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易选民指南列出了2022年11月8日选票上本地候选人和提案的基本和无党派信息。 
本指南由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作为一项免费教育服务编写。如果您想得到更多拷贝，请致电（510）834-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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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选民指南
奥克兰市政选举 - 2022年11月8日



本简易选民指南就2022年11月8日奥克兰市政选举中的本地候选人和选票提案做出
基本介绍。它还包括： 

• 投票提示 

• 了解更多关于本地候选人和提案的信息资源 

• 可能出现在您选票上的其他竞选 

您的选票上的投票项目取决于您在奥克兰市的居住区域： 

市府公职（第3-9页） 

在这次选举中，所有奥克兰选民均可对市审计长和市长候选人做出投票。居住在第2 

区、第4区和第6区的奥克兰选民可以对竞选市议员和校区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进行
投票 

联邦、加州、县和特别选区公职（第3页） 

在这次选举中，所有奥克兰选民都可以就竞选联邦、加州和县府公职的候选人进行
投票。居住在某些邻里的奥克兰选民可以就竞选特别选区公职的候选人进行投票。 

选票提案（第9-12页） 

在这次选举中，所有奥克兰选民将对1项校区提案、9项全市提案、1项县提案和7项
州提案进行投票。 

本指南中的候选人信息由他们的竞选团队直接提交给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本指南
中的提案信息经联盟行动委员会研究并在下一步学习中心(nextsteplc.org)让学生
审阅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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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简易选民指南

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全
国范围的非营利组织，包括超过700个州级，区
域级和本地级別的联盟组织。 

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是加州本地级最大联盟之
一。联盟并不支持或反对任何政党或参选的候
选人。 

我们的会员: 

· 鼓励知情和积极参与政府； 

· 努力提高对重大公共政策议题的理解； 

· 通过教育和倡导影响公共政策。

本女性选民联盟的会籍对所有人开
放。请致电(510)834-7640联系我们
的办公室，我们将向您发送会员表
格。或者透过上网加入，网址：
lwvoakland.org/membership

Facebook: facebook.com/lwvoak
Instagram: lwvoakland
Twitter: @LWV_Oakland
Email: info@lwvoakland.org

邮寄地址:
P.O. Box 11055, Oakland, CA 94611

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

下一步学习中心主持了几场东湾选民指南审阅会议。

奥克兰有7个选区。每个选区由
其市议员和教育委员代表。 

第8名市议员則代表全市议政。



选民登记

你登记成为注册选民了吗？您可以上州务卿办公室网站查询，网址：voterstatus.sos.ca.gov。

如果您尚未注册，10月24日是选民注册登记的截止日。您可以上网注册或邮寄注册表。

网上注册，请登录州务卿办公室的网站，查阅选民登记网页，网址：registertovote.ca.gov。
选择邮寄注册的，可在本市图书馆、机动车辆管理局、邮局或阿拉米达县选民登记处领取注册表格，阿县选
民登记处地址：奥克兰的法伦街1225号。

投票

本次选举共有三种投票方式：

1) 邮寄：选票将于10月10日向所有已登记的选民邮寄送出。填
写完您的选票并通过邮件寄回，无需贴邮票。

2) 投递：将完成的选票投递到24小时选票投递箱里即可。要
查找您附近的投递箱位置，请上网acgov.org/rovapps/maps/
ballotdropbox_map.htm 或致电1-800-834-6454。

3) 亲自投票：投票中心将于10月29日至11月8日期间开放投票。

要查找投票中心位置，请上网acgov.org/rov_app/vcalist 或致
电1-800-834-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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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市选举将采用优先选择投票来消除需
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的成本和时间。但选举国
家、州、县或特别选区公职时则不会采用优
先选择投票。

在优先选择投票中，选民将选出他们心目
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选择
的候选人。

获得第一选择票数达一半以上的候选人将
获胜。

如果没有人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则第一选
择中获得最少选票的候选人将从计票中剔
除。投选该候选人为第一选择的选民，他们
选票的第二选择将改而加以点算。这种剔除
和点算一直持续到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半数以
上的选票为止。

将一个候选人列入多个排名选择等于把其他
选择留白。

acvote.org/voting/rcv网站可了解更多信
息。

联邦
美国参议院      美国众议院 – 国会第12选区

根据您居住的地方，其中一些办公室公职的竞选将出现在您的选票上。请使用加州边缘选民组织网站(votersedge.org)
向您介绍哪些竞选公职职位，并为您提供帮助了解候选人。加州边缘选民是女性选民联盟加州教育基金的一个项目。

