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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公室最新更新
欢迎市长颁发西班牙裔传统青年活动家奖！

我们很高兴将 2022 年西班牙裔传统青年活动家奖颁发给为

对我社区做出杰出贡献的各位。

在新兴领袖人中，Morelys Urbano 在摩根州立大学建立了第

一个学生组织，通过提倡社区意识、组织活动和实际支持帮

助无证学生。她还组织了社区游行，呼吁支持移民。

在教育工作者中，Genesis Rosales 是巴尔的摩设计学院的

一名西班牙语教师，她通过对拉丁美洲身份和非洲侨民的关

注激励学生。她在空闲时间担任世界语言教师大使，并促进

巴尔的摩市新教师学院（ Baltimore City New Teacher

Institute）的工作。

作为服务提供者，Iveth Campo 担任巴尔的摩医疗系统社区卫生工作者已长达 15 年，致力于解决讲西班牙语

家庭的健康需求。她提供了有关慢性病、青少年怀孕、性健康、婴儿死亡和新冠疫情的教育、资源和护理工

作。

在志愿者中，Reyna Becerra 是来自墨西哥的第一代移民，她积极倡导食品公正，支持由众多社区组织筹办的

食品分发站点。Reyna 被认为是为巴尔的摩及其它地区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社区争取食物获得权的积极践行者。

今年的 Delfina Pereda Echeverria 奖获得者是 John S. Graham III，他是一位从业 40 多年的商人和律

师。他是市长西班牙裔事务委员会的前成员，现任 Sullivan Cove Consultants 咨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他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致力于为传统弱势社区提供更

多专业咨询机会。

巴尔的摩市资源 WhatsApp 集团

您是服务提供者还是社区倡导者？邀您加入巴尔的摩市资源 WhatsApp

小组，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码或使用注册链接

(bit.ly/bmore-resource-whatsapp) 共享其他社区资源、活动和计

划。

强推我们的社区咨询委员会 (CAB) 和 AAPI 咨询委员会

传播社区声音是我们在 MIMA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月，我们将重点

介绍两组敬业的社区成员，他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为巴尔的摩市移民、难

民和英语水平有限的人群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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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咨询委员会（CAB）

本月，我们重启了社区咨询委员会会议，该社区咨询委员会自 2019

年以来一直监督 MIMA 的工作和我们战略计划的实施。此外，社区咨

询委员会成员将有机会向各个城市机构提供反馈，并在各自的社区担

任 MIMA 大使。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 (AAPI) 咨询委员会

我们最新的咨询小组 AAPI 咨询委员会于今年成立，旨在对影响 AAPI

的问题（尤其是在巴尔的摩市生活和工作的移民、难民和英语水平有

限的人群）提供建议并倡导相应政策和服务。该小组的长期愿景是在

城市层面的对话中培养 AAPI 的包容性，并响应 AAPI 社区的需求，

希望该社区的发声得以被倾听和被代表。

新冠肺炎最新消息
关于 5-11 岁儿童二价增强剂的最新更新

2022 年 10 月 12 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扩大了对新推增强剂的批准范围，将 5-11 岁的儿童纳入

对象人群。如果您想在今年秋冬获得对抗新冠肺炎的最佳保护，请接受该加强针剂！

以下是需要了解的最新消息：

● 任何 5 岁及以上已接种首批次新冠肺炎疫苗（一剂强生疫苗或两剂莫德纳、辉瑞或诺瓦瓦克斯疫

苗）者都可以接种新的二价增强剂。无论您过去接种的是哪个疫苗品牌，您都可以接种辉瑞或

Moderna 的增强剂。

● 您可以在上次接种疫苗两个月后接种二价增强剂。

● 更多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详细信息可登录CDC 官网了解。

要预约接种疫苗，请访问 巴尔的摩市卫生局(BCHD)的疫苗接种登记网页，网站可选英语或西班牙语，或可致

电 443-984-8650。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可以拨打电话和/或通过语音信箱联络埃斯佩兰萨中心（667-600-2314）

