。 

 

我们正在迅速完善这些项目的范围，将必要的合同或次级接受方协议落实到

位，并建立全面的合规和报告流程。 

 

我们预计将结合使用循证干预措施的项目和将进行评估以建立证据基础的项

目，并期待在我们的下一份复苏计划业绩报告中提供关于我们项目证据使用

情况的全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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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支出类别划分的费用表 
 

类别 
迄今累计支出 

($) 

自上次复苏计

划以来花费的

金额 

1 支出类别：公共卫生     

1.1 COVID-19 疫苗接种   

1.2 COVID-19 检测   

1.3 COVID-19 接触者追踪 
  

1.4 聚集场所的预防（疗养院、监狱/拘留所、密

集工作场所、学校等） 

  

1.5 个人防护设备 
  

1.6 医疗费用（包括替代护理设施） 
  

1.7 应对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公共设

施的资本投资或实体设备变更 

  

1.8 其他 COVID-19 公共卫生费用（包括通讯、

执法、隔离/检疫） 

  

1.9 应对 COVID-19 的公共卫生、安全和其他公

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成本 

  

1.10 心理健康服务 
  

1.11 物质使用服务 
  

1.12 其他公共卫生服务 
  

2 支出类别：负面经济影响     

2.1 家庭援助：食物计划  
  

2.2 家庭援助：租金、抵押贷款和公用事业援助   
  

2.3 家庭援助：汇款  
  

2.4 家庭援助：互联网接入计划 
  

2.5 家庭援助：驱逐预防 
  

2.6 失业工人的失业救济金或现金援助 
  

2.7 工作培训援助（例如，部门工作培训、补贴

就业、就业支持或奖励） 

  

2.8 对 UI 信托基金的捐款* 
  

2.9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 $57,655.69 $57,655.69 

2.10 对非营利组织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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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迄今累计支出 

($) 

自上次复苏计

划以来花费的

金额 

2.11 对旅游、旅行或招待的援助 
  

2.12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3 其他经济支持   
  

2.14 重新雇用公共部门工作人员 
  

3 支出类别：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

务 

    

3.1 教育援助：早期学习   
  

3.2 教育援助：对高度贫困地区的援助 
  

3.3 教育援助：学术服务   
  

3.4 教育援助：社交、情感和心理健康服务  
  

3.5 教育援助：其他   
  

3.6 健康的童年环境：儿童保育   
  

3.7 健康的童年环境：家访   
  

3.8 健康的童年环境：为参与儿童福利系统的寄

养青少年或家庭提供服务  

  

3.9. 健康的童年环境：其他  
  

3.10 住房支持：经济适用房  
  

3.11 住房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  
  

3.12 住房支持：其他住房援助   
  

3.13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其他  
  

3.14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社区卫生工作者或福

利导航员  

  

3.15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铅治理 
  

3.16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社区暴力的干预措施  
  

4 支出类别：奖金     

4.1 公共部门雇员 
  

4.2 私营企业：对其他雇主的补助  
  

5 支出类别：基础设施     

5.1 清洁水：污水集中处理 
  

5.2 清洁水：污水集中收集和输送 
  

5.3 清洁水：分散污水 
  

5.4 清洁水：合流污水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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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迄今累计支出 

($) 

自上次复苏计

划以来花费的

金额 

5.5 清洁水：其他污水基础设施 
  

5.6 清洁水：雨水 
  

5.7 清洁水：能源节约 
  

5.8 清洁水：水资源保护 
  

5.9 清洁水：水环境非点源  
  

5.10 饮用水：处理 
  

5.11 饮用水：传输和分配 
  

5.12 饮用水：传输和分配：铅治理 
  

5.13 饮用水：来源 
  

5.14 饮用水：贮存  
  

5.15 饮用水：其他水利基础设施 
  

5.16 宽带：“最后一英里”项目 
  

5.17 宽带：其他项目 
  

6 支出类别：收入替代     

6.1 提供政府服务 
  

7 行政及其他     

7.1 行政费用  $1,674.17 $1,674.17 

7.2 评估和数据分析  
  

7.3 转至其他政府单位 
  

7.4 转至非授权单位  

（仅限州和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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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清单 
 

波特兰市议会已经批准了一些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的项目。下面的情

况说明对每个项目进行了总结。 

 

解决波特兰的垃圾和破坏行为（规划和可持续性） 

#16 $765,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COVID 疫情导致本市垃圾、涂鸦和破坏行为大幅增加。本市的复苏需要正面解决这些

问题。从餐馆外带食物包装的增加导致垃圾堆到垃圾桶外，公园和自然景点的游客大幅

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的乱扔垃圾情况，到服务减少以及街道两侧堆满了垃圾和碎屑，

COVID 的影响显而易见。通过加强公共垃圾处理服务，扩大公共街道的清洁力度，并

确保受损的企业被迅速封锁，免受破坏，该提案将确保本市复苏这方面的问题得到解

决。 

主要行动 

北波特兰将额外增加 200 个垃圾桶，目前本市的公共垃圾桶计划未对该地区提供充足

的垃圾桶。社区和商业区中较旧以及较小的垃圾桶也将得到更换。BPS 员工将与承包商

合作，及时清除公共垃圾桶旁成堆的碎屑，并清理和修复损坏的垃圾桶。 

大致时间表 

• 2021 年 8 月至 9 月 – 更换垃圾桶。 

• 2021 年 10 月 – 与清理承包商达成协议。 

• 2021 年 11 月 – 清理承包商开始工作。 

• 2022 年 3 月 - 北波特兰垃圾桶安装完成。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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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作伙伴 

Go Lloyd、波特兰商业联盟 (Portland Business Alliance)、珍珠区社区协会 (Pearl 

District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COBID 认证运输商、北波特兰社区服务部 

(North Portland Neighborhood Services)、创业波特兰 (Venture Portland)、社区协会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商业区、小企业。 

关键落实指标 

• 北波特兰安装 200 个新垃圾桶。 

• 更换 50 个垃圾桶。 

• 垃圾桶旁边的垃圾堆在 72 小时内清理干净。 

结果衡量标准 

• 安装的垃圾桶数量 

• 更换的垃圾桶数量。 

• 授予 COBID 认证公司的合同价值。 

• 清理的垃圾重量。 

成果衡量标准 

• 垃圾桶投诉数量减少。 

• 提高公共垃圾桶的清洁度。 

• 垃圾投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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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波特兰的垃圾和破坏行为（波特兰运输局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18 $1,495,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通过提高大型碎屑的响应时间和街道清洁度，波特兰交通局将提高其社区和企业的宜居

性和经济健康度。这些增加的服务将支持 PBOT “处理”碎屑和道路内垃圾的工作，这种

现状影响波特兰市的公共健康和小企业成功。由于 COVID-19 的影响，我们保持适当

水平街道清洁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随着无家可归者营地清理工作暂停，本市道路内

的垃圾急剧增加。该项目将重点放在将道路状况恢复到 COVID 前的清洁和安全状态。 

主要行动 

提高道路内 (ROW) 大型碎片的清理和响应时间，并增加 2 名街道清扫人员，以支持更

积极主动的 ROW 清扫措施，清除 ROM 和社区中有害且通常危险的碎片。 

大致时间表 

初始项目概况、需求、资源和目标仍在最终确定中。虽然有一个纲要计划，但在实施这

个项目时所涉及的许多策略仍需制定出来。我们预计将在一个日历年内为服务落实准备

好人员和资源，并在 2024 年底截止日期之前完成项目。我们将花费大部分项目时间来

招聘和雇用合适的人员来完成这个项目内容。 

主要合作伙伴 

内部合作伙伴包括 ROW 的各种用户，以及可能识别 ROW 中危险碎片的各合作伙伴局

机构。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包括停车执法部门、废弃汽车团队、无家可归者营地清理

团队和工作。 

关键落实指标 

• 增加每月和每季度清扫街道的总次数。 

• 在基准响应时间基础上提高取走紧急大件物品的时间。 

结果衡量标准 

http://www.portland.gov/united


波特兰市 2021 年复苏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19 
www.portland.gov/united 

• 年度街道清扫总里程（住宅街道和主干道将达到额外的 3,000 英里，或主干道路缘

英里数增加 11%，住宅/当地街道路缘清扫英里数增加 50%）。 

• 可衡量的取走紧急大件物品的响应时间（将得到提高，运走和妥善处理约 110 立方

码垃圾的能力将得到增强）。 

成果衡量标准 

• 街道清扫将增加 3,000 英里的住宅街道和主干道，或主干道路缘英里数增加 11%，

住宅/当地街道路缘清扫英里数增加 50%。  

• 取走紧急大件物品的响应时间将得到提高，运走和妥善处理约 110 立方码垃圾的能

力将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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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波特兰的垃圾和破坏行为（波特兰警察局 

(Police Bureau)） 

#20 $75,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COVID 疫情导致本市垃圾、涂鸦和破坏行为大幅增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带来的宜居

