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特兰大市很荣幸与 Carter Center 合作开展全球性“告知女性，改变生活” (Inform Women, 

Transform Lives) 宣传活动，该活动旨在提高下列首届 13 个城市的女性信息知情权意识：约旦安

曼、美国亚特兰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非开普敦、美国芝加哥、斯里兰卡科伦坡、孟加

拉国达卡、爱尔兰都柏林、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城、乌干达坎帕拉、秘鲁利马、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和巴西圣保罗。  
 

世界各地的女性是最不可能要求和获得信息获取权之人，但却是最需要这种强大工具之人。市长 

Keisha Lance Bottoms 致力于确保亚特兰大的所有女性都能以公平的方式从本市获得关键信息，过

上安全、富裕的生活，并强化其社区。 

 

欲了解于 3 月 8 日启动并于 9 月 28 日结束的宣传活动的更多相关信息，请点击此处 
 

想要了解本市提供的服务和计划的更多内容，请见下文。 
 

亚特兰大市服务和计划分为以下几类：基于性别暴力、经济流动性、住房、健康、社区安全、食

物获取、其他 
 

基于性别的暴力 
 

SafeSPOTS（街道之外的安全场所）是一项旨在于任何出现需要之时为面临儿童和/或家庭暴力的

个人和家庭提供即时援助的计划。亚特兰大消防救援局 (Atlanta Fire Rescue Department, AFRD) 的

消防员在消防站的范围内，将利用其设施作为下列人士的 “SafeSPOT”：弃婴、受虐待儿童、对儿

童商业性性剥削受害者、性侵犯受害者以及家庭暴力受害者。 

获取其他信息，请联系： 

姓名：Glen Riley，现场运营副局长 

电话：404-556-7249  

电子邮件：griley@atlantaga.gov  

网站：https://atlantava.org/be-a-survivor/domestic-violence  
 

欢迎亚特兰大受害者服务计划 (Welcoming Atlanta Victim Services Program) 致力于确保亚特兰大市

英语熟练程度有限和在外国出生的犯罪受害者根据法律获得公平的服务和保护机会。 我们为犯罪

受害者提供具有文化胜任力的法律和社会服务提供者推荐，协助受害者获得警察报告，提供权利

和资源的相关信息，并代表受害者辩护，以确保听取亚特兰大多元化移民社区的关注问题，并将

其纳入现有和未来的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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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其他信息，请联系： 

姓名：Holly Malerba，受害者服务计划经理  

电话：470.571.6313 

电子邮件：hsmalerba@atlantaga.gov 
 
 

经济流动性 
 

WorkSource Atlanta 负责亚特兰大市内的计划和服务，这些计划和服务由美国劳工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根据《2014 年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of 2014, WIOA)提供资金。WorkSource Atlanta 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大学、学校、社区和基

于信仰的组织合作，以提供全面的劳动力发展服务。WorkSource Atlanta 工作人员可以于周一至周

五上午 8:15 至下午 5:00 协助解决您的就业需求。 
818 Pollard Blvd., SW Atlanta, Georgia 30315 

联系方式： Roscell Hall-Partners，协调员 

电话： (404) 546-3000 或 (404) 494-0171  

电子邮件：rohall@atlantaga.gov   
 

Bank On Atlanta 是金融机构、基于社区的组织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项合作，确保所有居民都有机

会保持财务健康。我们正在共同努力，使人们与安全、平价且经认证的银行帐户联系起来。我们

的成员还提供服务和教育资源，帮助个人和家庭能够改善其财务能力、健康和独立性。 

地址：55 Trinity Ave SW, Suite 2400, Atlanta, GA 30303 

姓名：Venus Lockett，计划经理 

电话：404-482-1697  

电子邮件：bankon@atlantaga.gov  

网站：https://bankon.atlantaga.gov/  
 

投资亚特兰大的 COVID-19 救援和救济资源中心 (Invest Atlanta’s COVID-19 Recovery & Relief 

Resource Center) 正在积极整合来自地方、州和国家组织的 COVID-19 资源。 

网站：https://www.investatlanta.com/covid-19-resources  
 

女性创业计划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Initiative, WEI) 旨在提供前所未有的人力、教育和金融