县
阿拉米达县参事 - 3区
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

投票小常识 优先选择投票

加州
州長 
副州長 
州務卿 
主計長
財政部長

Courtney Ruby

职业:
奥克兰市审计长

网站:
CourtneyRuby.com

继续提供有效的监督，同时扩大我们的团队以
增加我们的影响力。

审计住房可负担性、非法倾倒、奥克兰市警察
对社区需求的反应能力等等。

提高我们的调查能力。

市审计长

市审计长对该市的财政和计划作审查和报告。市审计长的任期是4年。

市审计长候选人一名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注册会计师及注册欺诈调查员。我正在担任市
府市审计长第三个任期。我把一个陷入困境的
政府机构转变成全国性问责、透明度和效率的
模范。我重新启动了举报热线计划，将举报欺
诈、浪费和滥用的报告增加了三倍。

联邦、加州、县和特别选区公职

特别区
东湾公车局(AC Transit) - 3区、不分区（两个议席）
湾区捷运(BART) - 4区
东湾水务局 (EBMUD) - 3区、 4区
佩拉尔塔社区学院校区 - 3区、5区、7区

总检察長
保險专员
州平稅局 - 2区
总学监
州眾議院 - 14区、18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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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cio De La Fuente
职业: 
商务策略师

网站:
delafuenteformayor.com

打击犯罪，解决无家可归者营地问题，回归基
本的提供优质市服务。

市长

市长任期为四年，并只能担任两届。市长可任命市行政官，市行政官是负责监督警察、消防、公园、休閑中心、图书馆和城市街道等
服务的政府雇员。市长对市行政官的人选任命必须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市长向市议会推荐计划、法律和预算。市长可提名市民担任各
个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协助监督重要服务。

十名市长候选人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Gregory Hodge
职业: 
非营利组织領導人

网站:
hodgeforoakland.com

Tyron C. Jordan
职业: 
法律行政管理

网站:
tyronjordanforoakland.com

Peter Y. Liu
职业: 
艺人

网站:
localwiki.org/
oakland/Peter_Y._Liu

Treva Reid
职业:
公务员

网站:
reidforoakland.com

我是墨西哥移民、社区领袖、前工会主席，在
市议会任职超过20年，打击犯罪、振兴学校、
公园和社区（Fruitvale 区、格伦维尤商业区和 
Jingletown）。经验很重要！

社区安全

住房和收容所

蓬勃邻里学校

社区团结者，在奥克兰市居住40年，公立学校
家长，祖父。经验丰富的行政领导，所有奥克
兰人的长期倡导者、跨代搭桥者、艺术家、治
疗师。

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奥克兰市的犯罪率显著上
升。振兴小企业。我支持建议中的累进商业
税。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联盟合作，制定一
项全面计划去永久安置无住房者。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是工会组织员。我曾受
前市长任命为市图书馆咨询委员会委 员，是一
家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
成员。我是2020年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
表。

教女性如何成为千万富翁。在Merritt湖放置一
个巨大的滑水道，骑马、弹跳屋、烧烤架和横
跨湖面的滑索。将奥克兰市內每个有相当大小
的公园变成一个独特的主题公园，为当地人提
供工作机会。

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在全加州拥有住宅和商
业地产，100%服役战斗退伍军人，全球知名的
快速致富方法 CESP5的作者。

我的三大优先事项包括：制定解决无家可归问
题的策略；投资于公共安全、暴力预防计划和
培训执法伙伴机构；通过劳动力发展和职业培
训机会赋予居民改善经济的能力

我在2020年当选并现今为奥克兰第七区市议
员。我曾在阿拉米达县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担
任加州众议院第18区的助理，并是Emerge 
California培训计划的校友。



候选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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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eimann
职业: 
退休木匠

网站:
oaklandsocialist.com

停止霍华德码头/奥克兰运动家队球场的土地掠
夺。

建立工人阶级运动，以对抗与法西斯有联系的
共和党人和资本家造成的全球暖化。

开展争取28美元/小时最低工资的运动，以结束
无家可归和贫困。

十名市长候选人（继续）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Seneca Scott
职业: 
本地商业主

网站:
senecafor
oaklandmayor2022.com

Loren Taylor
职业: 
奥克兰市议员

网站:
lorenforoakland.com

Sheng Thao
职业: 
奥克兰市议员

网站:
Shengforoakland.com

Allyssa Victory Villanueva
职业: 
民权律师

网站:
VictoryforOakland.com

在奥克兰市芬克镇区居住了50 年。退休工会
会员。长期为工人阶级奋战。长期的社会主义
者。

优先议题：通过关闭露天毒品市场和执行我们
的营地管理政策来解决我们的无家可归者危
机。增加更多警力，加强执法，维护法律和秩
序，对非法倾倒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并没
收车辆。