性和商业挑战，波特兰警察局将在损害发生时迅速封锁企业，帮助防止进一步的损失，

同时支持我们商业社区的这些重要部分，这些部分已经因为 COVID 而受到伤害。 

主要行动 

如果企业的窗户或门在犯罪过程中受到损坏，波特兰警察局有义务在离开之前确保该企

业的安全。目前，PPB 使用全天候的承包商来封锁企业，然后向这些企业收取费用。这

可能会让许多企业主感到受到双重损失 – 除了维修外，还要支付任何盗窃或破坏产生的

费用。这些资金将补贴这些费用，并减轻步履维艰的企业的负担。这项倡议将支持企业

和店面，以帮助商业区，并解决破坏问题。 

大致时间表 

本项目将在资金到位后马上启动。项目的持续时间将视需要而定，但我们预计资金将在 

12-24 个月内使用完毕。 

主要合作伙伴 

PPB 将与波特兰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局 (Bureau of Planning & Sustainability) 的内部合

作伙伴合作，规划和制定该计划。为实施该计划，波特兰警察局计划与一家签订价格协

议的公司 Stanley C. Kennedy Enterprises, Inc.（商业名称为 1-800 BOARDUP）合

作。 

关键落实指标 

服务的企业和社区组织数量。 

结果衡量标准 

封锁补贴计划为企业节省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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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衡量标准 

给企业的用于封锁的发票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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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OneBlock 

#21 $4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该项目通过环境公正和土地管理来支持社区企业和社会成功；AOB 通过向志愿者提供

技术和工具来“收养”和照顾他们居住的街区或他们附近的街区，从而为当地社区提供服

务。直接关注清除社区中的杂物、垃圾和危险品，例如针头、废物和其他有害物品。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该计划一直是人们参与的安全途径，因为其重点是支持个人志愿

者在外部而非团体中的工作。这种建立安全友好社区应对疫情的模式，有益于波特兰的

社区企业以及支持它们的社区。 

主要行动 

清除所有公共场所的垃圾和杂物，包括但不限于住宅区、公园、商业区、步道，甚至是

排水道。 

大致时间表 

AdoptOneBlock 是一项持续的工作，旨在让我们的社区更干净、更快乐。资金将在收

到后立即拨付。 

主要合作伙伴 

AdoptOneBlock 正在与本市的清洁与绿色行动表以及志同道合的非营利组织、草根组

织和社区领袖合作。 

关键落实指标 

AdoptOneBlock 的使命宣言是“让世界变得清洁，一次清洁一个街区。”落实指标包

括： 

• 被称为“街区大使”的志愿者人数。 

• 街区收养的数量。 

• 社区里明显的改善。 

• 街区变得更干净，杂物和垃圾被清除。 

结果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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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OneBlock 将重点跟踪对不同群体的宣传和教育，以确保任何有兴趣参与该计划

的人都能获得资源。 

成果衡量标准 

• 街区收养率的趋势。 

• 地理位置以及它们与本市周边社区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比较。 

• 清除垃圾和 AdoptOneBlock 大使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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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解决垃圾问题的社区和市民生活项目 

#17 $25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COVID 疫情导致本市垃圾、涂鸦和破坏行为大幅增加。本市的复苏需要正面解决这些

问题。从餐馆外带食物包装的增加导致垃圾堆到垃圾桶外，公园和自然景点的游客大幅

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的乱扔垃圾情况，到服务减少以及街道两侧堆满了垃圾和碎屑，

COVID 的影响显而易见。随着整个城市的垃圾问题越来越严重，社区团体和个人志愿

者已经开始提供帮助。但是，这些清理工作需要越来越多的协助处理。通过向这些社区

志愿者提供处理援助，这项建议将确保本市复苏这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主要行动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垃圾清理的社区团体将获得处理援助。 

大致时间表 

24 个月。 

主要合作伙伴 

社区协会、商业区、非营利组织、SOLVE、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局、公园与娱乐部 

(Parks and Recreation)。 

关键落实指标 

• 100 个清理项目获得支持。 

• 清理的垃圾重量。 

结果衡量标准 

• 清理的垃圾数量。 

• 参与的志愿者人数。 

• 获得支持的社区团队数。 

• 获得支持的清洁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 公共场所的清洁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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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投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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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站的连续性 

#31 $2,400,000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住房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 (3.11*^) 

项目概况 

2020 年，本市在我们的社区各处设置了卫生站 – 便利厕所和洗手站，以确保整个社区

都能获得这一基本和必要的公共卫生资源。这项帮助无家可归者保持安全的风险缓解行

动是对 COVID-19 疫情公共卫生影响的直接响应，并且一直是一项重要的需求。 

主要行动 

为波特兰大约 130 个卫生站进行配置和定期维修服务。为了评估装置的配置情况，本

市与社区合作伙伴签订合同，对全市的装置进行同行研究。研究人员在每个地点用一周

的时间调查无家可归社区成员和有住房的社区成员，了解这些装置的使用和配置问题。  

大致时间表 

这笔拨款将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持续资助这些站点。 

主要合作伙伴 

最初的主要合作伙伴是市应急管理局 (Bureau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和摩尔特

诺玛县卫生部 (Health Department)。本市主要外部合作伙伴是 Rapid Response 

Bioclean、Central City Concern、Street Roots 和 Groundscore。 

关键落实指标 

卫生站的使用。 

结果衡量标准 

• 服务中的卫生站数量。 

• 卫生站服务频率。 

成果衡量标准 

• 波特兰无家可归者中 COVID-19 传播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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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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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应对技术工具包扩展 

#26 $3,5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家庭援助：互联网接入计划 (2.4*^) 

项目概况 

由于 Covid-19 疫情的持续影响，波特兰人面临着严重的干扰，并被大量说明宽带为何

必不可少的例证所包围。COVID 危机加速了经济、教育、社会活动和服务的数字化，

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和歧视，并导致出现新的不平等和歧视。所有的波特兰人都需要互

联网、设备以及远程工作、上课、获得医疗保健、申请政府福利、了解公共安全措施以

及与亲人保持联系的技能和能力。但是，长久以来，数字鸿沟对我们的有色人种社区和

残疾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数字鸿沟应对技术工具包扩展项目是由数字鸿沟工作组和数

字包容网络社区领导的一项集体工作，将解决数字不平等问题，为黑人、原住民和有色

人种居民以及残疾人和我们城市的老年人带来经济和社会利益。消除数字鸿沟是我们对

共同和持续经济复苏的愿景和贡献。在最近对一线服务社区组织领导人的调查中，我们

清楚地得知，设备、互联网服务和特定文化的数字素养培训对他们社区的复苏和繁荣至

关重要。有了 ARPA 的资助，我们将在 CARES 法案成功资助数字鸿沟技术套件项目

（500 万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满足当前和中期需求。社区成员一再告诉我们，

与互联网援助和培训相结合的设备仍然是最优先考虑的，并将满足当前的需求。 

主要行动 

通过紧急宽带福利（一项帮助支付互联网服务费用的联邦补贴计划），我们计划将有限

的 ARPA 资源集中在设备和数字素养投资上。我们将再次与最熟悉 BIPOC、残疾人和

老年社区的社区组织合作，分发设备并研究和提供数字素养支持。有资格申请该计划的

组织必须为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残疾人和/或老年人服务。 

大致时间表 

2021 年 10 月 - 2022 年 6 月。 

主要合作伙伴 

• 内部：卢比奥专员办公室 (Office of Commissioner Rubio)；社区与市民生活部 

(Community and Civic Life)；应急管理局 (Emergency Management)；房管局 

(Housing)；公园与娱乐部；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局；平等与人权办公室 (Equity and 

Human Rights)；其它：公共安全部 (Public Safety) 主管、美国运输统计局 (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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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数字鸿沟工作组和执行团队；数字包容网络。 

关键落实指标 

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居民、残疾人和老年人（“社区成员”）在使用数字设备方面遇

到了障碍，他们接受了设备和特定文化/能力的培训，以有效地使用它。 

结果衡量标准 

• 有设备的 BIPOC、残疾人、老年人（社区成员）的数量。 

• 培养新的能力，提供专门为社区成员设计的数字素养培训和技术支持的社区组织数

量。 

• 提供的文化数字素养培训和技术支持课程的数量，包括为残疾人提供的专门设置和

培训支持。 

• 在浏览订阅互联网服务的流程和选项（折扣计划和补贴）方面获得帮助的社区成员

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 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数字扫盲服务和支持的组织数量增加。 

• 为受到数字鸿沟和 COVID-19 严重影响的居民克服获取和使用技术的障碍。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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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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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及商业走廊振兴和激活措施顾问团队 

#9 $165,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 (2.9*^) 

项目概况 

实施短期零售和激活战略，重点是优先考虑由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拥有的企业和为

他们服务的社区组织。顾问将领导以下活动，以支持和提升受 COVID-19 疫情不利影

响的小企业和组织： 

• 营销和宣传活动，以在波特兰市中心和更广泛的城市范围内推广活动为特色。 

• 在空置的店面和相邻场所为临时使用的活动计划和执行快闪小企业活动和激活措

施。 

• 与社区组织合作，在关键社区企业地点和走廊举办社区活动并采取激活措施。 

主要行动 

• 策划和执行市场营销和宣传活动，以促进波特兰市中心和更广泛的城市范围内的活

动，这些活动以小企业和社区组织为特色，包括社交媒体、电子通讯和网站。 

• 在空置的店面和相邻场所为临时使用的活动计划和执行快闪小企业活动和激活措

施，包括与业主和小企业合作提供短期租赁机会。 

• 与社区组织合作，在关键社区企业地点和走廊举办社区活动并采取激活措施。 

• 在整体活动策划、安排与会者、沟通、公共卫生要求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 与交通局的健康企业许可计划 (Healthy Business Permit Program) 和波特兰公园与

