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命令编号 20-27
安全而强大的俄勒冈州（第二阶段）： 保持应对 COVID-19 的基本卫生指
令，并继续以逐步分阶段方式实施重新开放俄勒冈州的经济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俄勒冈州一直致力于应对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构成的公共卫生威胁。 随着威胁的升级，本州对威胁的响应等级有所
提高。 2020 年 3 月 8 日，我根据 ORS 401.165 及其后续版本 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并指示了某些即刻响应措施。 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COVID-19 爆
发是全球性大流行，美国总统宣布 COVID-19 爆发为国家紧急状态。
2020 年 3 月和 4 月期间，随着冠状病毒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旨在减缓 COVID-19 在俄勒冈州的传播，并减轻大流行疫情对公共
卫生和经济的影响。 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聚会；关闭学校；采取措
施保护处于集体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宣布异常的市场扰乱；禁止在全州的餐
饮场所消费食品和饮料；在高等教育机构暂停现场教学活动；下令推迟非紧
急医疗程序以节省个人防护装备（PPE）和医院病床；并暂停住宅和商业场所
驱逐。 2020 年 3 月 23 日，本人命令俄勒冈州人“待在家里，挽救生
命”，极尽可能引导个人待在家里，责令关闭特定的零售经营场所，要求对
其他公私设施采取保持物理距离措施，对户外区域和具有许可证的托儿机构
提出要求。
这些措施有助于预防和控制 COVID-19 在俄勒冈州的扩散。 因此，在 2020
年 4 月下旬和 2020 年 5 月上旬，我开始采取措施放宽上述限制，包括允许逐
步恢复非紧急医疗程序、重新开放某些户外休闲活动、允许小型聚会以及放
宽对儿童保育和某些零售业务的限制。 我也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其中称
我州应采取分阶段，以数据为依据，根据地区而定的方式来重新开放俄勒冈
州的社会、经济和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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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采取物理疏远措施、“待在家里，挽救生命”命令以及上述其他重要措
施已帮助减缓了 COVID-19 在俄勒冈州的传播，但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官员告
知，该病毒正在社区中继续传播并预计随着限制的逐步取消，病例数量会增
加。 即使在迄今为止病例数很少的县郡，传播风险仍然存在。 这种病毒
仍然非常危险，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继续严重威胁着俄勒冈州人的生命
和健康。 截至今日，俄勒冈州至少有 4,399 例病例，159 例死亡，全国范
围内有 100,000 多例 COVID-19 病例死亡。 由于已知病毒没有边界，因此在
该州的各个角落都可检测到 COVID-19 病例。 检测和 PPE 的供应链仍然至关
重要，俄勒冈州的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新病例的能力需要不断提高。 如
果我们在俄勒冈州不保持保护性措施，COVID-19 回潮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
当我们计划随着时间推移放松这些限制的同时必须保持准备状态。 简而言
之，控制这种病毒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艰巨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县郡、商务企业和其他实体的辛勤工作使我感到鼓舞，而且人们在本州所做
的工作使得分阶段重新开放过程逐步向前迈进，并适应了新的经营方式。
随着我们继续前进，重新开放的进程必须在恢复和加强我们的整体社会和经
济福祉与防止破坏迄今为止已取得的重要公共卫生成果的 COVID-19 回潮之间
取得平衡。 重新开放进程的目标包括最大程度地减少住院和死亡数； 使一
线工作者的风险最小化；避免卫生系统不堪重负；让人们安全地返回工作岗
位，以便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保护那些患严重疾病风险最高的人，尤
其是有色人种社区；并支持当地的小型集会，以保持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习
俗。
俄勒冈州的应急响应工作和分阶段重新开放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
主、雇员和公众的每一员遵守公共卫生、安全性和物理疏离措施的能力。
预防和控制疫情并限制 COVID-19 的传播是避免未来商业和社会受到干扰，并
使俄勒冈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蓬勃发展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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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兹宣布以下命令：
根据 ORS 401.168、ORS 401.175、ORS 401.188 和 ORS 433.441，本人宣布
以下命令：
重新开放安全而强大的俄勒冈州的框架
1.

本行政命令废止并取代 20-25 号行政命令，规定了适用于全州的基线
要求，并提供了适用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全州阶段性重新开放流
程和指南。
a.

基线要求。 该行政命令规定了俄勒冈州和俄勒冈州企业必须
继续遵守的某些基线要求（必要的全州保护措施），以确保我
们社区的安全并允许分阶段的重新开放进程向前发展。 这些
基线要求在全州范围内适用，除非由分阶段重新开放的指令和
指南进行了修改，或者根据本行政命令的要求进行了其它修
改。

b.

