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信息中心（JIC）正式出版发行。该联合信息中心由关岛国土安全局发起，并得到了多个负责健康和

安全事宜的政府机构的支持。 

我如何了解更多信息？谁可以解答我的疑问或告知我更多信息？
 

 

 
您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社交媒体与联合信息中心取得联系。 

 

 
 

获取信息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最新资料： 
政府网站 

包括： 
关岛国土安全局: ww.ghs.guam.gov 
政府脸谱网页面 :  

https://www.facebook.com/Guam-Homeland-SecurityOffice-of-Civil-Defense-178975602144519/  

https://www.facebook.com/eddiebazacalvo/ 

政府推特页面:   twitter.com/ghsocd 
关岛国土安全局电话 ：(671) 475-9600/478-0208/09/10 
媒体联系资源 
本资料单的第二页中列出了完整的媒体资源信息。 
 

 

 
 资料单: 

做好准备…… 
了解怎样获得确切信息 

关岛联合信息中心 



 怎样获取日后发布的新版资料单 
 

您可以从市长办公室或 www.ghs.guam.gov.网站上获取。 
 

 
 

http://www.ghs.guam.gov/


 

 
 

 
 
 
 

 
订阅警报短信 

- 太平洋每日新闻 PDN 
o 在 www.guampdn.com/sms 网站注册 

- 关岛新闻 KUAM: 
o http://www.kuam.com/Global/link.as 

p?L=395152&nav=menu1679_2 
- MegaMixx 101.9 

o 短信息平台: 988-1019 

广播电台 

- Newstalk K57 (周一至周五  早 6 点到晚

6 点) [AM 570] 

- Isla 630 (周一至周五  早 6 点到早 10

点) [AM 630] 

- i94 [FM 93.9] 

- Power 98 [FM 97.5], 105 The Kat [FM 

105.1] 

- Hit Radio 100 [FM 100.3] 

- KStereo 95.5 [FM 95.5] 

- KISH 102.9 [FM 102.9] 

- KPRG Radio [FM 89.3] 

- MegaMixx 101.9 [FM 101.9] 

电视播报 

- 关岛晚间新闻:每晚 6 点在第 8 频道播出,当

日晚 10 点在同一频道重播, 次日晚 7 点在

第 11 频道重播. 

- 太平洋新闻中心晚间新闻:周一至周五晚 6

点在第 7 频道播出,当日晚 10 点在同一频

道重播,次日晚 7 点在第 6 频道重播. 

- 关岛晚间新闻:每晚 6 点在 Isla 630 广播

频道同期播报. 

- 太平洋晚间新闻:晚 6 点在 Newstalk K57 广播频道同

期播报. 

网站和脸谱网页面 

- 太平洋每日新闻 PDN:  www.guampdn.com,   

脸谱网页面: 搜索 Pacific Daily News 

- 关岛日报 Guam Daily Post:  

https://www.postguam.com/ 

脸谱网页面: 搜索 Guam Daily Post 

- 马里亚纳商报 Mariana Business: 

刊物:  http://www.mbjguam.net/ 

- 太平洋新闻中心 PNC:  

www.pacificnewscenter.com,  

- 脸谱网页面: 搜索 Pacific News 

Center 

- 关岛新闻 KUAM: 

http://www.kuam.com  

脸谱网页面: 搜索 KUAM News 

推特页面 
- 关岛国土安全局: 

http://twitter.com/ghsocd 
- 太平洋新闻中心 PNC: twitter.com/pncguam 

- 关岛新闻 KUAM： twitter.com/guamnews_KUAM 

 

 

 

 

 

 

 

信息来源 
JIC_2017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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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警报系统 (EAS) 
- 1997 年,美国开始将紧急警报系统(Emergency Alert 

System)作为全国警报系统. 
该系统会发出两种类型的警报：突发和紧急情况。 关岛政府
定期对该系统进行检查，确保其正常运行。 

它是如何运行的? 
紧急警报系统会切断一切节目,并向 AM、FM、天气广
播、甚高频（VHF）和超高频（UHF）发送突发信息。 

- 根据联邦法律，上述频道必须播报突发信息。 
- 关岛播报紧急警报系统的电台是 FM 95.5 的 KSTEREO 电

台，以及 AM 801 的 KTWG 电台。 

我会听到什么信息? 
- 如果您正在听收音机或看电视，节目将停止，您将听到警报声，

随后将显示如下信息： 
o 若为测试: 

 “目前为关岛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在紧急
情况下，此系统为您带来重要信息。 紧急
警报系统到此结束.” 

o 若为真实警报: 

 “由于关岛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切断了节
目。”随后将出现包括重要事项和应对方法
的信息。 

我会通过其他途径得到通知吗? 
- 除了紧急警报系统，我们在关岛还有其他的通知途径，若

 

信息来源 

我应该告诉孩子
什么信息? 

绿色 – 平安无事 
绿灯意味着一切事件都可以

正常进行。 在应急方案中

中，绿色表示正常，意味着

任何类型情况的风险都很

低，且政府正常运转。 

 

黄色– 小心谨慎 
黄灯意味着可以继续开展工

作，但要小心谨慎。黄色表

明该岛存在中度风险。在黄

灯亮起时，政府将继续运

转，但将有几个机构开展紧

急准备和规划工作。 

红色 – 停止行动并保
持谨慎. 
红灯意味着您需要停止正在

做的事情，并立即未即将发

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有紧急情况发生，以下程序也会被激活: 
o 短信息:通讯公司会发送不超过 140 字符的短信

息。 
o 电子邮件: 关岛政府将发送大量邮件，并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讯息。 
o 村庄:关岛政府的先遣响应人员将拉响警报开车穿

越各个村庄，传递信息并告知相应做法。 
o 所有危险警报系统(AHAWS)拉响警铃 :发生紧急

情况时，15 个警铃将一同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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