娱乐部的许可部门协调激活工作。 

• 吸引并安排小企业、艺术家和社区合作伙伴参与活动策划。 

• 就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活动（例如老城区/唐人街的道路和街道的激活措施）以及按

季节进行的支持计划和协调活动提供建议。 

• 利用围绕营销、促销和场所激活措施的其他有组织的社区工作，包括 PDX 复苏和活

动以及声誉和品牌行动表。 

大致时间表 

尽快开始项目，实施期为 12 个月。 

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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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波特兰 (Prosper Portland)、运输局、波特兰公园与娱乐部、专员办公室 

(Commissioner Offices)、支持缺乏服务的波特兰人的社区组织，以及以 BIPOC 企业

主为重点的地区小企业。 

关键落实指标 

• 与目标利益相关者一起激活的广场和健康企业许可区域的数量。 

• 参与者的体验质量和反馈。 

• 社交媒体指标和相关网站的访问。 

• 参与的小企业、通知和售出产品的数量（如适用）。 

结果衡量标准 

• 参与组织和企业的数量。 

• 活动数量。 

• 利用的伙伴关系的数量。 

• 健康企业许可证和店面激活合作的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 使用公共场所的企业和组织的多样性增加。 

• 利用小企业和艺术家的店面激活措施增加。 

• 相邻室内/室外激活措施增加。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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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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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预防和辩护 

#13 $4,7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家庭援助：驱逐预防 (2.5*^) 

项目概况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包括保护公共卫生的必要措施，给社区成员，特别是低收入社区成

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严重的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社区成员，并加

剧了住房不安全感。该项目为面临驱逐的低收入租户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财政援助，以

应对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影响。失去住房会导致个人和家庭在住房中的人数加

倍，或者进入集体收容所，这两种情况都会增加 COVID-19 传播的可能性。研究人员

估计，2020 年夏季，驱逐导致多增加 43 万例 COVID-19 病例以及 1 万例死亡病例。 

主要行动 

为被驱逐或可能被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辩护服务和相关的财务结算援助。 

大致时间表 

在 2022-2023 财年尽早开始。 

主要合作伙伴 

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无家可归者服务联合办公室 (Joint Office of Homeless Services)、摩

尔特诺玛县青年和家庭服务部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法律服务提供者，以及其

他特定文化的社区组织。 

关键落实指标 

• 客户提供了意见和评估。 

• 客户提供了法律代表。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未收到法院判决。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未被驱逐并保留了住房。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即使没有保留住房，也能得到有利的协商解决。 

结果衡量标准 

• 客户提供了意见和评估。 

• 客户提供了法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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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衡量标准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未收到法院判决。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未被驱逐并保留了住房。 

• 有法律代表的客户即使没有保留住房，也能得到有利的协商解决。 

适用的强制性指标 

接受驱逐预防服务（包括法律代表）的人数或家庭数量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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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企业计划 

#23 $3,509,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企业运营提供道路空间，为社区成员提供更安全的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同

时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影响。疫情期间，户外空间对企业运营至关重要。出于安全考虑，

许多社区成员不愿意进入企业室内。孩子年龄太小而不能接种疫苗的家庭和免疫功能低

下的社区成员必须格外小心。可用的户外空间让企业能够留住客户并为社区提供服务。

户外空间还允许企业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员数量限制和其他公共卫生法规时保持连续

性。许多企业制定了其他的内部政策，以维护员工和客户的健康和安全。户外空间可以

让企业维持就业水平，保证收入，避免倒闭。 

主要行动 

本项目为企业运营提供道路空间。本项目非常注重客户服务。 

• 持续的宣传和认识：努力确保各种企业、企业协会和组织了解许可证计划和机会。

这些工作包括为计划制定提供信息的宣传活动以及旨在提高认识的伙伴关系。 

• 许可证申请处理：客户支持和技术援助，以确保申请人能够浏览申请流程。处理许

可证，以确保满足本市各项要求。 

• 交通工程服务：尽管许多许可证流程需要外部申请人单独获得交通工程服务，但该

计划为许可项目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交通工程。 

• 保险处理：技术援助，帮助申请人获得安装和追踪当前保险文件所需的保险。 

• 持续的技术援助：与许可证持有人一起解决问题，平衡冲突的活动，并应对不断变

化的情况，如定期的街道维护活动。 

• 检查和合规：努力确定许可安装是否符合要求，并提供技术支持，以支持许可证持

有人满足要求。 

• 计划评估和计划制定：努力修改和调整计划，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公共卫生情况、业

务需求和社区优先事项。 

大致时间表 

该项目正在进行中，以支持在疫情期间为业务运营申请道路空间的企业。尽管实施工作

正在进行，但随着公共卫生危机状况的不断变化，仍需要进行大量的计划制定工作，来

不断修改本计划，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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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 2022 年 2 月：计划制定。 

• 2022 年 1 月 - 2022 年 6 月：修改计划的实施。未来的计划实施将反映公共卫生方

面的考虑和资金的可用性。 

主要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包括波特兰市内外的其他监管机构，包括俄勒冈州酒类控制委员会 (Liquor 

Control Commission)、消防局长 (Fire Marshal)、噪音控制部 (Noise Control) 和摩尔

特诺玛县卫生部。其他合作伙伴包括专注于经济发展和企业支持的机构，包括波特兰市

内部的“繁荣波特兰”和外部商业协会。企业、企业团体和组织也将成为特定实施项目的

合作伙伴。 

关键落实指标 

对企业和商业区有积极影响 

结果衡量标准 

• 发放的许可证数量。 

• 服务的企业数量。 

• 许可证的地理分布。 

成果衡量标准 

• 许可证持有人的满意度和影响（通过调查）。 

• 一般社区反馈（通过调查）。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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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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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主止赎预防 

#14 $2,5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住房援助：租金、抵押贷款和公用事业援助 (2.2*^) 

项目概况 

这个多年计划预计疫情产生的长期影响，将重点放在住房保留和稳定性上面。一旦延期

偿付到期，我们应该预计并准备好可能出现的止赎或威胁，否则房主将被迫依靠信用卡

和任何现有的储蓄来支付每月不断增加的月供或在某些情况下一次性付款。本项目直接

应对疫情对低收入社区成员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对弱势房主起到稳定作用。 

主要行动 

本项目的止赎预防咨询服务将通过非营利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认证的咨询机构提

供，这些机构将为房主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与服务机构一起选择止赎预防方案。本项目

还将通过直接向抵押贷款公司、公用事业公司或税务员（符合条件）付款，向受到 

COVID-19 经济影响并面临失去房屋风险的波特兰市居民提供财政援助，扩大之前项目

的援助金额和符合条件的用途。一旦州拨款确定，该项目将填补 ARP 州房主援助基金 

(Homeowner Assistance Fund, HAF) 的任何缺口，并提供一些财务规划和支持，以确

保长期住房稳定。计划将主要通过现在拥有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房主等人员的

特定文化组织来实施。 

大致时间表 

这是一个多年计划，会预计疫情产生的长期影响。 

• 计划开发至 2021 年 10 月。 

• 计划将于 2021 年 11 月开始实施。 

• 截至 2024 年 7 月的年度合同（在 6 月至 7 月的财政年度周期内）或资金已全部使

用完毕，以先到者为准。 

主要合作伙伴 

• 止赎预防咨询的潜在外部合作伙伴：美洲原住民青年和家庭中心 (Native American 

Youth and Family, NAYA)、非裔美国人房屋所有权联盟 (African American 

Alliance for Homeownership, AAAH)、Hacienda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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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援助的潜在外部伙伴：波特兰社区投资方案 (Portland Community Investment 

Initiatives)、波特兰住房中心 (Portland Housing Center)、Proud Ground 和拉丁裔

网络（除了上述那些）。 

关键落实指标 

• 房屋保留：大量的 BIPOC 房主获得了服务/接受了咨询和/或经济援助；房主留在家

中，未成为掠夺性贷款和/或房地产行为的受害者。 

结果衡量标准 

• 接受止赎预防咨询的家庭数量。 

• 有止赎诉讼但避免了止赎的家庭数量。 

• 接受永久贷款修改、再融资、延期、还款计划、恢复原状等以改善房主财务状况的

家庭数量。 

• 接受财政援助的家庭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房主稳定性：房主在接受服务 12 个月后仍留在家中；房主不再拖欠抵押贷款和/或公用

事业费用。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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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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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稳定应急措施 

#37 $4,3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其他经济支持 (2.13*^) 

项目概况 

我们知道，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的影响导致很多人的住

房状况出现不稳定情况：房主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租客被驱逐；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

归。终结无家可归全国联盟 (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 报告称，我国无

家可归人数连续三年增加，并援引专家估计，2020 年无家可归人数将增加 25 万人。

我们也知道，地方政府奋斗在防止驱逐和止赎的第一线、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价格低廉的

房屋，并为原本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安全的地方。我们必须有一个广泛而灵活的工具包

来响应我们社区即时和动态的需求。这笔预留款将使波特兰市能够实施由我们的地方财

政复苏基金资助的即时解决方案，评估其有效性，收集有关我们社区需求的实时信息，

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主要行动 

这笔拨款将用于资助直接家庭援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或两者的结合。 

大致时间表 

这些资金将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地方财政复苏基金运行期间使用。 

主要合作伙伴 

波特兰房管局 (Housing Bureau)、波特兰/摩尔特诺玛县无家可归者服务联合办公室、

救助计划实施团队将合作确保这些资金能够满足社区的最高需求。 

关键落实指标 

无家可归或住房不安全的人数减少。 

结果衡量标准 

根据分配决定确定。 

成果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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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配决定确定。 

