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问题 1：竞选财务摘要 

此提案将修订纽约市宪章，以降低纽约市民选官员候选人可以从捐款人接受

的金额。该提案还将增加用于与参与纽约市公共筹资计划候选人所获得的部分捐款

配套的公共资金。此外，该提案还将在选举年度的早些时候向可以证明需要资金的

参与候选人提供公共配套资金。该提案还将缓解市长、审计官或公共议政员候选人

必须符合资格以获得配套资金的要求。 

捐款限额。目前，候选人在每个选举周期（包括初选和普选）中可以从捐款

人接受的最高总金额是 (a) 市长、公共议政员或审计官（“市级职位”）候选人为

$5,100；(b)区长候选人为$3,950；及 (c) 市议会候选人为$2,850。这些限额既适

用于选择参与公共筹资计划候选人（“参与候选人”），也适用于不参与公共筹资

计划候选人（“非参与候选人”），并且与通货膨胀挂钩。  

根据提议的宪章修正案，这些捐款限额将会减少。参与候选人在每个选举周

期中可以从捐款人接受的最高总金额为：市长、公共议政员或审计官候选人， 

$2,000；区长候选人，$1,500；市议会候选人， $1,000。非参与候选人在每个选

举周期中可以从捐款人接受的最高总金额为：市长、公共议政员或审计官候选人， 

$3,500；区长候选人，$2,500；市议会候选人，$1,500。参与候选人的提议捐款

限额会低于非参与候选人的捐款限额，因为只有参与候选人才有资格获得公共配套

资金。提议的修正案将不会根据捐款人的身份而改变现有的禁令和限额，包括禁止

来自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的捐款，以及对于游说者和与纽约市开展业务

的人士的捐款限额。此外，所有捐款限额均将继续与通货膨胀挂钩。 

职位 当前限额  
提议的限额（参与

者） 

提议的限额 

（非参与者） 

市级职位 $5,100 $2,000 $3,500 

区长 $3,950 $1,500 $2,500 

市议会 $2,850 $1,000 $1,500 

公共资金配套公式。目前，符合特定资格门槛的参与候选人有资格按每 $1 

可配套捐款（最多仅限每个捐款人的最初 $175）得到 $6 公共资金的价格来获得

公共配套资金。  因此，$500 的捐款目前与 $1,050 的公共资金 (6 x $175) 相配

套，为候选人创造了总计 $1,550。  

根据提议的宪章修正案，公共配套将增加到每 $1 可配套私人捐款得到 $8 

公共资金，对于市级职位候选人最多仅限每个捐款人的最初 $250，而对于区长或



市议会候选人最多仅限每个捐款人的最初 $175。因此，对于市级职位候选人的 

$500 捐款将会与 $2,000 的公共资金 (8 x $250) 相配套，为候选人创造了总计 

$2,500，对于区长或市议会候选人的 $500 捐款将会与 $1,400 (8 x $175) 相配

套，创造了总计 $1,900。提议的修正案将不会改变规定了某些捐款不符合公共配

套的条件的现有法律，例如游说者和与纽约市开展业务的人士的捐款。 

职位 当前配套 提议的配套  

市级职位 6:1（仅限最初的 $175） 8:1（仅限最初的 $250） 

区长 6:1（仅限最初的 $175） 8:1（仅限最初的 $175） 

市议会 6:1（仅限最初的 $175） 8:1（仅限最初的 $175） 

公共资金的最高金额（“公共资金上限”）。根据现行法律，参与候选人在

每次选举中可获得的公共配套资金的总金额的上限为适用于所寻求的职位的参与候

选人支出限额的 55%。根据提议的修正案，参与候选人在每次选举中可获得的公

共配套资金的总金额的上限将会从所寻求的职位的支出限额的 55% 增加到 75%。

因此，根据目前的支出限额，这些限额与通货膨胀挂钩并且这些修正案不会改变该

限额，候选人可获得的最高公共配套资金的金额将会增加，如下表所示： 

职位 
当前公共资金上限（支出

限额的 55%） 

提议的公共资金上限

（支出限额的 75%） 

市长 $4,007,300 $5,464,500 

审计官或 

公共议政员 
$2,505,250 $3,416,250 

区长 $902,000 $1,230,000 

市议会 $104,500 $142,500 

资格门槛。为了获得公共资金的资格，参与候选人目前必须筹集总额至少达

到一定的美元金额限值（各职位会有所不同）的可配套捐款，仅计算每个捐款人的

最初 $175。提议的修正案将不会改变货币限值，但将会允许市级职位候选人计算

每个捐款人的最初 $250，以跟踪这些职位的配套公式的变更情况。这将会使市级

职位候选人更容易获得配套资金的资格。 

公共资金支付的时间安排。根据现行法律，符合接受公共资金的资格门槛的

参与候选人（“合格候选人”）有资格在选举年的 6 月初次支付公共资金。对于