资本机会，这些机会对于支持公司创立初期的创业者（仅限女性）至关重要。我们确认并努力彻

底改变女性企业主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待遇，同时我们也坚信，身兼女性和企业家可以共

存，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少基于性别的边缘化，以便人尽其才。 

地址：84 Peachtree St. NE, 11th Floor, Atlanta, GA 30303 

电话：(470) 553-3059 

电子邮件：info@weiatlanta.com  
http://www.weiatlanta.com/  
 

女性出口大学 (Women Export University, WEU) – WEU 是一项能力建设计划，旨在为女性微型企业

家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使其具有全球竞争力。WEU 课程包括虚拟研讨会、一对一咨询、关于

出口战略的见解和培训、进入新市场的工具和资源、关于如何建立出口友好型数字化存在的见解

以及包装流程指导。WEU 与 UPS 合作，旨在增加女性所有企业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度，并为女性企

业家创造更多机会，以实现经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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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Cesar Vence，市长国际事务办公室 (Mayor’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副主任 

电子邮件：cvence@atlantaga.gov   

电话：404-558-9483 

网站：https://www.atlinternationalaffairs.com/women-export-u  
 
 

住房 
 

市、县、州和联邦政府均已通过了应急政策，在冠状病毒健康疫情期间为居民提供财政援助和住

房稳定。亚特兰大市已阅读并总结各种与住房相关的政策，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留在家中的须知

事项。 

United Way of Greater Atlanta 正在管理 ATL Strong 的租金援助资金。如果您或您的租户需要紧急租

赁或公用事业援助，请致电 2-1-1 或点击此处与 United Way of Greater Atlanta 联系。 

网站：https://atlstrong.org/housing-information/  

 

业主自住修复计划 (Owner-Occupied Rehab Program)： Atlanta Housing、Invest Atlanta 和亚特兰大

市已启动一项延期可免除贷款计划，为符合条件的 Ashview Heights 和亚特兰大大学中心 (Atlanta 

University Center) 的房主提供高达 70,000 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房屋的外部健康和安全维修。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mowatl.org 或致电 404-351-3889 联系 Meals On Wheels Atlanta 的优选邻里

外部业主自住修复计划 (Choice Neighborhoods Exterior Owner-Occupied Rehab Program) 经理。 

网站：https://www.investatlanta.com/homebuyers/owner-occupied-rehab  
 

提供平价公寓：探索在亚特兰大市内提供平价生活的房产。请联系每处房产的房产经理，获取关

于可用性和收入资格指南的更多信息。 

网站：https://www.investatlanta.com/renters/explore-affordable-apartments  

 
 

健康 
 

市长的女性虚拟情感健康峰会，优先考虑通过危机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欢迎所有自认是女性及其

盟友的所有人讨论在全球危机时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们公开且诚实地谈论了种族不平等、健

康差异、社会和经济不平等，COVID-19 对我们社区的影响以及女性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需要进行哪

些投资。讨论只针对亚特兰大，强调了为女性及其家庭提供的当地资源。 

联系人：Sissy Weldon，市长的 One Atlanta 办公室项目经理 

电话：404-693-1214  

联系方式：sissyweldon@atlantaga.gov 

网站：https://atlstrong.org/wellnesssummit/  
 
 

社区安全 
 

警务替代方案和转移计划 (Policing Alternatives & Diversion Initiative, PAD) – 仅在 5 区和 6 区提供 

亚特兰大市政府正在与警务替代方案和转移计划 (PAD) 合作，以促进对遇到与心理健康、药物使

用或极端贫困有关的生活质量问题的个人的宣传活动。PAD 应对以下问题：骚扰（例如有人在公

司外面大喊大叫）、公共场合猥亵（例如有人在公共场所不穿衣服）、福利（例如有人乞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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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心理健康（例如有人似乎不辨方向或自言自语）、药物使用（例如有人在公园长椅上喝

酒）、基本需求（例如有人需要庇护所）和公共卫生（例如有人从垃圾箱翻找食物）。 

联系方式：PAD 通过亚特兰大市 311 非紧急城市服务热线接受社区推荐，解决生活质量问题。 

电话：311  

网站：https://www.atlantapad.org/  
 

亚特兰大社区应急小组 (Atlanta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ACERT)： 社区应急小组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ERT) 计划有助于培训人们更好地准备应对社区紧急情况。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CERT 成员可以为现场急救员提供关键支持，为受害者提供即时帮助，并在灾