证据使用 

根据分配决定确定。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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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服务联合办公室 COVID-19 无家可归者服务 

#3 $5,100,000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住房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 (3.11*^) 

项目概况 

该项目延续了 2020 年 4 月至 2021-2022 财年下半年实施的市/县联合 COVID-19 无家

可归者应对战略（现有资源将为上半年提供资金）。资金将用于继续援助和支持波特兰

城区无家可归的个人和家庭，他们由几个不同的社区组成，这些社区受到 COVID-19 

疫情以及医疗保健、住房和无家可归者服务系统中的系统性不平等的严重影响。受影响

的社区主要是那些被认定为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BIPOC) 的社区。BIPOC 社区中

严重的无家可归率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阻止 BIPOC 家庭获取资源和创造经济机会

的政策。诸如拒绝贷款（BIPOC 社区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获得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 的

贷款）和土地征用权（大量社区成员流离失所）等政策，最终阻止了个人获得住房所有

权，而这是住房稳定和财富的主要渠道。限制向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和财政援助的水平

和期限的政策进一步限制了社区成员获得任何可立即获得的住房或就业资源，这往往会

剥夺未来的机会。当前社会制度内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表现继续对包括移民和难民在内的 

BIPOC 社区获得住房造成障碍。摩尔特诺玛县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omeles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HMIS) 2019-2020 财年的数据显示，无家可归者系

统计划中服务的人员之间存在种族差异。这种差异在黑人/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

阿拉斯加原住民社区尤其明显，数据显示，这些社区在无家可归者服务系统中接受服务

的比例分别为 29.2% 和 9.9%，远远高于他们在普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8% 和 

2%）。 

主要行动 

计划将用于继续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自愿医疗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街头安全宣传和

提供者支持。 

• 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医疗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这将资助继续保持身体距离和提

供自愿 COVID-19 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以确保聚集的庇护所系统内能保证足够

的身体距离，并为无家可归者和其他有 COVID-19 症状的社区成员提供充足的非聚

集空间，以进行隔离和康复。对于因年龄、潜在健康状况、BIPOC 身份和其他风险

因素而可能罹患 COVID-19 严重疾病或死亡的高危人群，会被优先考虑进入保持身

体距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 

• 街头宣传：这些活动将包括持续的街头宣传，以帮助那些没有住所的人保持距离，

并减少 COVID-19 的传播。街头宣传团队将继续为宣传供应中心配备人员，为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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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心储备个人防护设备、消毒用品、基本安全用品（毯子、防水布、睡袋、袜子

等）以及水和食品。 

• 提供者支持：持续进行的活动将继续支持签约服务提供者（合作机构），因为它们

在风险和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做出了调整来提供服务。这包括为危险津贴（一线工

人）、加班费、支持远程服务提供的技术基础设施、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用品提供

资金。 

大致时间表 

本项目将在 21-22 财年完成，持续时间为 6-12 个月。 

主要合作伙伴 

这些资金将分配给无家可归者服务联合办公室 (Joint Office of Homeless Services, 

JOBS)。JOHS 将与 30 多个提供紧急庇护所和街头宣传计划的社区组织合作，并将资

金分包给这些组织。 

关键落实指标 

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医疗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 

• 在汽车旅馆设施中接受保持身体距离和隔离支持的单独个体数量。 

• 在汽车旅馆获得支持的 BIPOC 比例和其人口比例一样高或高于其人口比例，有较高

的人数。 

街头宣传： 

• 分发个人防护设备/卫生用品的单位。 

提供者支持： 

• 获得为成人提供的全年紧急庇护所床位的人数。 

• 安置或留在住房中的 BIPOC 比例和其人口比例一样高或高于其人口比例，有较高的

人数。 

结果衡量标准 

保持身体距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确保最有可能遭受 COVID-19 严重和致命后果的人群

远离聚集和半聚集的庇护所设施，并在整个疫情和康复期间保持隔离。根据年龄和潜在

健康状况，那些具有最高风险因素的人将被优先考虑进入。宣传工作将侧重于面向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BIPOC) 社区，这些社区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格外严

重。根据 20-21 财年运营的保持身体距离的汽车旅馆站点过去的结果，在过去 15 个月

内接受服务的 442 个人中有 44% 的人被确定为 B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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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医疗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  

• 每晚提供的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医疗隔离的设施（床位）的数量。 

街头宣传： 

• 接受支持和用品的单独组织的大概数量。 

提供者支持： 

• 在 COVID-19 应对中获得支持的合作机构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保持身体距离和提供医疗隔离的汽车旅馆庇护所：  

• 在汽车旅馆设施中接受保持身体距离和隔离支持的单独个体数量。 

• 在汽车旅馆获得支持的 BIPOC 比例和其人口比例一样高或高于其人口比例，有较高

的人数。 

街头宣传：  

• 分发个人防护设备/卫生用品的单位。 

提供者支持：  

• 获得为成人提供的全年紧急庇护所床位的人数。 

• 安置或留在住房中的 BIPOC 比例和其人口比例一样高或高于其人口比例，有较高的

人数。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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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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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商会支持 

#10 $7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非营利组织的援助 (2.10*) 

项目概况 

对直接为特定文化群体的商会服务的社区伙伴组织，支持其能力建设。支持小企业、有

色人种社区和 CBPO——所有因疫情的经济影响而受到重创的群体。 

主要行动 

用于支持多元文化商会进行能力建设的拨款包括： 

• 参与波特兰市的咨询委员会，并担任领导角色。 

• 与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企业沟通，为其寻找能提供更多机会的资源。 

• 通过与 BIPOC 和 LGBTQ+ 人士拥有的企业直接联系，为波特兰市提供具有明确的

种族平等视角的战略方向。 

• 保留最近加入商会，以开展 COVID-19 救济工作的工作人员名额。 

• 培养能调动和促进领导力的人员队伍，以确保能公平落实即将开展的美国救助计划

地方财政复苏基金。 

大致时间表 

尽快开始一年期的拨款协议。 

主要合作伙伴 

外部：HMC、BACC、PACCO、ONAC、ORPIB、Soul District 和亚美商会（待

定）。 

关键落实指标 

• CBPO 编制保留。 

• 列席波特兰市的主要咨询委员会。 

结果衡量标准 

• 跟踪 COVID-19 经济复苏工作。 

• 代表企业数目 + 企业的人口统计数据。 

• 由能力建设资金资助的编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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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衡量标准 

在组织内分享能力建设的量化成果。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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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工人救济基金：家庭援助 

#7 $4,0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其他经济支持 (2.13*^) 

项目概况 

俄勒冈州工人救济 (Oregon Worker Relief) 是一项由社区管理的计划，它运用以公平

为中心的设计思维方法来解决 COVID-19 疫情对服务不足的移民和难民社区造成的短

期和长期负面经济影响。参见第 13985 号行政命令，“通过联邦政府促进种族平等和支

持服务不足的社区”，86 联邦公报 7009（2021 年 1 月 25 日）（定义“公平”和“服务不

足的社区”）。这些社区历史性地被排除在社会和公民安全体系以及恢复结构之外，并

因疫情而受到迫切的短期影响（例如住房和食物无保障），以及深远的长期影响（边缘

化、灭迹、家庭破裂和公民排斥等）。移民和难民社区正面临的移民法律不稳定问题阻

碍了人们获得公共卫生系统（例如医疗保健）、公民支持系统（例如失业和租金支持）

以及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服务。俄勒冈州工人救济计划致力于通过向受影响的个人提

供现金援助和法律服务，从而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俄勒冈州工人救济通过值得信赖的社区组织 (CBO) 向需要资金的家庭和工人发放资

金。随着 COVID-19 对低薪雇员的影响持续扩大，移民社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

疫情的原因，许多有酬工作（并为我们的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的就业移民失去了工

作，并且无法获得任何计划（例如联邦失业保险计划）的援助。  

由于他们的移民身份，许多俄勒冈人被明确排除在我们一些最重要的联邦安全网计划之

外，例如 SNAP 和 TANF，以及 1,200 美元的经济影响补助和收入所得税抵免。这给他

们造成了即时的严重影响（例如无家可归、食物无保障），以及破坏移民家庭和餐馆工

人、护理人员、移民、难民、临时工和农场工人等人士的健康和稳定的长期影响。 

主要行动 

OWR 将提供家庭援助，包括现金和法律援助，并将根据切实的需要为符合条件的个人

提供身份证明。OWR 根据需要向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符合条件的移民和难民工人

提供家庭援助。OWR 还会帮助服务移民和难民社区的组织安排实地工作人员，针对家

庭不稳定情况创造更多以社区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如果一个人 (a) 受到过或正在受到 COVID-19 疫情的负面影响；并且 (b) 由于移民身份

或文化障碍而被排除在传统形式的安全和经济救济之外，他/她便符合资格。   

大致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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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或更短。 

主要合作伙伴 

OWR 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在数十个社区组织中拥有 200 多名活跃的导航员。 

关键落实指标 

• 获得现金援助的人数。 

• 获得法律援助的人数。 

• 平均拨款金额。 

结果衡量标准 

为多达 1000 名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康复援助。 

成果衡量标准 

获得援助的家庭数量。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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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工人救济基金：小企业基金 