，以报名预约接种疫苗。

测试

请于每周一查看 MIMA 的 Facebook 页面，了解随后一周的测试安排。

治疗

如果您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并伴有症状，可能有一些适合您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仅适用于新型冠状病

毒病症严重的高风险患者。符合资格者请填写巴尔的摩会议中心野战医院新冠肺炎特别小组成年患者远程医疗

自荐表。

社区伙伴聚焦
随着 MIMA 持续与社区团体重新建立联系，我们有幸与正为巴尔的摩各地区的改变献计献策的组织聊了聊。阅

读更多他们是如何为巴尔的摩社区献计献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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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属于某个非营利组织、少数民族公民组织、宗教机构或其他社区团体、并有兴趣与 MIMA 会见吗？请联系我

们：mima@baltimorecity.gov。

拉丁裔供应商网络（Latino Providers Network）

拉丁裔供应商网络管理和协调一个以会员社区为基础的联盟组织，下设 70 多个组织，共有 200 名个人成员

，为巴尔的摩市区的拉美裔社区直接提供健康、教育、移民、商业、就业、艺术和文化服务。

巴尔的摩数字股权联盟 (BDEC)

BDEC 将致力于推动数字公平和缩小巴尔的摩市数字鸿沟的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他们的四个主要目标包括访

问设备权力、更好的互联网连接服务、数字技能和技术支持以及宣传活动。

移民外展服务中心 (IOSC)

IOSC 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法律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提供住房信息、帮助寻找教育和就业

机会以及食品援助服务移民。

拉丁裔种族正义圈 (LRJC)

LRJC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教育计划、法律援助、社区对话和宣传活动支持巴尔的摩地区的拉丁裔社区。

需要保护的孩子(KIND)

KIND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杰出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保护无人陪伴儿童和失散儿童。他们的工作包括法律服务、

社会服务、政策和宣传以及家庭分离响应。

世界救济（World Relief）

世界救济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弱势难民和其他移民在新国家重建生活。在巴尔的摩市，其服务内容包括移民法律

服务和案例管理。

本月新闻
参加调查，有机会赢得 2,500 美元奖金

In-Place by AndAccess 正在邀请企业主参加一项大约 30 分钟的调查，以了解更多关于可能会使企业面临风

险的街区、商业和财务状况。完成该调查者将自动参加赢取 2,500 美元（奖金共设三份）的抽奖活动，并获

得免费技术援助。该调查于 11 月 13 日结束。访问 andaccess.com/inplace，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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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护垫（Pads for Pals）

许多美国女性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这被称为经期贫困。Pads for Pals 正在收集捐赠的未开封女性卫生用品

，这些产品将分发给华盛顿特区都会区的学校和庇护所。如需更多信息，请通过 padsforpals@yahoo.com联系

Ahsia。

发展我的业务，Empieza el Negocio de sus Sueños

Grow My Business (GMB) 是一项 12 期的业务增长计划，旨在帮助现有微型企业的女企业家拓展业务。如需

更多信息，请参阅GMB 传单。想要申请，请使用 GMB 应用程序

准备好让您梦想的事业成为现实了吗？加入 LEDC 的 Empieza el Negocio de Tus Sueños，这是一个由四部

分组成的系列服务（以西班牙语提供），引导您完成创业的每一步。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Empieza el

Negocio de Tus Sueños 宣传单。想要申请，请使用 Empieza el Negocio de Tus Sueños 应用程序

市长就业发展办公室 (MOED) 2022 年假期职业和资源博览会

11 月 17 日，市长就业发展办公室将在巴尔的摩战争纪念馆（101

N. Gay Street）举办假期职业和资源博览会。有兴趣参加该活动者

请在 11 月 14 日周一之前填好假期职业和资源博览会登记表

(bit.ly/moedholiday)。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假期职业和资源博