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是终身工会和社区
运动组织者。我曾是SEIU 1021工会东湾主
任，Oakhella 和Bottoms Up社区花园的联合
创始人，以及奥克兰Neighbors Together创始
人兼首席行政官。

作为一名自豪的第三代奥克兰人，我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通过在非营利组织和市议会担任领导
职务来减轻奥克兰的贫困并扩大机会。凭借我
的工程师背景，我为舊问题找新的解决方案。

我在市府大楼内工作了四年，之前在私企工作
了几十年。我一直将选民的利益置于政治之
上，以便为我的选区带来所需的改变。我同样
会为奥克兰市这样做。

公共安全—大力投资暴力预防、社区警
务、OFD 和 MACRO计划。结束无家可归—更
多可负担住房和支持服务。一个更清洁、更环
保的奥克兰—投资于公园、树木、绿地和康健
娱乐服务，同时清洁我们的空气和社区。

在本次竞选中，我是所有候选人中经验最丰富
的：在当选为第四区市议员前，我曾担任不分
区市议员办公室的幕僚长，并在市议会领导层
和县交通委员会任职。

公共安全、住房/无家可归和经济我是一名民权律师、劳工领袖和社区组织者。
作为一名终身的奥克兰人，我从孩提时代就一
直有 着长期的服务记录，我当选为加州民主党
的众议院地区选举会议（ADEM）代表。

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组织候选人论坛，以便候选人可以向选民发表他们的执政观点。这些论坛是无党派及免费的向公众开放。今次选
举的所有论坛均于网上举行。要查看论坛时间表，注册参加论坛或观看论坛录影，请访问以下网址：lwvoakland.org/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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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i Fortunato Bas
职业:
第2区市议员

网站:
nikki4oakland.com

1) 住房—增加可负担住房和自置居所；保护租
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

2) 安全—有果效的警察问责政策、预防暴力和
另类危机应对计划。

3) 对职业培训、青少年计划、小商业支持和公园
作社区投资。

市议员协力对市服务、市预算和本地规则和法律做出决策。市议会的任期为4年。
教育委员协力就奥克兰的学校如何运作制定政策。教育委员的任期是4年。

两名候选人参选第2区市议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Harold Lowe

职业:
财务规划师、顾问

网站:
lowe4two.com

Jennifer Brouhard

职业:
公立学校教师

网站:
brouhard4ousd.com

David Kakishiba

职业:
非营利组织行政主任

网站:
—

Max Orozco

职业:
商人，家长，倡导者

网站:
MaxorozcoD2.com

我是第2区的市议员，我在该区生活了25年。我
已經提供了核心服务，例如新的公共厕所、扩
大了暴力预防计划、新冠病毒租客逼迁保护以
及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小型住屋计划。

公共安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社区居民和
商业的安全。

创造就业/经济发展：加强奥克兰的四个不够发
达的产业以创造增长。

多单位住房：奥克兰市需要建造 2.5万个单位来
解决可负担住房问题。

我在高地医院出生；家族自1920年代就居住在
本地。 在美丽湖居住有30年之久。已婚，三个
孩子的父亲；在奥克兰20多个组织内担任领导
职位。受过美国非裔研究、公共管理教育； 在
8个行业从事销售、营销、管理工作达30年。
公平、可受教、讲道理。

我的三大优先事项：

1) 向所有奥克兰学生的学业果效投入资源。

2) 通过优先考虑课堂拨款，充分资助我们的社
区学校，不关闭学校。

3) 通过教委会和社区之间的参与合作建立信
任。

我在奥克兰公校教授特殊教育和通识教育有24 
年，并获得了教育领导力硕士学位。我获得了
年度历史教师奖和Fulbright杰出教师奖。我曾
担任在场领袖和预算委员会职务。

1)地块税改革；

2) 高中评分政策；

3) 加强对学生学业成绩、成长和公平结果的公
众监督。

2002年至2014年，我担任第2区教育委员，其
中五年担任教委会主席。 2015年至2021 年， 
我担任校区N提案委员会主席。我目前担任奥
克兰联合校区G1提案委员会主席。

停止关闭学校—我们需要小班授课，让学生得
到应有的关注。

支持我们的老师—他们需要合理的薪水。

停止私营化—我们需要我们的公共建筑和资源
保持公共 。

我是奥克兰市联合校区的一名家长，正在努
力争取学校保持开放并支持我们的老师。 
我反对学校私营化并支持公立，我得到了
PVO、Moms4Housing和湾区计划的社区成员
的支持。