分阶段重新开放。 该行政命令确定了逐步重新开放俄勒冈州
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分阶段进程，包括该州将用来评估是否放宽
或加强限制以确保俄勒冈人安全的标准。 该进程将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各县郡将被允许以不
同的步调通过各阶段。

c.

该行政命令的结构。 该行政命令的第 2 至 10 段概述了在县郡
或州进入第一阶段之前在全州范围内适用的基线要求，除非修
改，否则将继续适用。 如以下第 11–24 段所述，其中一些基
线要求将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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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要求。
2.

3.

注意安全，挽救生命。 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和重新开放经济取决于
俄勒冈州人继续遵守严格的物理疏离要求和其它卫生措施。 在持续
的紧急状态下，个人尽可能待在家或居住地中或附近，对俄勒冈州的
健康、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 依据 ORS 401.168(1)、ORS
401.175(3)、ORS 401.188(2) 至(3)和 ORS 433.441(3)：
a.

个人必须继续遵守适用的聚会限制令。 本行政命令第 3 段规
定了基线聚会限制。 第 15(a)段规定了第一阶段的聚会限
制，第 20(a)段规定了第二阶段的聚会限制。

b.

个人必须遵守我发布的行政命令中规定的任何公共卫生指令。

c.

个人离开家或居住地时，应尽可能与非家庭成员的人保持至少
六英尺的物理距离，并应遵守任何适用的俄勒冈州卫生局
（OHA）指南，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物理疏离和面罩的指南。
OHA 指南参见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基线阶段的聚会。 集会对传播 COVID-19 具有特殊的风险，因为与大
型团体的持续接触增加了传播疾病的风险，并且如果感染者参加集
会，将使快速、有效的接触者追踪工作（本州重新开放计划的基石）
变得更加困难。 相应地，依据 ORS 401.168(1)、ORS 401.188(2)和
ORS 433.441(3)(a)、(b)、(d) 和 (f)：
a.

基于文化、市政和信仰的集会。 禁止所有超过 25 人的基于文
化、市政和信仰的集会。 只有在不同家庭的个人之间能够始
终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时，才允许 25 人或以下的基于文化、
市政和信仰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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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社交和娱乐集会。 禁止在住宅或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进行 10 人
以上的社交和娱乐性聚会。 只有在不同家庭的个人之间能够
始终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时，才允许 10 人或以下的社交和娱
乐聚会。

c.

该行政命令第 3 段仅适用于集会，不适用于工作场所、银行和
信用社、加油站、酒店或汽车旅馆、庇护计划、医疗保健机
构、药房、儿童保育设施、学校、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州或地方
政府或受本人行政命令或 OHA 指南中其他指令约束的其他商务
企业或活动（例如零售，包括杂货店）。

d.

州长或 OHA（征得州长的批准后）可根据需要修改该行政命令
第 3 段的指令。 任何修改将参见于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商务企业和行业特定的限制。 根据 ORS 401.168(1)、ORS
401.188(1) 至 (3)和 ORS 433.441(3)(a)、(b)和(f)，商务企业必须
遵守任何适用的 OHA 指南，包括但不限于雇主指南和面罩指南，且这
些指南可能会不时进行修改。 此外，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或其他
阶段进行修改之前，将适用以下基线要求：
a.

饮食。
(1)

在基线阶段，提供食物或饮品的餐厅、酒吧、小酒馆、
啤酒馆、酒窖、咖啡馆、美食广场、咖啡店、俱乐部或
其它类似场所，不可以提供或允许在店内消费食物或饮
品。 各场所可提供食品或饮品用于场外消费（例如，
取出或汽车购餐）或外卖。 提供此类服务的场所必须
在订购、等待或排队的客户之间实施至少六英尺的物理
疏离规约，并与任何适用的 OHA 指南保持一致。 这些
场所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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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必须实施至少六英尺的物理疏离规
约。 任何用于场外消费的酒精饮品的销售必须符合
ORS 第 471 章和根据该章通过的任何规则。
(2)

该行政命令第 4(a)(1)段不适用于卫生保健机构、儿童
保育机构、工作场所、政府楼、紧急应对机构、学校食
品项目以及为弱势易感人群服务的庇护所和餐饮项目。
鼓励这些地方采用物理疏离、交错日程安排、外卖以及
其它类似措施，以降低与 COVID-19 传播相关的风险。

b.