#6 $1,5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随着 COVID-19 继续影响俄勒冈州的移民社区，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显而易见的直接、

不成比例、破坏性的经济影响，包括住房和食物无保障，以及对移民家庭的其他长期影

响。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俄勒冈州的许多由移民俄勒冈人经营的小型企业（通常是家族

企业）同样遭受了损失，因为排他性的移民政策妨碍他们获得疫情救济。例如，许多经

营小型企业的 ITIN 持有人由于其移民身份而没有资格获得救济。同样，由于系统性障

碍，移民小企业可能无法获得通过传统系统运作的疫情救济。这些小企业中有许多是由

自身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重要工人组成。这些小企业还受到关闭或限制其产能的

公共卫生措施的影响。这些多重影响扩大了移民小企业所遭受的破坏。这些小企业对俄

勒冈州、我们的地区和当地社区至关重要，对我们的共同富裕必不可少。许多小企业没

有足够的资源来承受这种破坏并存活下去。如果没有救济，这些小企业将受到无法弥补

的伤害。这种伤害会进而影响企业所在的社区，影响所服务的人、就业以及它们为俄勒

冈州带来的文化活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因排斥性移民政策而无法获得其他形式

救济的微型和极小型企业创建了一项快速、以社区为基础的救济基金。 

主要行动 

OWR 将根据切实的需要向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分发资金。所有申请都将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考量。该基金将由俄勒冈州工人救济联盟管理，信奉俄勒冈州工人救济基金的核心价

值观和原则：诚信、灵活、安全、可扩展、以服务为宗旨、以社区生活体验为核心。小

企业基金将向在波特兰经营、由个人报税识别号码 (ITIN) 持有人或类似个人拥有或经营

的小型企业提供 5,000 至 50,000 美元的拨款；受资助企业是业主或经营者的主要家庭

收入来源；并且受到 COVID-19 或相关健康和安全限制的影响。 

大致时间表 

12 个月或更短。 

主要合作伙伴 

OWR 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在数十个社区组织中拥有超过 200 名活跃的导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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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落实指标 

• 获得复苏援助的企业数量。 

• 平均拨款金额。 

结果衡量标准 

• 获得复苏援助的企业数量 

• 平均拨款金额。 

• 由女性领导的企业所占百分比。 

• 受到救济的企业规模。 

• 农村与城市受资助企业 

成果衡量标准 

待定。查看当前报告：//workerrelief.org/reports/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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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垃圾桶更换及扩大项目 

#19 $425,000 
负面经济影响 

旅游、旅行或酒店业援助 (2.11) 

项目概况 

COVID 疫情导致本市垃圾、涂鸦和破坏行为大幅增加。本市的复苏需要正面解决这些

问题。从餐馆外带食物包装的增加导致垃圾堆到垃圾桶外，公园和自然景点的游客大幅

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的乱扔垃圾情况，到服务减少以及街道两侧堆满了垃圾和碎屑，

COVID 的影响显而易见。通过加强公共垃圾处理服务，扩大对公共街道的清洁力度，

并确保遭到破坏的企业能被迅速封锁、不被蓄意破坏，波特兰市将确保 COVID-19 的

影响能被整体、全面地解决。该项目将更换或扩大波特兰公园系统（吸引了大部分到我

们社区的游客和访客）中的 200 个垃圾桶。该项目将为到我们公园的游客创造一个更

安全、更友好的环境，使居民以及波特兰的旅行、旅游和酒店业受益。 

主要行动 

• 确认旧垃圾桶的库存。 

• 评估并决定更换型号（已经考虑了两种符合人体工程学、功能和美学需求的现行标

准模型）。 

• 确定选址标准（经常产生大量垃圾或垃圾满溢的地点、垃圾桶的年限和状况、社区

公平性评分等）。 

• 购买新的侧开式垃圾桶。 

• 移除并处理旧的混凝土、顶开式垃圾桶。 

• 交付、准备场地，并在根据选址标准确定的位置安装新垃圾桶。 

大致时间表 

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3 年 6 月之前选定更换位置、购买并安装新的垃圾桶。 

主要合作伙伴 

内部：为确保文书和会计工作的有序进行，波特兰公园与娱乐部 (PP&R) 内部将有几个

工作单位负责配合该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设计人员、维护人员、资产管理团队人员

以及财务团队人员。 

外部：我们预计与产品供应商和其他主要部门合作，包括管理其他公共垃圾桶（在 

PP&R 管辖范围之外）的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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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落实指标 

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3 年 6 月之前选定更换位置、购买并安装新的垃圾桶。 

结果衡量标准 

• 购买并放置至少 200 个替换垃圾桶 

• 购买至少 2 个新的大容量垃圾桶，并放置在有需要的位置（例如不拴绳遛狗区附

近）。 

成果衡量标准 

• 垃圾桶投诉数量减少。 

• 垃圾投诉减少。 

• 在有关公园清洁度、安全性和安全感的调查中，维持或提高社区成员的访客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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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交通局支持小企业的能力 

#25 $95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疫情给土地使用和建筑许可审查的许可收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短期压力，在 2021-22 

财年造成损失共计 250 万美元，2022-23 财年共计 220 万美元。为了抵消这些损失，

除了削减其他材料和服务预算外，波特兰交通局 (PBOT) 还在人员发展预算中削减了 

4.0 名全职员工，迫使关键服务被缩减，而这些服务正是刺激波特兰从危机中复苏的基

础。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并避免许可延迟，我们需要额外的资金来为客户服务团队配备充

足的人员。该项目将优先考虑黑人、原住民或有色人种的小企业和企业主，支持波特兰

市实现包容、公平复苏的目标。 

主要行动 

这些工作人员将负责计划和提案审查以及提供直接客户服务协助，以帮助他们熟悉 

PBOT 许可流程和要求。具体而言，工作人员将及时并高质量地为在波特兰就业并且需

要或希望改善车道、人行道、街道、雨水、景观带和其他相关公路用地改善的人员提供

许可证和客户服务。工作将主要集中在直接客户服务上，重点包括：程序精简、网站、

规范和规则以及合规性。 

大致时间表 

拟议资金将作为 21-22 财年的缺口指标。PBOT 将需要在 22-23 财年增加费用、争取

更多援助或削减服务，方能维持这种服务水平。 

主要合作伙伴 

• 外部合作伙伴：开发和建筑许可证持有者，特别是自我认同为黑人、原住民或有色

人种的人士，以及/或者从事儿童保育服务和无证件者支持服务等优先项目的人。以

及持有类似的健康商业许可的人士。 

• 内部：发展服务局、繁荣波特兰、环境服务局和水务局。 

关键落实指标 

• 审核时间。 

• 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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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点击量。 

结果衡量标准 

• 维持或改进 PBOT 团队整体的 2021 年建筑计划审核时间表（Amanda7 计划每月

跟踪 90% 的审核进度）。 

• 对于自我认同为黑人、原住民或有色人种的客户，周转时间缩短了 25%。注：由开

发许可小组领导的 PBOT 沟通和 PBOT 公平与包容团队制定向客户提出的问题。 

• 新客户调查（待开发）确定有关公共工程许可的客户满意度。 

成果衡量标准 

• 潜在的开发商能够在不需要与工作人员接触的情况下熟悉流程。 

• PBOT 开发许可网站的点击量增加。 

• 认同为黑人、原住民或有色人种（**或从事儿童保育、可负担住房或无家可归者或

无证件移民服务的当地小型企业）的人士可通过公共工程许可获得土地使用委托代

办服务服务。 

• 认同为从事儿童保育、可负担住房、无家可归者或无证件移民服务，或由黑人、原

住民或有色人种拥有的当地小企业将优先获得交通系统开发费用 (TSDC) 审查和客

户问题服务。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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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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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弱势群体的快速劳动力培训和就业 

#4 $4,0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就业培训援助 (2.7*^) 

项目概况 

为无家可归、有被驱逐风险或有卷入暴力事件风险的波特兰人提供有偿工作机会和快速

重新再就业服务。这些服务将解决 COVID-19 对目前失业的有色人种和其他弱势群体

造成的不成比例的经济影响。 

主要行动 

提供专注于城市恢复的有偿工作和津贴机会，包括垃圾和涂鸦清理以及无家可归者社区

支持。工作机会还将包括在餐厅、零售、儿童保育和其他因配合社会疏远准则而蒙受损

失而面临倒闭风险的企业的就业。通过短期、密集的培训，帮助求职者与有高劳动力需

求和低入职门槛（例如允许有司法系统前科的人员就业）的行业和岗位的雇主直接联

系，帮助他们在高需求和中等收入行业快速再就业。与雇用计划毕业人员的合作雇主一

起开发和扩大行业特定培训，例如建筑、废物和回收运输、医院和诊所内的入门级文员

职位、入门级 IT 职位和银行客户服务等领域。所有培训都是与雇用计划毕业人员的雇

主合作开发的，完成培训和就业所需时间约为 12 周或更短。 

大致时间表 

项目将尽快开始，并将持续 24 个月。 

主要合作伙伴 

工作系统和基于社区的提供者。 

关键落实指标 

• 成功完成带薪实习和培训的参与者百分比。 

• 获得就业的参与者百分比。 

结果衡量标准 

总体计划： 

• 参与者人口统计数据（所有参与者的分类种族/民族和性别细分数据）。 

• 计划参与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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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工作/津贴机会： 