三名候选人参选第2区教育委员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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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na Joiner

职业:
小商业主

网站:
JoinerForOakland.com

为无住房者提供住房

公共安全

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

市议员协力对城市服务、城市预算和本地规则和法律做出决策。市议会的任期为4年。
教育委员会主管协力就奥克兰的学校如何运作制定政策。教委会委员的任期是4年。

两名候选人参选第4区市议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Janani Ramachandran
职业:
公益律师

网站:
jananiforoakland.com

Mike Hutchinson

职业:
教育委员

网站:
facebook.com/
MikeHutchinson4SchoolBoard

Pecolia Manigo

职业:
PLAN行政主任

网站:
PecoliaforOakland.com

Nick Resnick

职业:
行政主管/教育工作者/家长

网站:
nickforoaklandschools.com

我在奥克兰市生活了27年，并经营小商业达13 
年。任职委员会经验： Y提案暴力预防和地标
委员会（奥克兰）；贷款管理委员会（柏克莱
市）给我提供扎实的基础。在这场竞选中，我
是奥克兰的优势代表。

1) 资助全员巡逻，以降低警察反应时间。

2) 通过创造经济机会、发展可负担住房和确保
精神健康服务来减少暴力和无家可归。

3) 优先处理道路坑洼修缮、茁壮公园和山火预
防计划。

奥克兰需要有准备和经过验证的问题解决者。
我会将我在住房、就业以及作为家庭暴力律
师、史丹福和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生，还有前
奥克兰公共道德委员会委员的成功经验，应用
到改善公共安全、负责任地分配纳税人的税金
和对抗系统性功能障碍。

撤销计划中本学年的学校关闭计划；继续稳定
奥克兰联合校区的财务状况，以便我们能在
2023年退出州府的接管；利用我们增加的资
金，通过使用“ 可持续社区学校”模型重新设
计学校来实现转型变革。

我是奥克兰市的终身居民，毕业于奥克兰公立
学校。我和青少年共事有20多年，在过去的10 
年里一直是公共教育组织者。自2020年以来， 
我一直在奥克兰教委会任职。

1. 通过建立支持学生成功的联盟来稳固教委
会。

2. 解决预算问题，以确保我们在透明的过程中
有效地使用我们的资金。

3. 让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参与学区决策。

我是一名母亲，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奥克兰联合
校区的学生（包括一名毕业生），也是教育政
策的长期倡导者。我将不同的群体召集在一起
制定政策并建立预算问责制，并将为教委会带
来稳定性和政策制定的专业知识。

1) 清晰地专注学生的学习。

2) 为我们的未来设想稳定奥克兰市联合校区的
财务。

3）建立包容和积极的成人文化。

我有创建和实施解决方案以满足学生需求的往
绩。我成功的解决方案通常侧重于 1) 创新的问
题解决，2) 恢复财务健康，3) 相信所有孩子都
有能力并且应该获得学习的权利。

三名候选人竞选第4区教育委员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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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Jenkins

职业:
市房屋局长

网站:
jenkinsforoakland.com

我的首要任务是住房、安全和邻里美化。我将
努力制定解决住房和无家可归问题的解决方
案，消除影响社区的垃圾倾倒，追究犯罪者的
责任，同时实施预防犯罪的计划。

市议员协力对市服务、市预算和本地规则和法律做出决策。市议会的任期为4年。

四名候选人参选第6区市议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Kenneth Session

职业:
房地产经纪人

网站:
kennysession.nationbuilder.com

Nancy Sidebotham

职业:
报税员

网站:
nancysidebotham.com

Yakpasua Zazaboi

职业:
小商业主、家长

网站:
yakpasua4oakland.com

我是奥克兰人，从事公职服务。我从加州州立
大学东湾分校获得了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
我曾在本地政府工作。我现任市房屋局长。我
获选为佩拉尔塔社区大学董事会董事。

1. 非常干净的街道 

2.「真正的 」可负担住房

3. 为我们的无住房市民找到解决方案

在奥克兰从事房地产经纪人工作35年。

对所有部门引进外部审计系统。实施投资回报
率分析。有助于创造可持续经济的经济政策/条
例（其中城市资金在社区内至少循环四次）。
制定市民健康和安全标准。

作为一名社运活跃人士，处理动物问题、老年
人虐待、议会不评估长期或意外后果问题。作
为报税员，处理财务问责、分析和预测、财务
计算。 社区预防犯罪委员会29X主席：洞察警
察和公共安全事务。