行业特定指南。 俄勒冈州经济领域的某些特定行业必须遵守
适用的 OHA 指南，且该指南可能会不时进行修订。 此要求包
括但不限于零售业务；公共交通；动物园和其他封闭式户外景
点；博物馆；和运动训练活动（在适用的 OHA 指南允许和遵守
OHA 指南的范围内）。

c.

在基线阶段关闭的业务。 在对以下列表进行任何修改（通过
OHA 指南，且在州长的指导下）的前提下，在基线阶段将继续
禁止以下业务的运营，这些业务难以或无法避免密切的个人接
触：
游乐园；水族馆；长廊商场；理发店和发廊；保龄球
馆；舞蹈工作室；美容诊所；兄弟会组织设施；健身房
和健身室（包括攀岩馆）；水烟酒吧；室内和室外购物
中心（即单一区域内包含商店和餐厅的零售综合体的所
有部分）；室内聚会场所（包括跳跃健身房和激光枪战
室）；医疗水疗，面部水疗，日间水疗和非医疗按摩疗
法服务；美甲和晒黑沙龙；非部落卡房；溜冰场；老年
活动中心；社交和私人会馆；纹身店/打孔店；网球俱乐
部；剧院；瑜伽馆；和青少年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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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政命令第 4(c)段不适用于餐厅、酒吧、小酒馆、啤酒馆、
酒窖、咖啡馆、美食广场、咖啡店或其它提供食物或饮品的类
似场所，这些机构仍受该行政命令第 4(a)段的约束。 室内和
室外购物中心以及其它受本行政命令第 4(c)段约束的企业不会
被禁止提供食品、杂货、保健、医疗、药房或宠物店服务。

5.

d.

修改： 在州长的指示下，OHA 或其它适当的州机构可以发布指
南，允许第 4(c)段所列的一个或多个这些类型的商务企业或设
施开放，作为分阶段重新开放过程的一部分或其他过程的一部
分。 此外，在州长的指导下，OHA 可以修改本行政命令第 4
段的指令以及此处引用的任何指南，并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其他
指南和常见问答。 所有参考的指南和任何修正将在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上提供。

e.

不遵守的结果： 不遵守该行政命令第 4 段的商务企业将被停
业，直至其证明合规为止。

基线阶段的工作场所限制。 依据 ORS 401.168(1)、ORS 401.188(1)
至(3)和 ORS 433.441(3)(a)、(b)、(d) 和 (f):
a.

在俄勒冈州设有办公室的所有商务企业和非营利实体应尽最大
可能促进雇员的远程办公和在家工作。 根据职位职责、远程
工作设备的可用性和网络充分性，只要可进行远程作业和在家
工作，就禁止在办公室工作。
当远程办公和在家工作选项不可用时，则商务企业和非营利组
织必须指定一名雇员或官员来制定、实施和执行 与 OHA 指南
一致的物理疏离政策。 对于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访客，该政策
还必须涉及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如何保持社会疏远规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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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c.

商务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必须遵守任何适用的 OHA 指南，包括但
不限于雇主指南。 在州长的指导下，OHA 会根据需要不时修
改或颁布新的指南。

d.

未能遵守该行政命令第 5 段的商务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被停
业，直至其证明合规为止。

政府部门。 依据 ORS 401.168(1)、ORS 401.188(1) 至(3)和 ORS
433.441(3)(a)、(b)、(d) 和 (f):
a.

行政服务部（DAS）经州长批准后，为所有州行政分支机构的办
公室和建筑物发布指南。 指南可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政府建筑
物运营；提供公共服务；远程办公和在家工作选项；和物理疏
远措施的指令。 该指南可能会不时进行修改，它将由 DAS 传
达给受影响的州级机构，并在
https://www.oregon.gov/das/pages/coronavirus-state-govemployee.aspx 上向公众公开。

b.

该行政命令第 6 段适用于州行政分支机构拥有或占用的所有办
公室和建筑物。 本行政命令不适用于州立法和司法分支机
构、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部落政府拥有或占用的办公室和建
筑物。

户外娱乐和旅行。 依据 ORS 401.168(1)、ORS 401.188(1) 至 (3)
和 ORS 433.441(3)(a)、(b)、(d) 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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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外出进行娱乐活动（散步、徒步旅行等），但必须将这
些活动限制在非接触性范围内，在无法保持适当物理疏离并遵
守适用的 OHA 有关户外娱乐活动指南的情况下禁止从事户外活
动。 娱乐区的管理人员也必须遵守适用的 OHA 指南。 在州
长的指导下，OHA 可根据需要不时修改该指南。

b.