难现场组织自发的志愿者。CERT 成员还可以帮助处理有助于提高社区安全性的非紧急项目。 

该课程每周进行一天（目前为周二），为期六周。必须 18 岁或以上。应该能够通过背景调查以获

得培训结业证书。 

电话： (404) 538-7112  

网站：https://www.atlfrf.org/acert  

 

亚特兰大烟雾警报计划 (Atlanta Smoke Alarm Program, ASAP)：亚特兰大消防救援局希望确保亚特

兰大市的每个家庭都有正常工作的烟雾报警器。  为什么我们的志愿者喜欢与亚特兰大消防救援局

的烟雾报警计划合作……烟雾报警器可挽救生命！  知道他们如何帮助另一位亚特兰大市居民免于

火灾，我们的志愿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姓名：Claudie Nash 

电话：(404) 392-0040  

电子邮件：CNash@atlantaga.gov  

网站：https://www.atlfrf.org/atlanta-smoke-alarm-program-asap  
 

儿童座椅安全计划 (Child Seat Safety Program)：在全市 33 个车站为家长和看护者提供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服务；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儿童安全座椅。 

姓名：William Hutchinson  

电话：678-643-4318 

电子邮件：AFRCarSeats@AtlantaGa.Gov  

网站：https://www.atlantafirerescue.com/programs/car-seat-program  
 

针对住宅租户的法规实施：法规合规局 (Bureau of Code Compliance) 程序是供选民针对违反《亚特

兰大住房法规》(Atlanta Housing Code)、《涂鸦条例》(Graffiti Ordinance) 和/或《商业维护和工业

法规》(Commercial Maintenance and Industrial Code) 的违规行为提出投诉的一项制度。 
818 Pollard Blvd.SW Atlanta, GA 30315  

电话：404-546-3800 

电子邮件：codesrequests@atlantaga.gov 

网站：https://www.atlantapd.org/services/community-services/office-of-code-enforcement  
 

路灯灯泡更换或路灯不亮/缺失 

致电：311 

网站：https://www.atl311.com/?page_id=115&atlId=1-3JRE2&_crauth=bf062e22fc  

 

路灯灯泡更换 

致电：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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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tl311.com/?page_id=115&atlId=1-3JRE2&_crauth=7b03a4a975  
  

紧急标志和电线杆修理/更换  

致电：311 
https://www.atl311.com/?page_id=115&atlId=1-3JRD7&_crauth=7b03a4a975  
  

非紧急标志修理、更换或安装  

致电：311 
https://www.atl311.com/?page_id=115&atlId=1-3JRD2&_crauth=7b03a4a975  
 
 

食物获取 
 

亚特兰大公园和休闲局 (Atlanta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随取即行用餐计划 (Grab and Go Meal Program) 于周一至周五下午 4:00 至下午 6:00 在全市的当地

娱乐中心为 5-18 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热乎的随取即行餐食。在您当地的娱乐中心免费报名参加。 

网站：https://www.atlantaga.gov/government/departments/parks-recreation/office-of-
recreation/grab-and-go-meal-program  
 
 

其他 
 

iSpeakATL： 语言获取计划（称为 iSpeakATL）为本市英语熟练程度有限 (LEP) 人群提供免费、及时

和高效的语言服务。选民无论讲哪种语言，都将能够在本市的所有建筑物和办公室获得出色的服

务。 

电话：(404) 865-8813   

电子邮件：welcomingatlanta@atlantaga.gov  

网站：https://www.welcomingatlanta.com/ispeakatl/  
 

人际关系委员会 (Human Relations Commission)：亚特兰大市已经建立人际关系委员会 (HRC)，以

促进亚特兰大市内部的相互尊重和理解。HRC 调查并听取关于歧视的投诉，就如何解决此类投诉

提出建议，并根据其使命开展活动。HRC 是解决本市内公共设施、私人就业和住房方面非法歧视

的工具。禁止的歧视形式包括种族、肤色、信仰、宗教、性别、家庭关系状况、性取向、国籍、

性别认同、年龄和身体残疾。 

联系信息：Office of Constituent Services, 55 Trinity Avenue, Atlanta, Georgia 30303 

电话： (404) 330-6023  

电子邮件：svoelkel@atlantag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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