支持公共安全：可见和迅速的行动，让我们的
街道现在就更安全！

更清洁的社区：我将支持CBO调度在第6区现有
工作的规模。

更好的机会：继续为东奥克兰获取资源以发展
当地经济。

在第6区经营Sydewayz Café 长达10年。在新
冠流行开始时，开发了远程学习方案。为奥克
兰家庭创建了技术培训计划。 Heartland Mer- 
chants的副总裁。在Seminary和Camden街区
创建了一个安全而充满活力的商业区。能够解
决车辆于路面使坏违法表演杂技问题。

对这次选举需要更多帮助吗？可上网在奥克兰女性选民网站上获取
额外的信息。在lwvoakland.org网站上，您会发现：

对选票提案利弊做出的解释，包括书面和视频

候选人论坛录影，备有西班牙语和粤语翻译

有关如何提交选票的详细说明

有关如何要求联盟发言人或主持小组讨论的信息

奥克兰女性选民联盟在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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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加州选民先机网站(votersedge.org)来了
解这些将出现在你的选票上的提案。

阿拉米达县选票提案
D提案： 农业用地 

州提案
1号提案:生育自由 

26号提案:原住民部落賭場的現場體育博彩

27号提案:線上體育博彩

28号提案:資助美術和音樂教育

29号提案:腎臟透析診所規定

30号提案:為電動車向百萬富翁徵收所得稅

31号提案:贊成或反對禁止香味煙草產品

Valarie Bachelor

职业:
教育工会组织者

网站:
val4oakland.com

将权力从中央办公室转移到学校社区。在我们
的预算中优先考虑对所有学生的支持。关注学
校的安全和稳定，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

教育委员会主管协力就奥克兰的学校如何运作制定政策。教育委员的任期是4年。

三名候选人参选第6区教育委员会       资历:            最优先的议题:

Kyra Mungia

职业:
获委任的现任委员/教师

网站:
kyra4oaklandstudents.com

Joel Velasquez

职业:
安全工程师

网站:
secure.actblue.com/
donate/joelforoakland

以成长于公立教育引以为傲，我要确保所有学
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作为工会组织
者，我赋权教育工作者能力去争取他们需要的
东西来教授下一代。

将时间、精力和资源重新集中在学生身上，并
确保他们接受优质教育。确保长期可持续的预
算，让我们为学生做出最好的决定。认识到深
度不信任的存在，有意识地以透明和真实的参
与进行重建。

我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奥克兰的孩子们—作
为前奥克兰联合校区的老师、教育局副局长，
现任获委任教育委员。我将努力使奥克兰联合
校区发挥作用、应对需求且财务稳定，让所有
的学生、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取得成功。

1) 终止关闭学校。

2) 调整中央办公室人员规模：人员配备应与奥
克兰联合校区的规模成比例，以便每年节省数
百万美元。

3) 支持可持续社区学校/从初中开始为奥克兰的
所有儿童提供行业路径课程。

我是奥克兰30年的居民，我是一名父亲，热切
的公立教育倡导者、组织者和受到信赖的领导
者。我花了数千小时在本市和全国范围内倡导
我们的公共教育系统。我受到感召决定参选。

加州及县级提案

大学和就业基金
（需要66.67% 的支持票才能通过）

现状：
2014选民通过了N提案，每年向物业主征收
120美元的地块税，用以资助一系列的高中
教育项目。这些计划包括指导、辅导、咨
询、支持服务和工作培训。这些计划的目标
是让学生更好地为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

公民监督委员会审查这些计划并确保所征收
到税收收入得到正确使用。

N提案每年为这些项目计划提供约1150万美
元的资金。这些项目开始后，高中毕业率提
高了12%。

N提案将于2024年到期。

H提案内容：
H提案将每年120美元的地块税再延长14年。

财务影响：
上述项目计划将继续获得每年约1150万美元的资金。物业
主将继续为他们的物业每年额外缴纳120美元的税。

低收入老年人和其他低收入家庭不需要缴付此税。

征收税率可以跟随物价生活指数的增加而上升。每年增幅
最多不超过5%。

支持H提案的人说：
•这些教育就业计划已经显示成功，应该继续得到资助。

反对H提案的人说：
•这些项目的资金应该纳入奥克兰市联合校区的预算中，
  而不是让纳税人再掏腰包。

奥克兰联合校区H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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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税率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奥克兰市的税法有19种不同的业务分类，例如“杂货
店”、“休闲娱乐”和“制造业”。每个分类都有自己
的年度税率。这些税率是固定的，这意味着同一分类中
的所有企业都支付相同的税率。例如，小型制造企业和
大型制造企业都支付相同的税率：每赚 1000美元缴付
1.20 美元税。