个人应根据任何适用的 OHA 指南，继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旅
行。 俄勒冈人应尽可能往返于居家，住所或工作场所所需的
最短距离；用于获取或提供食物，庇护所，消费者需求，教
育，保健或紧急服务；用于接受或提供基本的商务企业和政府
服务；用于照顾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老年人，未成年人，受
抚养者，残疾人或其他弱势易感者，宠物或牲畜；政府官员，
执法机构或法院的指示的旅行；以及我的行政命令和 OHA 指南
允许的或与其相符合的其它经济，社会或娱乐活动。

c.

如果私人和公共露营地能够遵守 OHA 关于户外休闲的指南，则
可以开放。

d.

如果无法保持适当的物理疏离，俄勒冈州公园和娱乐部保留停
业任何地产或设施的权力。

e.

在基线阶段，游泳池、滑冰公园、户外运动场和游乐场设备区
域仍然停业。 在州长的指示下，OHA 或其它适当的州机构可
以发布指南，允许一个或多个这些类型的设施开放，作为分阶
段重新开放过程的一部分或其他过程的一部分。 此类指南将
在以下网站提供：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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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等教育，学校，育儿，青年项目。 州长指示州教育实体与俄勒冈
州各地的学校和教育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学校重新开放计划，以便俄
勒冈州学生可以某种形式返回 2020-2021 学年的教室。 高等教育机
构应继续遵守第 20-09 号行政命令，包括扩展或修改的进一步行政命
令，以及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的任何指南。 育儿设施以及对育儿服
务的任何扩展或限制，将根据第 20-19 号行政命令进行，包括修改的
进一步行政命令，以及来自教育部早期学习司儿童保育办公室的任何
指南。 K-12 学校继续受到 20-20 号行政命令的约束，包括扩展或修
改的进一步行政命令，以及教育部的任何指南。 如果州长指示这样
做，OHA 或其它适当的州机构可以提供有关青年项目的进一步指南，
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室外和夜间夏令营。

9.

指南。 在我的指导下，在该行政命令和其它行政命令的授权下，OHA
和其它适当的机构已经发布并将将继续发布和修订针对公众，雇主和
特定经济行业的详细指南。 俄勒冈州继续朝着重新开放迈进，这取
决于所有俄勒冈州人继续遵循 OHA 和其它州机构制定的适用一般性和
行业特定性指南。 俄勒冈州已采用针对性的，基于科学的方法来应
对持续发生的 COVID-19 紧急情况。 随着我们继续学习更多与新型冠
状病毒作斗争的知识，俄勒冈人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流逝，为确保
有效的紧急应对，可能需要对指南进行修改。 为此，如果州长指示
这样做，则 OHA 或其它机构将酌情修改或提供有关该行政命令第 2 至
8 段规定的任何基线要求的附加细节，并经州长批准。 任何修改以
及附加指南将在以下网址向公众展示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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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废除 20-25 号行政命令，并由本行政命令中的指令代替。

俄勒冈重新开放框架
11.

分阶段重新开放。 如本行政命令所概述，我州应采取分阶段，以数
据为依据，根据地区而定的方式来修改并进一步放宽上述基线要求，
以重新开放俄勒冈州的社会，经济和其它活动。 该进程将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分阶段重新开放的进程将在
重要的健康结果与恢复和加强俄勒冈州的社会和经济福祉的需求之间
取得平衡。

12.

进入第一阶段的先决条件。 当俄勒冈州满足第一阶段的所有先决条件
时，本行政命令第 15 段中规定的第一阶段指令将在全州范围内生效。
这些先决条件将由 OHA 建议，经州长确立，并且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COVID-19 的流行率下降；

b.

充分的最低检测方案；

c.

充分的接触者追踪系统；

d.

充分的隔离/检疫设施

e.

发布第一阶段行业的全州行业指南；

f.

充足的医疗保健能力；以及

g.

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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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州过渡到第一阶段的进程。当满足该行政命令第 12 段规定的全州先
决条件时，OHA 会通知州长，届时州长可根据 OHA 发布的指南确定第
一阶段生效。 一旦州长做出决定，该行政命令的第一阶段指令将在
全州范围内生效。

14.

