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irfax County 公众服务委员会 (Human Services Council)

社区参与会议

Fairfax County 卫生、住房和公众服务部 

(Health, Housing and Human Services, HHHS)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充分

发挥自己潜能的社区。但是，在本县很多地

方，实现这一愿景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既深 

远又复杂，导致出现经济和卫生成果的不 

平等。 

2020 年初，Fairfax County 公众服务委员

会在不同的公众服务区域召开了四次社区

参与会议。这些会议由战略管理办公室 
(Office of Strategy Management) 协调，并得

到街区和社区服务机构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Services) 的支持，以确定社区面

临的挑战，并通过住房、儿童保育、交通和

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了解本县居民的脆

弱性。了解这些挑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各

种卫生和公众服务需求，对于不断努力以成

功确定服务差距、有效计划和协调工作以及

有效调整计划和服务以帮助为所有居民维护

繁荣的社区至关重要。 

COVID-19 的影响更加剧了这些人的处境，

反映了对支持我们居民的政策和资源的迫切

需求。 

解决方案需要采用全面的协作方式。要改变

这些趋势的轨迹并对未来进行全面投资，不

能由 HHHS 单独来完成。 

这些发现，以及 2019 卫生和公众服务需求

评估是众多举措中的其中两项，将用于为全

县范围内的战略计划工作提供支持和信息。 

Fairfax County 的战略计划制定了一个未来 
10 至 20 年基于社区的愿景，其中包括战略

和指标，以在未来 3 至 5 年推进这一愿景。 

以全县范围的战略计划为框架，我们将意见

分为九个重点领域。下一页将包括重点领域

以及每个领域的简单说明。 

创造一个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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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会议
战略计划重点领域

文化和娱乐
机会

所有居民、企业

和游客都了解并能参与高

质量的艺术、体育、娱乐

和文化丰富的活动。

对有脆弱性
的居民赋予
权力/提供支
持

所有有脆弱性的居民都被

赋予权力并得到支持，以

充分发挥其独立生活的潜

力。

终身教育和
学习

各年龄段的所有居民都可

以利用具有包容性、响应

性和可获得性的学习机

会，以获得成长、充实以

及不断进步。

经济机会 

所有居民、企业和

区域都在经济上蓬

勃发展。

健康和环境

所有居民都能在可

持续发展的健康环

境中获得最高层次的健康

和幸福。

移动和运输

所有居民、企业、

游客和货物都可以

使用我们精心设计和维护

的由道路、人行道、步道

和各种交通方案组成的网

络，在全县内外高效、经

济、安全地移动。

有效且高效
的政府

所有居民都相

信，他们的政府负责任地

管理资源、提供优质服务

并公平地代表他们。

住房和街区
的宜居性

所有居民生活的

社区都能让人感到安全、

快乐和实惠。

安全和保障

所有居民无论在

家、上学、工

作还是在社区中都感到安

全。

要了解有关 Fairfax County 战略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Fairfaxcounty.gov/strategic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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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会议
结果

在全县举办了四次社区参与会议，HSC 与 
234 名居民进行了交流并听取了他们对

卫生、住房和公众服务计划方面的意见。

来自南县 (South County) 的 97 名参与

者、Ox Hill/西县 (West County) 的 42 名参

与者以及 Heritage/东县 (East County) 的 
95 名参与者参加了这些会议。 496 条

234 名

参与居民总数

参与者按地区分

42 名 Ox Hill 

95 名 Heritage

97 名 南县

收到的意见

根据战略计划重点领域分类的全部意见

住房和街区的宜居性

有效且高效的政府

移动和运输

健康和环境

经济机会

安全和保障

终身教育和学习

文化和娱乐机会

对有脆弱性的居民赋予权力/提供支持 

16.1 %

15.1 %

14.5 %

14.1 %

11.1 %

8.7 %

8.7 %

8.3 %

3.4 %

向参与者提出的问题：

是什么让您彻夜难眠？

参与者提供的意见中，约有 16% 认为住房和街区的宜居性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其次是有效且高效的

政府，占比达 15%。从参与会议中获得了定性数据，并按照本县战略计划制定的九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分

类。虽然全县范围内的战略计划因 COVID-19 而暂停，但该框架对于有效计划和协调我们的工作仍然很

重要。

由于天气恶劣，北县 
(North County) 会议没有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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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Hill 
Ox Hill 参与会议近四分之一的意见关注健康与
环境战略计划重点领域。

“没有足够的机会可接触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提
供者”

“需要为低收入人群获得药物提供经济援助”

“为 65 岁以上永久居民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医疗
保健”

Annandale
健康和环境是 Annandale 社区参与会议的首要
战略计划重点领域，占比达 18%。

“实施面向年轻人并促进情绪健康的辅导计划”

“希望获得帮助，以获得更健康的食物选择”

“需要更多面向经济弱势社区的社区诊所”

南县

南县会议提供的意见中，占比最高的是住房和

街区的宜居性以及有效且高效的政府这两类战

略计划重点领域。

“需要为低收入居民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优质

住房”

“街区需要更多的社区参与来讨论问题和疑虑”

“不公平的发展和规划；太多的中产阶级化”

“对可获得的服务以及获得的方式缺乏了解”

社区参与会议
意见

住房和街区的宜居性 

移动和运输

有效且高效的政府

19.3% 

19.3%

16.6%

13.1%

18.7%

13.1%
健康和环境

文化和娱乐机会

住房和街区的宜
居性

24.7%

12.9%

15.1% 文化和娱乐机会 

终身教育和学习 

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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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您的邻居、朋友、宗教团体的成员、同

事和其他人分享结果，以提高意识，促进

社区对话。

 ¥ 按照 Fairfax County 战略计划工作，了

解重点领域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社

区。

 ¥ 阅读 Fairfax County 卫生和公众服务需

求评估，了解 Fairfax County 和社区的需

求如何变化。

 ¥ 确定和发展新的伙伴关系，以利用资源、

技能和知识。

 ¥ 汇集来自不同背景、经验和学科的个人，

为社会和经济流动提供更多机会。

 ¥ 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工具分享信息、专业

知识和资源，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社区参与会议
投资我们的未来

社区参与会议为我们了解社区居民面临的挑战和脆弱性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了解这些挑战，以及它们如

何影响各种卫生、住房和公众服务需求，对于不断努力以成功确定服务差距、有效计划和协调工作以及

有效调整计划和服务以帮助为所有居民维护繁荣的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能做什么：

虽然我们目前处于社

区参与流程的第 3 阶
段，公众服务委员会仍

然在努力为社区提供服

务、提高透明度、应对这些

挑战，以改善所有在  

Fairfax County 生活、工作和娱

乐的人们的成果。

社区 

参与
流程

举办社区参与会议

制定战略以支持全县的战
略计划

建立协调一致的协作响应

收集意见并分析结果

报告我们的结果

1 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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