• 提供的有偿工作/津贴机会数量。 

• 支持波特兰市应对疫情的关键举措和优先事项的带薪实习工作百分比。 

快速再就业： 

• 提供的快速再就业服务数量。 

• 成功完成的特定行业培训课程数目。 

• 获得中等收入就业的人数。 

成果衡量标准 

在计划完成时获得/保留稳定住房的参与者人数。 

适用的强制性指标 

参加行业就业培训计划的工作者人数 

 

完成行业就业培训计划的工作者人数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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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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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人种艺术家救济和复苏 

#27 $2,0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对其他受影响行业的援助 (2.12) 

项目概况 

自 2020 年 3 月下旬以来，大多数室内艺术和娱乐场所都已关闭，COVID-19 疫情对我

们当地艺术界的影响超过了大多数行业。艺术家受到的疫情影响尤为严重，由于画廊、

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已被迫关闭超过一年，导致艺术家的收入大幅减少——黑人、原

住民、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有色人种艺术家更是如此。许多艺术组织，包括由

有色人种领导的艺术组织，都在努力维持运营，但在当地资金流因疫情而直接受到严重

影响的情况下，难以安全地重新开放。该项目将提供额外的救济和新的计划，以帮助我

们的艺术社区逐步复苏。 

主要行动 

为黑人艺术家提供驻留补助金和免费场所，使其能在州内的消防站文化中心创作作品和

展示公共节目。这是将 IFCC 重新打造为波特兰黑人社区聚集和康复场所的庞大工作的

一部分。项目将购买本地创作的艺术品，并将其安装在 Cully 社区，包括沿东北 42 大

道的新文化走廊和北伦巴第大桥项目。整笔拨款将提供给由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亚

裔、太平洋岛民和有色人种领导的非营利文化组织，用于支持在其社区中的特定文化艺

术家计划。为认同为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有色人种的未被充分

代表的艺术家、LGBTQIA+ 群体和残疾艺术家提供直接支持。大多数资金将作为拨款

发放；这些资金也可用于为波特兰市便携式作品收藏购买艺术品。 

大致时间表 

2021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 

主要合作伙伴 

• 内部：波特兰公园与娱乐部、PBOT、部落关系，卢比奥专员办公室。 

• 外部：地区艺术与文化委员会、美洲原住民青年和家庭中心、IFCC 社区咨询委员

会。 

关键落实指标 

• 服务的艺术家人数；使艺术家能够驻留在波特兰。 

• 对波特兰原住民艺术作品创作以及对原住民艺术家的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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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IFCC 黑人社区举办以及为 IFCC 黑人社区举办的活动数量。 

• 在社区中分配的资金金额（尽可能减少管理成本）。 

结果衡量标准 

• 服务的艺术家人数。 

• 收到的申请数量。 

• 授予的拨款金额。 

• 购买或委托创作的艺术品数量。 

• IFCC 活动和观众数量。 

• 已分发的资金。 

成果衡量标准 

使艺术家能够驻留在波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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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援助 

#8 $1,5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家庭援助：租金、抵押贷款和公用事业援助 

(2.2*^) 

项目概况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包括保护公共卫生的必要措施，给社区成员，特别是低收入社区成

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严重的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社区成员，并加

剧了住房不安全感。该项目为居住在由波特兰房管局监管的可负担住房中，并且因 

COVID-19 疫情而受到健康和/或经济影响的租户提供租金援助。研究人员估计，2020 

年夏季，驱逐导致多增加 43 万例 COVID-19 病例以及 1 万例死亡病例。通过向租户提

供租金援助来限制驱逐次数，帮助弱势居民保持稳定的住所，从而减少社区传播。 

主要行动 

为居住在由 PHB 监管的可负担住房中的租户提供租金援助。 

大致时间表 

租金援助将对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提供。 

主要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是由 PHB 监管的可负担多户住宅提供商。 

关键落实指标 

• 为 BIOC 家庭提供服务。 

• 为拉丁裔家庭提供服务。 

• 为 AMI 等于或低于 30% 的家庭提供服务。 

• 每个家庭获得的租金援助月数。 

结果衡量标准 

为了防止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住户遭到驱逐，我们将努力达到以下结果指标： 

• 为 50% 的 BIOC 家庭提供服务。 

• 为 12% 的拉丁裔家庭提供服务。 

• 为 20% 的残疾人士家庭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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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衡量标准 

• 防止 BIPOC 家庭被驱逐。 

• 防止拉丁裔家庭被驱逐。 

• 防止极低收入家庭被驱逐。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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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计划项目交付 

#32 $3,416,646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费用 (7.1) 

项目概况 

波特兰市议会已拨款约 340 万美元（约占波特兰市预期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拨

款的 1.64%）用于内部基础设施，以便提供这些关键项目和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

项目管理、公平战略分析、数据和报告分析、采购、拨款管理、沟通和政府关系职能。

通过在 2020 年交付 CARES 资源的经验，波特兰市了解到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新

计划和与基金相关的报告，以便能高效、快速和有效地为社区提供这些服务。 

主要行动 

上述交付团队将支持正在实施个别项目的市级部门机关项目团队。通过持续的正式和非

正式互动，该团队将提供协调、促进、技术援助和其他支持，以确保波特兰市对救助计

划地方复苏基金的整体实施符合美国财政部规定和其他法规，同时满足市议会对计划绩

效的期望。 

大致时间表 

这项工作将与救援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绩效期一起运行，预计将持续到 2024 日历年

年底。 

主要合作伙伴 

实施项目团队以及全市其他支持团队。 

关键落实指标 

• 全面遵守美国财政部规定和其他法规。 

• 满足议会对计划业绩和有效、透明、负责的报告的期望。 

结果衡量标准 

• 及时、完整地向美国财政部报告。 

• 及时、透明、负责地向社区和辖区合作伙伴报告。 

• 及时报告资源消耗。 

成果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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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交付符合市议会的期望。 

• 在计划结束时完成审计报告。 

• 便于社区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访问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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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替代 

#38 $31,136,110  
收入替代 

提供政府服务 (6.1) 

项目概况 

根据 2021 年《美国救助计划法案》以及美国财政部颁布的《临时最终规则和合规与报

告指南》，波特兰市计算了因 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损失的收入，并分配了

部分地方财政复苏基金作为收入替代，以支持提供一般政府服务。这项分配确保波特兰

市能持续提供关键服务。 

主要行动 

收入替代拨款包括对由普通资金支持的人员和活动的一般填充，以及对波特兰市发展服

务局的定向投资，以确保许可支持的连续性，从而帮助我们的当地企业抵御疫情带来的

破坏性经济影响。这些资金未被存入养老基金，也未以《美国救济计划法案》或美国财

政部指南禁止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 

大致时间表 

这些资金纳入 2021-2022 财政年度市预算，并可能支持 21-22 财政年度之后的活动。 

主要合作伙伴 

市预算办公室、市局部门、市议会。 

关键落实指标 

继续为社区提供基本服务。 

结果衡量标准 

不会因 COVID-19 而导致服务削减。 

成果衡量标准 

为社区提供不间断的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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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污染预防计划 (RVP3) 

#24 $780,000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住房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 (3.11*^) 

项目概况 

疫情的极端经济影响对低收入工作者和无家可归者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影响。居住在房车

里的人可能因 COVID-19 失业，或者可能因病毒而找不到工作。为无家可归的波特兰

人提供服务可提高他们的生活稳定性，降低他们在面对病毒的持续威胁时的易感性。停

放在公路用地 (ROW) 上的占用房车 (RV) 产生的卫生废物和灰水通常会被排放到景观街

道、暴雨入口或街道排水沟中。废物可能从暴雨入口流入威拉米特河或附近的其他河

流。接触废水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通过该计划，卫生废物和灰水将从停在 

ROW 的房车中抽出并安全处置，从而消除人类接触有害病原体的潜在途径。人们已在

处理厂的废水中发现 COVID-19，由此可见，病毒也可能存在于房车的卫生废物中。通

过从房车中安全地清除并妥善处理这里废物，消除了人类接触 COVID-19 的可能。  

主要行动 

BES 将与私人机构签订合同，从停在 ROW 的房车中抽出卫生废物和灰水，并对废水进

行妥当处理。泵车将通过两种方式提供服务：首先，它们会按既定路线每周运行 1-2 

次，此外也将响应个人对泵吸服务的请求。 

大致时间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至少） 2024 年 12 月。 

主要合作伙伴 

• 内部：PBOT 停车执法部门、BES 轮值官员（泄漏处置）、OMF 住房和市区露营影

响减少计划 (HUCIRP)。 

• 外部：停放在 R0W 上的房车居民，我们也与波特兰街道响应和波特兰街头医疗计

划沟通（即使他们不是正式合作伙伴）。Multnomah Co Drainage District 是我们

的潜在合作伙伴。我们的主要外部承包商是 Synergy Environmental，它将提供泵

吸服务。 

关键落实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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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如大肠杆菌——一种存在于废水中的生物病原体）。 

• 为居住在房车中的人（无庇护群体）提供支持。 

结果衡量标准 

• 接受泵吸服务的房车数量。 

• RVP3 热线接到的请求泵吸服务的电话数量 

• 减少有关房车废物的投诉，减少房车的非法卫生和灰水排放。 

成果衡量标准 

预计将被妥善处理的泵吸废水量（加仑）。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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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资源导航和 

技术援助 

#5 $2,0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该项目将通过一项针对特定文化的导航计划和以救济为重点的援助，与社区合作伙伴合