各县郡过渡到第一阶段的进程。即使州长尚未根据该行政命令第 13 段
发布州级决定，但如果某一县郡满足本州第 12 段规定的所有第一阶段
先决条件并符合 OHA 发布的任何适用指南，则可以寻求州长的批准以
过渡到第一阶段。 州长办公室可以指定县郡根据本段申请批准的程
序。 一旦州长以书面形式批准某一县郡的申请，则第一阶段指令将
在该县郡生效。

15.

第一阶段指令。 在第一阶段中，尽管于该行政命令第 2–9 段中规定
的基线要求有些不一致，在第一阶段指示已生效的任何县郡都允许以
下活动，但只有当该县郡和授权的活动符合所有 OHA 发布的适用的第
一阶段指南时：
a.

当地集会。 除本行政命令第 3 段授权的聚会外，个人可以出
于任何目的在当地进行不超过 25 人的聚会-包括根据本行政命
令第 3（b）段之前限制为 10 人或更少的社交或娱乐性聚会-前
提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之间至少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允许
参加此类集会在当地的旅行。 在第一阶段，本分项中的限制
不适用于应遵循不同的行业特定指南的经济部门（例如，餐
厅、个人护理业务和零售），前提是它们遵循本行业特定指
南。 本分项也不适用于本行政命令第 3（c）段中规定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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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济行业。 下列行业可以重新开放或扩大运营，前提是它们
的运营与 OHA 第一阶段指南和所有其它适用的 OHA 指南保持一
致：
(1)

餐饮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馆和酒吧，
其必须遵守第一阶段餐厅指南；

(2)

个人护理商务企业和设施，例如沙龙和健身馆，其必须
遵守第一阶段个人服务指南；

（3） 室内外商场，必须遵守第一阶段室内外商场指南；和
(4)

州长可能确定的有资格在第一阶段中重新开放或扩大业
务的其它行业。

16.

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 除非至少经过二十（21）天，否则
州和任何县郡都不得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以便评估先前的
过渡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17.

进入第二阶段的先决条件。 当俄勒冈州满足第二阶段的所有先决条
件时，在进入第一阶段不少于 21 天后，本行政命令第 20 段中规定的
第二阶段指令将在全州范围内生效。这些先决条件将由 OHA 建议，经
州长确立，并且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本行政命令第 12 段所述的过渡到第一阶段的所有先决条件；

b.

在 24 小时内对指定百分比的新病例进行及时随访（接触者追
踪）；

c.

必须将指定百分比的新的阳性病例追溯至现存病例；和

d.

突发事件或检测阳性率没有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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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州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流程。 当满足该行政命令第 17 段规定的全州
先决条件时，OHA 会通知州长，届时州长可根据 OHA 发布的指南确定
第二阶段生效。 一旦州长做出决定，该行政命令的第二阶段指令将
在全州范围内生效。

19.

各县郡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流程。 即使州长尚未根据该行政命令第 18
段发布州级决定，但如果在某县郡进入第一阶段不少于 21 天后，该县
郡满足本州第 17 段规定的所有第二阶段先决条件并符合 OHA 发布的任
何适用指南，则可以寻求州长的批准以过渡到第二阶段，并可能被批
准这样做。 州长办公室可以指定县郡根据本段申请批准的程序。
一旦州长以书面形式批准某一县郡的申请，且不得早于县郡进入第一
阶段后 21 天，则第二阶段指令将在该县郡生效。

20.

第二阶段指令。 在第二阶段中，尽管于该行政命令第 2–9 和第 15
段中规定的基线或第一阶段要求有些不一致，在第二阶段指示已生效
的任何县郡都允许以下活动，但只有当该县郡和授权的活动符合所有
OHA 发布的适用的第二阶段指南时：
a.

聚会限制。 尽管本行政命令第 3 段和第 15 段有关于基线和第
一阶段的限制，但在第二阶段，只要保持身体健康，个人可以
出于任何目的在室内进行最多 50 人，室外最多 100 人的聚会，
前提是不在同一家庭中的个体之间至少保持六英尺的物理距
离。 在第二阶段，本分项中的限制不适用于应遵循不同的行
业特定指南的经济部门（例如第 20（b）段所指定），前提是
它们遵循本行业特定指南。 本分项也不适用于本行政命令第
3（c）段中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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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济行业。 除了允许根据现有基线和第一阶段指令和指南经
营的行业之外，且尽管本行政命令中有任何相反指令，以下行
业可以重新开放或进一步扩大经营，前提是它们的经营与适用
的对该行业的 OHA 第二阶段指南相一致：
（1） 场地和活动经营者，包括但不限于剧院和礼拜场所可以
经营，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阶段指南。
（2） 未另分类的室内付费娱乐活动（例如，滑冰、保龄球馆
和拱廊商店街）可以经营，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
阶段指南。
（3） 未另分类的室外付费娱乐活动（例如，喷气艇、迷你高
尔夫和击球笼）可以经营，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
阶段指南。
（4） 游泳池和运动场可以开放，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
阶段指南。
（5） 餐饮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馆和酒吧可
以扩大服务范围，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阶段指
南。
（6） 娱乐性体育运动可以恢复比赛，前提是遵守适用的 OHA
第二阶段指南。
(7)