最低税率为每赚取 1000美元缴付0.60 美元税。最高税
率为每赚取 1000美元缴付4.50美元税。

T提案内容：
T提案将更改企业税法。

T提案会将年度税率从固定税率变为累进税率。累进税
率意味着企业在赚得更多利润时，税率会相应提高。

例如，年收入50万美元的小型制造企业的税率为每1000
美元收入缴付1.20美元税。同时，收入5000万美元的
大型制造企业的税率为每 1000美元收入缴付2.50 美元
税。

T提案还将设立新的行业分类税率。

T提案将减少约6000家企业的税。但将增加其他一些企
业的税，例如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企业，其商业税会
提高。

财务影响：
奥克兰市商业税收入将增加20%，每年约为2100万美
元。

奥克兰市需要支付约180万美元来实施T提案。市府还需
要支付约56万美元的员工薪水来管理T提案。

支持T提案的人说：
•旧金山、列治文和圣何西等其他城市有累进税率，奥克
  兰市也应该这样做。
•许多公民、政府官员、工会和企业共同努力，将T提案
  纳入选票。

反对T提案的人说：
•提高税率将导致企业离开奥克兰市。此举也会降低外地
  企业来奥克兰的可能性。企业将选择柏克莱和普莱森顿
  等税收较低的城市。
•不应一下子就全面提高税率。应采用逐步提高税率的
  方法，以便人们可以研究其影响，并在必要时做出税
  率调整。

可负担住房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在加州，如果一个城市想要建设可负担住房，项目
必须得到该城市选民的批准同意。这是州法规定。
另一项州法规定，奥克兰市应建造约 1.3万套可负
担住房。

Q提案内容：
Q提案将批准奥克兰建造 1.3万个可负担住房单
位。Q提案不会批准为这些单位建造提供资金，也
不会保证会建成这些单位。

财务影响：
Q提案预计不会对城市收入或支出产生影响。

支持Q提案的人说：
• Q提案可用来支持奥克兰市的住房建设计划并使
   本市遵守加州的法律规定。

反对Q提案的人说：
• 没有人递交反对Q提案的理由。

性别 – 中性用语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奥克兰市宪章使用特定性别的单词来指代市府员
工和官员。例如：《市宪章》使用“消防员”
（“fireman” )一词。市宪章还使用男性和女性代
词，如“他”和“她”。

R提案内容：
R提案将修改市宪章中使用到的性别单词，用中
性词替换特定性别的词。例如，《市宪章》将
使用“ 消防员”(“firefighters”)代替“消防
员”(“fireman” )。 《市宪章》还将使用中性代
词，例如“他们”，而不是“他”和“她”。

财务影响：
R提案预计不会对市政府收入或支出产生重大影响。

支持R提案的人说：
•市府员工和官员有多种性别认同。市宪章应使用代
  表所有这些性别身份的词语。
•加州的政策是在法律和官方文件中使用不分性别的
  词语。

反对R提案的人说：
•没有人递交反对R提案的理由。

非公民投票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要在奥克兰市联合校区委员会委员选举中
投票，必须是美国公民。非公民不能投
票。

非公民占奥克兰市人口的14%。一些非公
民是有合法居留身份的，这意味着他们有
工作签证或绿卡。另外一些非公民则没有
合法居留证件。奥克兰市有超过1.3万名父
母是非公民，他们的孩子在奥克兰市的公
校上学。

S提案内容：
S提案将修改奥克兰市宪章，允许市议会通
过新的投票条例。该条例将允许非公民居
民在奥克兰校委会选举中投票， 前提是他
们是符合孩童家长的条件、监护人或法定
看护人。市议会可以修改该条例以符合加
州和联邦的法律规定。

财务影响：
市府将需要额外花费2.1万至2.8万美元的
选举资金。还将为跟踪额外的选民数据支
付不确切的费用。

支持S提案的人说：
•S提案将让所有家长、监护人和法定看护
  人有机会影响校委会的政策。
•应鼓励边缘化社区参与民主进程，并对民
  选领导人做出知情选择。

反对S提案的人说：
•S提案实施起来既困难又昂贵。这将需要
  一个单独的选民登记系统和多种语言的复
  杂外展宣传。
•投票对非公民来说风险太大，因为他们需
  要与政府分享个人信息。