市长候选人，该支付的限额为 $250,000；对于审计官和公共议政员候选人，限额



为 $125,000；对于区长候选人，限额为 $50,000；对于市议会候选人，限额为 

$10,000。在提交对初选投票的申请之后的两周后，才会支付剩余的公共资金，提

交申请通常是在选举年的 8 月初，大约在初选之前的五到六周。 

除了 6 月、8 月及之后月份之外，提议的修正案将允许符合资格候选人在选

举年的 2 月和 4 月获得公共配套资金，并将取消对 8 月之前资金分配的货币限

额。但是，符合资格候选人将没有资格在选举年的 8 月之前获得任何公共资金支

付，除非他们提交一份认证声明，证实需要资金并证明他们符合现行法律中要求候

选人寻求超过一定金额的公共资金的规定，以表明他们有一个可行的对手，或者他

们在公开选举中与一个已确定的对手进行竞选。 

实施。有关竞选资金的提议的宪章修正案将适用于选择将修正案应用于从 

2021 年初选开始的竞选活动的参与候选人。之后这些修正案将适用于从 2022 年

开始的所有候选人。那些选择在对 2021 年初选和普选提议的修正案制度之后应用

候选人将被允许保留在 2019 年 1 月 12 日之前获得的任何竞选捐款，在此类捐款

符合修正案提议前的法律的情况下，此类捐款将有资格根据修正案提议前的法律进

行公共配套。           

 
问题 2：公民参与委员会摘要 

此提案将建立一个新的公民参与委员会，以便提高公民参与，促进公民信

任，并加强纽约市的民主。委员会将由 15 名成员组成。在 15 名成员中，市长将

会任命八名成员，其中包括至少一名来自最大政党的成员和至少一名来自第二大政

党的成员；市议会议长将会任命两名成员；各个区的区长将会任命一名成员。市

长、议长和区长将被要求考虑作为移民、英语水平有限的个人、残疾人、学生、青

年、老年人、退伍军人、社区团体、良好的政府团体、民权倡导者以及历史上在纽

约市政府中代表名额不足的或未得到纽约市政府的充分服务的居民类别的代表或具

有与上述这些人群共事的工作经验候选人。  

委员会成员（必须是纽约市居民）将会被禁止担任政党官员，也被禁止作为

候选人获得提名或当选为市长、公共议政员、审计官、区长或市议会成员职位。除

主席之外的委员（将听从市长的指示）的任期为四年，但除了最初被任命的成员，

其任期将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开始，任期为两年至四年。  这确保了成员的任期在

不同年份结束，目的是防止委员会的大规模人员流动并促进连续性。  

市长将从其任命的公民参与委员会的成员中指定一名主席，此人也将担任执

行理事。主席/执行理事将负责职位的组织和人员配置。  

根据拨款情况，公民参与委员会将拥有以下权力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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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由市长制定的全市参与式预算计划，该计划将从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始

（不晚于财政年度）实施，并建立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  

• 制定新的举措，以对社区组织、机构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公民领袖在他

们的公民参与工作中提供支持并与之合作；  

• 制定计划，以考虑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纽约人在制定和实施其计划和服务时

对语言使用的需求；  

• 制定一项在纽约市的投票站点处提供语言口译员的计划，以便在 2020 年普

选中实施，以及设立语言援助咨询委员会的计划，以便为此类计划提供建

议；以及  

• 与纽约市机构合作，以提高对纽约市服务的认识和获取，协助各机构制定和

推广公民参与举措，并制定战略，以集中有关公民参与机会的公共信息。  

委员会还将被要求每年报告参与式预算、投票站点语言援助以及其认为相关

的任何其他信息。 

市长将被授权通过行政命令将市长办公室或主管由市长任命的任何部门目前

正在履行的任何直接相关的权力和职责移交给委员会。市长机构的主管将被要求与

委员会合作并协助委员会执行其职能。 

如果获得选民的批准，则这些修正案将于 2019 年 4 月 1 日生效。 

 

问题 3：社区委员会摘要 

纽约市的社区委员会是具有纽约市宪章指定的正式角色的咨询机构，涉及包

括土地使用在内的各种事务。此宪章修正案将会：(a) 对社区委员会成员实行最长

连续四届的完整两年任期限制，对于初始过渡到新的任期限制制度有某些例外；(b) 