作，为由受疫情影响尤为严重的弱势群体、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拥有的企业解决在

寻求联邦资金资助时面对的不公平问题。 

主要行动 

• 该项目与面向弱势群体、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拥有企业的社区合作伙伴合作，

通过针对特定文化的导航计划和以救济为重点的援助，解决他们在寻求联邦资金资

助时面对的不公平问题。 

• 繁荣波特兰的工作人员将作为中央导航员和主题专家，协助争取可用的联邦和州资

源和项目，此外还会有一个由特定文化合作伙伴组成的网络，通过其现有网络和中

央热线为企业提供直接服务。包括与合作伙伴就网络内能力建设要求和机会进行培

训和协商。 

• 预算包括构建基础设施以落实协调网络，同时扩展合作伙伴组织的特定文化计划。 

大致时间表 

尽快发布 LTE 能力职位描述，然后快速推进 RFP 流程，以确定合作伙伴。为期 2 年的

子受方合同，包括 18 个月的计划时间（其余时间则用于入职和项目离职）。 

主要合作伙伴 

外部合作伙伴将通过招标流程确定。 

关键落实指标 

• 服务的企业数量。 

• 签约合作伙伴。 

• 通过导航服务获得资金或项目的企业的定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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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衡量标准 

• 获得导航资源支持的小企业数量。 

• 通过救济技术援助计划获得救济和复苏技术援助的小企业主数量。 

• 资源网页的查看次数。 

• 以英语以外的语言接受服务的企业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 报告通过技术援助（通过救济和复苏技术援助计划）获得了将使他们能够继续经营

和/或发展业务的技能或知识的企业。 

• 指标将尽可能按种族、性别认同和邮政编码分类。影响评估将包括整个实施过程中

的反馈环节，以便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从而服务于优先人群。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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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s to Stability: Safe Rest Villages 

#2 $16,020,000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住房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 (3.11*^) 

项目概况 

“Streets to Stability: Safe Rest Villages”项目为我们之中的最低收入居民——居住在户外

的无家可归者（即无庇护群体）提供户外庇护所。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

住房不安全状况，尤其是对低收入和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BIPOC) 社区而言。几

乎在一夜之间，社交疏远要求便将我们地区的聚集庇护所容量减少了一半。波特兰市通

过设立紧急户外避难所来应对这种危机，而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也通过为非聚集和隔离

避难所提供汽车旅馆代金券来提供协助。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居住在户外、公共场

所、车辆和其他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明显增加。在疫情之前，波特

兰的未经批准的大型无家可归者营地（包括 8 个以上构造）的数量一直保持为 3-4 

个。而在疫情期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全市有 50 多个未经批准的大型无家可归者营

地。“Streets to Stability: Safe Rest Villages”将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六个户外避难所，并

将其统称为“安全休憩村”。“安全休憩村”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安全的休息场所，以及食

物、卫生、环境卫生和综合服务，同时该项目的宗旨是增加支持性住房。 

主要行动 

• 确定市政府拥有和/或私人拥有的土地。 

• 开展社区参与和外展活动。 

• 谈判租约和“好邻居”协议。 

• 营地设计。 

• 开发审查和许可。 

• 选择承包商。 

• 施工（平地、场地开发、安装公用设施、屋宇设备建筑、安装睡眠舱）。 

• 选择日常运营服务提供商。 

• 确定每个营地的计划内容。 

• 配套服务和案例管理的签约提供商。 

• 数据跟踪和报告。 

大致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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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交疏远要求便将我们地区的聚集庇护所容量减少了一半。

由于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住房不安全，我们迫切需要实施该项目，并开始建设

“安全休憩村”。大致时间表如下： 

• 2021 年 8 月——项目团队召集。 

• 2021 年 9 月——确定“安全休憩村”场地。 

• 2021 年 9 月至 2021 年 12 月——“安全休憩村”设计、许可和建设。 

•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将无家可归的居民安置在“安全休憩村”。 

• 2022 年 3 月至 2024 年 12 月——“安全休憩村”持续运营，包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稳

定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可以离开这里，搬进永久性住房。 

主要合作伙伴 

内部： 

• Streets to Stability 工作团队以及所有市议会办公室的代表。 

• 管理和财务影响减少计划办公室。 

• 管理和财务设施服务办公室。 

• 致力于允许户外庇护所的发展服务局工作人员（建筑官员 Terry Whitehill 和高级规

划师 Matt Wickstrom） 

外部： 

• 无家可归者服务联合办公室。 

• A Home For Everyone 协调委员会。 

• A Home For Everyone Safety off the Streets 工作组。 

• 繁荣波特兰。 

• 中东区工业委员会。 

关键落实指标 

• 建成的“安全休憩村”数量和容量。 

• 在“安全休憩村”接受庇护和配套服务的人员或家庭数量。 

• 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以及离开“安全休憩村”搬进永久性住房的人数/百分比。 

结果衡量标准 

• “安全休憩村”计划内容模型——例如：小房子与安全的房车公园。 

• Safe Rest Villages 提供的配套服务类型。 

• “安全休憩村”的地理分布。 

• 可用睡眠舱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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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全休憩村”获得服务的人员的分类人口统计数据 

成果衡量标准 

• 为无家可归者提高生活稳定性。 

• 增加获得住房的机会。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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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上游服务 

#28 $1,000,000 
为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提供的服务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社区暴力干预 (3.16*^) 

项目概况 

COVID-19 和枪支暴力问题都对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尤其是对那些最孤立并且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和政府服务的人群。数据分析表明，

COVID-19、枪支暴力的增加与股票指数得分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尽管新的市政基金

一直在努力解决枪支暴力的整体上升问题，但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非裔移

民社区内。该项目将针对由于 COVID-19 造成的失学和失业而脱离社会和被孤立的青

年和家庭，帮助青年参与已被证明可以减少暴力的亲社会活动。 

主要行动 

该项目为初级预防计划提供资金，以解决造成历史上服务不足的青年（特别是生活在不

利环境中的非裔移民社区）中的枪支暴力问题的根本原因。初级预防计划将着重与那些

缺乏资源、受过创伤和正被孤立的青年建立深刻的联系。初级预防计划的目的是在犯罪

或不当行为发生之前进行干预，改变个人轨迹。该项目将包括一些促进减少羞耻、解决

冲突、社会情感教育和综合技能培养的亲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将侧重于直接或间接受到

枪支暴力影响，或被卷入枪支暴力风险较高的青年和家庭。 

大致时间表 

我们希望在 2022 年初之前与受助者进行一次拨款征集，并完成协议。此次征集将允许

组织申请在 2024 年 6 月之前使用这笔资金。支出资金的确切时间表将取决于对征集的

回应以及各组织在符合条件的时间范围内支出资金的兴趣和能力。 

主要合作伙伴 

• 摩尔特诺玛县。 

• 波特兰市预防暴力办公室。 

• 波特兰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局。 

• 波特兰市社区和公民生活办公室。 

• 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Jon Jay 博士，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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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落实指标 

该项目将与负责落实这项工作的社区组织合作。潜在受助者将被要求提供专门与他们的

个人服务相关的绩效指标。整体绩效将通过衡量以下指标进行评估： 

• 参与新的特定文化社区组织。 

• 在亲社会活动中与个人和家庭保持联系/接受辅导。 

• 减少 COVID-19、枪支暴力和公平指数基线水平较高的社区中的暴力事件。 

• 提高社区凝聚力和包容性（根据参与者的自我报告衡量）。 

结果衡量标准 

结果指标将由选定的受助者定义，但可能包括： 

• 参与亲社会活动的个人和家庭的数量。 

• 与导师保持持续沟通的个人和家庭数量。 

• 举办的社区活动和/或提供的特定文化资源的数量。 

成果衡量标准 

成果指标将由选定的受助者定义，但可能包括： 

• 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参与者百分比。 

• 接受服务的青年的就学率。 

• 接受服务的个人获得的学位。 

• 接受服务的家庭的就业率。 

• 目标人群感受到的社区凝聚力或邻里宜居性。 

• 目标人群中的暴力事件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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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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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欠费减免 

#15 $2,600,000 
负面经济影响 

住房援助：租金、抵押贷款和公用事业援助 (2.2*^) 

项目概况 

波特兰水务局 (PWB) 为波特兰市公有下水道、雨水和供水设施提供计费服务。由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金融危机，许多波特兰人无力支付污水处理、雨水和水费。

PWB 估计波特兰人有超过 2200 万美元的逾期账单。在其中，参加我们的经济援助计

划的账户持有人拖欠的费用约占 140 万美元，我们相信还有更多需要经济援助的波特

兰人目前也面临负债。该项目通过减少账户上的未清欠款来支持那些受到经济影响的

人。该项目将专注于低收入的波特兰人；根据波特兰商业联盟的 2021 年经济状况报

告，波特兰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家庭包括低收入者：从 2020 年 1 月到 2020 年 12 

月，年收入低于 2.7 万美元的工作岗位减少了 24.5%，年收入为 2.7 万美元至 6 万美元

的工作岗位减少了 6.2%，年收入超过 6 万美元的工作岗位增加了 0.8%。波特兰的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群体在这些行业中的比例过高。 

主要行动 

PWB 将与环境服务局、波特兰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平与人权办公室以及社区合作伙伴