奥克兰市R提案

奥克兰市T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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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债券
（需要66.67% 的支持票才能通过）

现状：
2016年，选民批准了KK提案，允许奥
克兰市出售6亿美元的债券。这些债券
出售后筹集的资金被用于道路修缮和
重建（3.5 亿美元）、建造、购买、改
善或维修设施（1.5 亿美元），以及收
购、建造或改善住房（1 亿美元）。

2016 年，此类项目所需的资金总额估
计超过25亿美元。并且需求一直在增
长。

U提案内容：
U提案将允许市府额外出售8.5亿美元的
债券。通过出售债券，市政府将筹集多
达 8.5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U提案将筹集资金用于：
•可负担住房（3.5亿美元）
•交通运输需求，例如重铺坑洼的道
路、改善街道安全和减少交通堵塞（2.9
亿美元）
•改善消防和警察基础设施、图书馆、
公园、康健中心和其他设施的基础设施
（2.1 亿美元）
每年会对U提案筹集到的基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公民监督委员会将确保资金
得到正确使用。

财务影响：
为了偿还债券，市政府将提高地产税。
平均而言，预计每 10万美元的物业评
估价值，物业主每年需额外缴纳约70美
元的税。一旦债券得到完全偿还，将停
止征收此税。

支持U提案的人说：
•U提案可提供资金以继续在KK提案下
  开始的工作项目。
•奥克兰需要维修和升级其消防和警察
  设施、图书馆、公园、康健中心和街
  道。

反对U提案的人说：
•U提案的债券监督标准并不严格或确切
  明了。
•现有税收已经很高了。

驱逐租客保护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2002 年，奥克兰选民通过了一项保护租户
免遭驱逐的法律。根据此法，租用住宅单
位的租户只能因“正当理由”而被驱逐。
不支付租金是驱逐的正当理由之一。

并非所有租户都受此法律保护。该法律不
保护居住在1995年之后建造的物业中的租
客。该法律也不保护租客居住在为房车、
拖车或带轮子的小房子预留的土地上。

V 提案内容：
V提案将保护居住在1995年之后建造的物
业中的租客，除非该物业建成还不到10
年。V提案还将保护居住在为房车、拖车
或带轮子的小房子预留的土地上的合格租
客。

V提案将提高对所有租客的保护。V提案亦
提供特别保护予学校雇员或有18岁以下学
生的租客家庭。

财务影响：
奥克兰市大多数出租物业的业主必须向市
政府支付101美元的费用。V提案将增加需
要支付这笔费用的房屋数量。因此将使市
政府获得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可能会
抵消实施V提案的成本。

支持V提案的人说：
• V提案将保护更多租客免遭驱逐。保护学
  生和学校员工尤为重要。
•保护较新物业中的租客不会降低这些物业
  的租金。

反对V提案的人说：
•如果V提案为学校员工和有孩子的家庭提
  供特殊的租客保护，那么房东可能不想租
  给这些人。同样，V提案可能会阻止土地
  业主提供土地使用给予房车、拖车或带轮
  子的小房子。
•V提案可能会让人们不想建造新住房。如
  果没有更多的新住房，现有住房的租金将
  继续上涨。

奥克兰市V提案奥克兰市U提案
竞选资金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捐赠者可以向奥克兰民选职位的候选人捐款多少是有法律限制的。
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捐款限额为900美元。政党委员会的捐款限
额为1800美元。

大多数对候选人的捐款来自少数捐助者。这样会使到这些捐助者对
竞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竞选资助计划可以减少这种影响。奥克兰市有一个小型竞选资助计
划，可为市议员候选人补偿一些费用。

奥克兰市试图减少政治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限制游说。游说者是为
了影响政府政策受聘与市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士。前市议员和其他
市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服务后一年内不得从事游说。

W提案内容：
W提案将设立一个新的竞选资助计划。

通过该计划，登记选民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获得四张25美
元的代金券。他们可以将这些代金券捐给他们支持的市长、市审计
长、市检察官、市议员或校区委员候选人。

参加该计划的候选人需要限制他们的竞选总支出。他们还需要提供
竞选支出报告。

本市的公共道德委员会将管理运行此竞选资助计划。委员会将设立
和分发代金券，向奥克兰市民宣传该计划，审查候选人支出，并在
每次选举后发布公开报告。

W提案还将收紧对候选人捐款的限制。对于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
的捐款，新的上限为600美元。对于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新的上限为
1200美元。

W提案也将增加游说限制。前市议员和其他市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
服务后两年内将被禁止从事游说。