要求区长在对社区委员会任命成员时挑出不同背景的人员，并提出与此类任命有关

的申请及报告指令；以及 (c) 要求提议的公民参与委员会向社区委员会提供与土地

使用和其他事宜相关的资源、援助和培训。   

任期限制。社区委员会成员由区长任命，同时要考虑市议会成员和社区团体

提供的意见。对于每个社区区域，区长会任命多达 50 名社区委员会成员，任期两

年（相互错开）。宪章目前没有对社区委员会成员规定任期限制。此提案将对社区

委员会成员的任命限制为连续四届的两年任期，从在 2019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进

行任命或重新任命的任期开始。但是，受任命或重新任命的任期是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成员，则可以被重新任命获得最长连续五届的两年任期，以便防止社区

委员会成员在 2027 年和 2028 年发生大量流动。任期是从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后

开始的任命将会实行连续四届的两年任期限制。这些任期限制将仅针对预期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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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在 2019 年 4 月 1 日或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实行的任期则不受到从这些日

期开始的任期限制。此外，连续任期最长的成员将不会在一届完整任期期满后被禁

止获得重新任命。 

任命流程。宪章规定了社区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和任命。根据宪章的要求，区

长必须确保在社区区域内具有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社区的充分代表性，并考虑任命

的全体人员是否公平地代表了社区的所有部分。成员必须居住在纽约市，并在社区

区域中维护居住、商业、专业或其他重要利益。不超过 25% 的受任命成员可能是

纽约市雇员，而任何人都不得成为区长的雇员或提名的市议会成员。成员必须年满 

16 岁，每个社区委员会不满 18 岁的成员不得超过两名。  

此提案将要求区长挑出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员，包括涉及种族、民族、性别、

年龄、残疾状况、性取向和语言，以及区长可能认为对促进社区委员会的多样性和

纳入代表名额不足的群体及社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因素，以申请社区委员会的任

命。  

此提案还将要求区长在其网站上提供社区委员会成员资格的申请，并要求在

申请中提供有关申请人的某些信息：姓名；地址；在社区区域中的居住、商业、专

业或其他重大利益；对社区委员会的过往服务；年龄；工作和教育历史，特殊技能

和专业执照；相关的专业、公民或社区参与经验；提供申请人选择披露的其他人口

统计信息的选项；以及区长确定的与申请流程相关或必要的任何其他信息。申请还

将需要包括一份声明，阐述申请人对该职位的兴趣，对纽约市就业和潜在的利益冲

突的披露，以及一份申请人满足该职位的所有要求并将遵守所有适用的利益冲突法

的证明。  

此外，此提案将要求区长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并在之后每年向市长和市

议会议长提交一份报告，并在区长网站上可供查看，报告中需公开有关社区委员会

成员身份的信息以及招募和选拔流程。该报告将包括：空缺的社区委员会成员职位

的数量，开放社区委员会成员职位的申请人数，受访申请人人数，成员姓名及其任

命或重新任命的日期，服务年限，提名的市议会成员或其他提名方，以及社区委员

会领导层职位（如果有的话）。该报告还将包括以汇总和匿名形式自愿披露的社区

委员会成员的人口统计信息；区长招募候选人和填补空缺的计划，包括宣传工作和

用于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候选人群的方法；区长选择成员时使用的评估标准的一般

描述；以及区长用来在选拔流程中提升客观性的任何工具。 

援助和培训。此提案将要求提议的公民参与委员会，根据拨款并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与城市规划部、其他相关的纽约市机构和区长协商和协调的情况下，除现

在由纽约市机构提供的援助形式之外向社区委员会提供援助和培训。公民参与委员

会将被要求确定符合资格的公司、专业工作人员或顾问，以提供与土地使用事宜相

关的城市规划和其他技术援助，并根据要求管理向社区委员会提供此类服务的计

划。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将要求确保以符合社区委员会需要和目标的方式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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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委员会公平地提供这些形式的援助，并为社区委员会提供对有关向他们提供的

援助给予反馈的手段。公民参与委员会还将被要求在与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协商的

情况下，确定并提供社区委员会要求的服务，以满足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个人的需

求，例如工作人员培训和语言援助工具。只有在此投票问题和建立公民参与委员会

的投票问题均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该提案的这一要素才会生效。  

此提案还将要求社区委员会对提供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充分公告、过去 12 

个月的过往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联系方式的网站进行维护。信息技术和电信部 

(DOITT) 将被要求向社区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以维护网站并协助区长在

线提供社区委员会申请。  

生效日期。这些修正案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但要求提议的公民参与

委员会向社区委员会提供资源的修正案将于 2019 年 4 月 1 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