览会传单。

补助金机会
BCHD 和 Civic Works COVID-19 小额补助

巴尔的摩历史上的红线社区在食品、紧急援助、交通和心理健康服

务等关键性健康相关的资源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因难以获得这些资

源导致健康服务存在差异，这也影响了新冠疫苗的接种率。BCHD 和

Civic Works 向巴尔的摩市的社区组织提供高达 25,000 美元的小

额补助，用于：

● 在服务不足社区增加新冠疫苗接种和教育。

● 扩大和改善对健康相关资源的获取。

● 改善巴尔的摩市居民的健康和福祉。

鼓励满足新冠疫苗接种和外展服务 (COVAX) 以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SDoH) 小额补助计划的申请人同时申

请这两个计划。申请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开放。访问巴尔的摩市 COVAX 小额补助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妇女合作基金催化补助（Women’s Cooperative Fund Catalytic Grant）

妇女合作基金催化补助在巴尔的摩雇用黑人和拉丁裔妇女，以帮助受资助项目扩大合作规模。有关拨款、资格

要求和申请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妇女合作基金催化补助传单。想要申请，请填写 妇女合作基金催化补金

申请表。

社区活动

● 巴尔的摩市退伍军人节游行

Washington Monument, 699 North Charles Street

11 月 11 日周五，下午 12 点

在因新冠疫情中断后，市长布兰登·斯科特 (Brandon M. Scott) 热情洋溢地宣布巴尔的摩市退伍军

人节游行正式回归，以表彰数百万美国人为国家提供的无私服务。游行起点为华盛顿纪念碑，终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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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纪念广场。

● 第六届健康老龄化社区论坛：保持健康、强壮和恢复能力

Zoom

11 月 14--15 日，周一至周二

加入约翰霍普金斯临床转化研究所，参加为期两晚的活动，届时当地居民、患者、科学家和医疗保健

专业人员将齐聚一堂，就健康老龄化话题进行“严肃谈话”，并分享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迄今为止对老

有所乐的理解。了解更多信息并通过社区论坛 Eventbrite 页面注册。

全国新闻
国土安全部 (DHS) 宣布假释计划并扩大针对委内瑞拉人的第 42 条法案

10 月 12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了一项允许委内瑞拉国民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的新流程，前提是有人愿

意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在同一公告中，他们指出“未经授权在入境口岸之间入境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将被遣返

至墨西哥。” 倡导者批评了将假释计划与驱逐寻求庇护的委内瑞拉人相结合的做法，敦促美国国土安全部恢

复难民的庇护权力。

美国国土安全部批准埃塞俄比亚获得临时保护身份(TPS)

10 月 21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首次宣布埃塞俄比亚获得为期 18 个月的临时保护身份。根据此指定，有资格

获得 TPS 的个人必须自 2022 年 10 月 20 日以来一直在美国居住。

最终公共负担规则生效

自上届总统任期以来，公共负担测试的实施发生了变化，以允许更多的移民获得其需要的保护和帮助。12 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终公共负担规则将生效，该举措将恢复上届政府之前对公共负担的历史认知。

就业机会

[新] 自给自足项目协调员，马里兰州难民和庇护者办公室 (MORA)

[新] 法务专员，塔希里司法中心

[新] 难民青年项目专家（Refugee Youth Project Specialist），巴尔的摩市社区学院难民青年项目

律师助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优先），公共司法中心

经济发展官（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r），巴尔的摩发展公司

双语索赔处理员（Bilingual Claims Processor），州长预防犯罪办公室、青年和受害者服务部

双语住房顾问，马里兰州，拉丁裔经济发展中心

双语住房顾问，巴尔的摩，拉丁裔经济发展中心

希望了解我们为移民和难民社区提供的最新信息和资源？

在Facebook 和 Instagram上关注 M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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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电子邮箱接收我们的每月更新或建议公告，请联络 mima@baltimoreci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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