财务影响：
市府将支付70万美元来启动该计划。还将每年支付160万美元的行
政费用，每两年支付400万美元用于提供给候选人竞选活动的代金
券。

支持W提案的人说：
•W提案将对与大型捐助者没有关系的候选人更加公平。
•西雅图市有一个类似的计划，运行效果不错。该计划增加了候选人
  的多元化，并使得来自不同种族、民族、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市民更
  多地参与选举。

反对W提案的人说：
•与大型捐助者有关系的候选人可选择不参加该计划。他们仍将在选
  举中占有很大优势。
•W提案成本太高，没有有效使用城市资金，这些资金应该用于其他
  需求。

奥克兰市W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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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只要赢得竞选，市议员就可以无限期连任。每次选举胜出，就可任职四
年。

市议员可以将提案纳入选票中。在他们将提案纳入选票前，需要至少举行
一次公开听证会，以便市民可以对该提案发表议论。

市议员通过投票来制定城市政策。当议员投票结果为平局时，市长投决定
性一票。如果议员不希望出现平局，他们可以弃票。这使市长无法投出决
定性的一票。

公共道德委员会决定市议员的薪金。而市议会决定市审计长和市检察官的
薪金。

市审计长和市检察官可以支持候选人和选票提案。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为竞
选活动提供资金和支持，并帮助开展竞选活动。

市审计长办公室不需要雇用特定数量工作人员。

X提案内容：
X提案将限制市议员只能连任三届。但是，三届结束卸任后，若停一个任
期，他们可以再参加竞选寻求额外的任期。

X提案将要求市议员在将提案纳入选票前要举行两次公开听证会。

根据X提案，市议员不能通过缺席或不投票来阻止平局投票的出现。

根据X提案，公共道德委员会不仅会设定市议员的薪水，还会决定市审计长
和市检察官的薪水。

根据X提案，市审计长和市检察官不可以支持候选人和选票提案。

X提案将赋予市审计长更多责任，并要求他们具有政府经验。市审计长办公
室需要雇用至少14名全职工作人员。

财务影响：
市府每年需要额外支付约86万美元的员工薪水。

支持X提案的人说：
•X提案可解决奥克兰市府存在的一些问题。
•X提案将增加市审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审计要求。
•X提案将增加市审计长和市检察官的工资以吸引和留住最合格的人选。

反对X提案的人说：
•在撰写X提案时，没有足够的专家有机会提供建议。
•X提案一次性提出太多更改。应该将每项变更单列出来，让选民来投票。
•总之，市议员的任期本来就不应超过三届。

动物园地块税
（需要高于50% 的同意票才能通过）

现状：
奥克兰市动物园年度预算约为2400万美元。大约8%的资金来自政府。这些来源
包括：

•17.1万美金来自市府一般用途基金；
•来自市内的酒店税。近年来在此项来源在 81.8万美元和41万美元之间；
•10万美元来自东湾地区公园管理局；
•约120万美元来自阿拉米达县。

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动物园在过去两年中从入场费、食物、纪念品和游乐设
施中减少了收入。

每年约有95万人参观动物园。其中约有14.3万人居住在奥克兰市。其中约有61.8
万人居住在阿拉米达县。

Y提案内容：
Y提案将设立一项68美元新的地块税，用以资助动物园。此税将从2023年开始， 
会持续20年。

税收收入将有用来支付动物园运营、人员薪资、维修和设施改进的费用。税收收
入也将用来支付管理收缴此税的行政费用。

Y提案将要求对收到及花费了多少税款进行独立审计。Y提案还要求市审计办公室
确保此项税收收入得到正确使用。奥克兰公园和娱乐咨询委员会也将发挥监督作
用。

财务影响：
此项地块税每年将筹集到约1200万美元。

物业主每年需要多缴纳68美元的地块税。多单位住宅的业主需要为每个单位支付
68美元的地块税。低收入老年人和其他低收入家庭不需要缴纳此税。

商业地产业主将根据其物业的大小来缴纳此项地块税。

支持Y提案的人说：
•动物园需要资金来保持预算稳定并为扩大运营做准备。
•从地块税收到的资金将允许动物园扩大教育性的计划并提供免费门票。这些努
  力将使奥克兰的学校、非营利组织、低收入居民和老年人受益。

反对Y提案的人说：
•Y提案没有明确将多少税收收入用于各个动物园的不同需求，因此财务职责不充
  分。
•Y提案没有向奥克兰市民提供特定的福利，这很不公平。因为此税只对奥克兰市
  民收缴，但85%的动物园游客却来自奥克兰市以外。

奥克兰市Y提案奥克兰市X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