合作设计一项债务减免计划，以帮助最弱势的波特兰人解决逾期未付的账单。PWB 正

在跟踪一项由联邦资源州资助的针对俄勒冈州低收入群体的新的公用事业援助计划。

PWB 希望将我们的计划与新的 LIWHAP 计划协调，以确保能为大多数波特兰人提供服

务。这项州计划预计将于今年秋季推出。  

大致时间表 

PWB 刚刚启动计划的设计工作。以下是暂定的交付时间表： 

• 2021 年 8 月：计划背景、数据讨论。 

•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计划设计和社区参与。 

• 2021 年 11 月：制定外展策略。 

• 2021 年 12 月：制定营销和外展材料。 

• 2022 年 1 月：营销和计划开始。 

•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欠费计划落实。 

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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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环境服务局、公平与人权办公室、房管局（待定） 

• 外部：波特兰公用事业委员会、社区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待定）。我们正在与

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联系，以了解一直由他们管理的欠费减免计划。 

关键落实指标 

我们将与社区合作伙伴合作设计该计划，因此在最终计划设计完成之前，尚无法确定 

KPI。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跟踪客户欠费的减少来衡量效果。我们将随着计划设计的

进行来制定更具体的 KPI。 

结果衡量标准 

我们将与社区合作伙伴合作设计该计划，因此在最终计划设计完成之前，尚无法确定结

果指标。我们将随着计划设计的进行来制定更具体的结果指标。可能的结果指标包括： 

• 减少的有欠费的居民账户数量。 

• 进行付款安排的数量。 

• 接受欠费减免的受助人的人口统计数据（若有）。 

成果衡量标准 

我们将与社区合作伙伴合作设计该计划，因此在最终计划设计完成之前，尚无法确定成

果指标。我们将随着计划设计的进行来制定更具体的结果指标。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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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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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Portland 催化投资计划 

#12 $530,931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该项目旨在增加 Venture Portland 的员工编制，以便更好地为六个指定的催化投资计

划 (CII) 商业区提供服务，这些商业区历来代表性不足，且区内有众多 BIPOC 拥有的企

业。扩大后的员工编制将支持受 COVID-19 不利和不成比例影响的优先商业区和区内

的小企业。除了为 CII 商业区提供支持外，Venture Portland 还将组件一个活动中心团

队，该团队将为需要技术援助 以便在遵守 COVID-19 限制和最佳做法的前提下开展社

区和大型活动的商业区和组织提供一站式服务。 

主要行动 

• 增加六个 CII 商业区（包括 St Johns、Williams、Foster、Lents、Gateway 和 

Midway）内组织者的工作时间，从每区每周 12 小时增加到每周 36 小时。 

• 额外的组织者编制将通过管理和指导服务为每个全志愿者商业区协会董事会提供支

持、创建和开展社区活动、制定和落实拨款以资助用于营销和推广商业区的计划、

主办委员会和成员会议、主办跨社区会议、与新的和现有的企业互动并建立关系。 

• 聘请 CII 经理。 

• 组建活动团队中心，并聘请活动经理和活动助理，他们将为整个波特兰市的组织和

商业区规划活动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 

• 活动团队中心技术援助包括对一般活动规划的支持；负责对表演者、餐饮供应商、

商业供应商和活动方的联系；桌子、发电机和帐篷等资源；许可、医疗人员支持；

Venture Portland 将负责在道路封闭、通行权、交通改道等方面与 PBOT 对接；提

供社交媒体和营销支持建议，协助制定广告投放时间表；以及提供赞助建议。 

大致时间表 

尽快开始项目，实施期为 12 个月。 

主要合作伙伴 

Venture Portland 和商业区协会。 

关键落实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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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举办的活动数量。 

• 增加的 CII 商业区成员数量（新增 CII 商业区成员数量）。 

结果衡量标准 

• CII 志愿者服务小时数。 

• CII 商业区活动数量。 

• CII 商业区收入总额。 

成果衡量标准 

• 增加的董事会招聘和参与人数。 

• 增加的培训和研讨会参与者人数。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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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社区空间 

#1 $2,590,000 
负面经济影响 

小企业经济援助（通用）(2.9*^) 

项目概况 

小企业和商业区因其满足公共卫生命令的能力有限而受到了 COVID-19 的不成比例的

负面经济影响，导致客户数量减少、收入损失和企业倒闭。由于人们长期在家办公，一

些企业和社区的客流量有所下降。周边社区因社会孤立和社区纽带减弱而受到负面影

响。该项目及其下属项目旨在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社区对户外公共空间的信心、鼓

励社区参与、改善社区的建筑环境以及提供聚集场，为人们创造重新建立联系的条件，

进而促进商业和社区繁荣。该项目通过财政补贴、技术援助和物理改建等措施为小企业

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帮助，使社会疏远政策既能满足公共卫生命令，又能符合社区期望。 

主要行动 

该计划旨在通过多项举措和计划激活新增和现有的社区空间： 

• 重新配置公共通行权，以创建和规划活跃的广场和公共空间。该计划将把未被充分

利用的街道和相邻的店面改造成具有吸引力的聚集场所，帮助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蓬

勃发展，从而打造一个健康、稳定的商业区（尤其是在东波特兰和市中心区域）。

这些场所可以是临时、季节性或永久性的，以帮助创建一个更健康的社区和商业生

态系统。 

• 计划将补贴许可相关的费用，并会分发财政奖励，通过举办活动来促进社区凝聚

力。该计划将提供拨款和管理资金，帮助组织举办社区建设、艺术和以小型企业为

中心的活动，并会优先考虑由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主导的活动，以及与活动计

划委员会协调举办的跨文化合作活动。 

• 开发和支持建立“游乐街”，以鼓励和促进开展既符合防疫要求又适宜儿童玩耍的户

外社区活动。改造社区街道，建立定期的临时社区中心，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提供社

交、休闲和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所。计划将扩展到更多地点，特别是那些不具备安全

的户外空间，且历来在社区使用许可中代表性不足的地区。“游乐街”为合作伙伴奠

定了基础，让他们能够解决在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家庭和年长者的需求。  

• 资助品牌建立、意识和营销活动，以鼓励社区凝聚力、自豪感和参与度。 

大致时间表 

•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计划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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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计划实施第一阶段。 

•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0 月——计划实施第二阶段。 

•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春季——计划实施第三阶段。 

• 2024 年 ARPA 资助结束——正在进行的计划。 

主要合作伙伴 

• 内部：合作公共机构，包括繁荣波特兰、波特兰公园与娱乐部。 

• 外部：可能包括波特兰商业联盟、Venture Portland 和其他商业区和主要街道组

织，以及特定文化的社区组织。我们希望与其他内部和外部合作伙伴合作，共同推

进计划的进行。 

关键落实指标 

• 发展：颁发的许可证数量、公共广场数量、“游乐街”数量（按市中心地理区域和公

平性重点关注区域统计）。 

• 客户反馈：关于使用、满意度、条件和安全性、计划内容满意度的调查结果。 

• 设施使用：在给定时间内经过、驻足和使用场地的人流的预计使用水平（被动使用

和在活动中使用）。 

结果衡量标准 

• 计划内容：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数量以及预计出席人数。 

• 发展：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城镇中心区域新建和改造的公共广场的数量。 

• 财务：补贴、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价值（按市中心地理区域和公平性重点关注区域

统计）。 

成果衡量标准 

• 客户反馈：关于使用、满意度、条件和安全性、计划内容满意度的调查结果。 

• 设施使用：在给定时间内经过、驻足和使用场地的人流的预计使用水平（被动使用

和在活动中使用）。 

• 资源：增加公共空间，扩大计划范围。 

证据使用 

波特兰市拥有业绩管理文化和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实践。在最佳实践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在各局之间合作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更新我们的计划和实

践，并且我们在整个组织中优先考虑循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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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与项目团队合作，确定我们项目的证据基础，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提供这些

信息。我们预计，一些项目将使用循证干预措施，一些项目将得到评估以建立证据。 

项目人口分布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及其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让服务不足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最严重

的打击。2020 年 5 月，波特兰市议会指示本市 COVID-19 应对措施以本市的气候和公

平目标为中心，并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在我们的应对工作中，我们优先考虑了黑

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我们 1.14 亿美元的 CARES 法案的

直接拨款，并且我们 CARES 支出的早期数据表明，我们成功地惠及了这些重点社区成

员。我们感谢许多与我们合作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社区建立联系的社区组织。 

同样的方法推动了波特兰市议会对救助计划项目的考虑，并形成了最终的分配方案。我

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制定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方法，并期待在未来的报告中分享我们成功接

触这些社区成员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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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报告 
 

波特兰市议会已经批准了一些救助计划地方财政复苏基金的项目。我们将迅

速启动这些项目，并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根据美国财政部要求的绩效指

标报告这些项目的结果。 

 

规定绩效指标的执行情况数据 

家庭援助 (EC 2.2 & 2.5) 和住房支持 (EC 3.10-3.12) 

接受驱逐预防服务（包括法律代表）的人数或家庭数量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保护或开发的可负担住房数量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负面经济影响 (EC 2) 

参加行业就业培训计划的工作者人数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完成行业就业培训计划的工作者人数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参加夏季青年就业计划的人数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教育援助 (EC 3.1-3.5) 

参加循证辅导计划的学生人数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健康的童年环境 (EC 3.6-3.9) 

接受儿童保育服务和早教服务的儿童数量（幼儿园/学前班/3-5 岁）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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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家访服务的家庭数量 

种族 族裔 性别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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