州长可能确定的有资格在第二阶段中重新开放或扩大业
务的其它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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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限的恢复工作。 尽管有上文第 5 段的规定，工作场所可能
会开始有限的恢复办公室工作，但在可行情况下仍建议远程办
公。 员工重返工作的工作场所必须指定或继续指定一名员工
或官员，以建立、实施和执行与物理疏离有关的政策，并与任
何适用的 OHA 指南保持一致。 对于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访客，
该政策还必须涉及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如何保持社会疏远规约。

d.

旅行。 尽管有上文第 7（b）段的规定，个人仍可旅行以参加
针对处于第二阶段的县郡授权开展的所有社交、民众、经济、
娱乐和其他活动。

21.

指南。 经州长批准，OHA（或其它机构，由州长指示）将发布分阶段
的重新开放指南。 该指南可以放宽和修改某些基线要求；设定第一
阶段，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的要求；并提供其它一般性和特定行业的
指南。 该指南可能会不时进行修改。 指南将发布在以下网址：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22.

后续的过渡。 我预计，除非并且直到州长确定可广泛使用和有效
的治疗方法或疫苗问世，或者疫情大流行威胁出现其他重大变化，
否则任何州或任何县郡都不能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 但
是，我打算继续监测第二阶段的进展，并定期审查是否可以对第二
阶段的指令和指南进行其他调整。

23.

重新施加限制的条件。 重新开放俄勒冈州会带来 COVID-19 回潮的风
险，即使在州或各个县郡过渡到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之后，也可能需
要增加限制。 经州长批准，OHA 将指定可能触发重新施加增加限制
的条件。 这些条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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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法满足接触者追踪要求；

b.

COVID-19 病例流行率上升的证据；或

c.

重症 COVID-19 病例负担增加的证据

如果满足任何潜在触发条件，OHA 将召集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立即开
会，以进行进一步讨论和评估。 然后，OHA 将向州长提出建议，州
长有权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有权随时采取该行动。
24.

对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的修改。 如果州长指示这样做，则 OHA 或其
它机构将酌情修改或提供有关该行政命令第 11 至 23 段规定的任何要
求的附加细节，并经州长批准。 任何修改以及附加指南将在以下网
址向公众展示 https://govstatus.egov.com/OR-OHA-COVID-19.

一般规定
25.

法律效力。 该行政命令根据 ORS 401.165 至 401.236 赋予州长的权
利发布。 根据 ORS 401.192 (1)，该行政命令所载指示应具有法律
的全部效力，任何现有法律、条例、规则和命令如不在州长行使紧急
权力的范围内，即属无效。

26.

执行。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该行政命令中的指令以及 OHA 或其它州
机构为实施该行政命令而发布的任何指南在全州范围内均有效。 该
行政命令以及 OHA 为实施本行政命令而发布的任何指南都是 ORS
431A.005 中定义的公共卫生法，并且可以根据 ORS 431A.010 的规定
允许执行。 除了根据适用法律可能施加的其它罚款外，任何发现违
反该行政命令或 OHA 或其它州机构发布的实施该行政命令的指南的个
人，商务企业或实体均应受到 ORS 401.990 中所述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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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可分割性。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使该行政命令的任何部分，小节，段
落，句子，子句，短语或单词无效，则该情况不应影响本命令其余部
分的有效性。

28.

自由裁量权；无行为权。 州长根据该行政命令做出的任何决定均由
她自行裁量。 该行政命令无意于创造也不会创造任何个人权利，特
权或利益，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程序性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对俄勒冈
州，其机构，部门，或任何官员，雇员或其代理依照法律或衡平法强
制执行 。

29.

生效日期。 除非另有规定，该行政命令的条款立即生效，并将持续
有效，直至州长终止。

2020 年 6 月 5 日在俄勒冈州塞勒姆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ate Brown
州长

证明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v Clarno
州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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