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FORNIA州總統

預選
2012年6月5日週二
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文件內容正確鑑證書
本人，Debra Bowen，California州州務卿，茲鑑證此處所含的議案將於2012年6月5日週二舉行的總統預選預選中
提交選民投票表決；並鑑證此指南依照相關法律彙編。
本人於2012年3月12日在California州Sacramento市親筆簽名並加蓋本州印章，以茲見證。

Debra Bowen
州務卿

州務卿
尊敬的各位選民：
登記投票表示您已採取第一步行動積極參與對California州未來的規劃決策。為了協助您做
出決定，本辦公廳特此彙編了這份官方選民資訊指南–而這僅僅是若干有用的工具之一；
所有這些工具都可協助您更詳細地瞭解您的選票內容，以及今年的California州預選如何進
行。當地縣府備有適用於您所在地區的候選人和議案相關資訊。若需關於選舉程序的更詳
細資訊–包括如何查看您的選民登記狀態、投票地點或者您的郵寄選票是否已經收訖等–
請瀏覽網站www.sos.ca.gov/elections，或者致電(800) 339‑2857。
投票方法簡單易行；而且每一位選民均可選擇採用郵寄方式投票，或者親自到當地投票站
投票。從當地縣選舉處索取郵寄選票的截止日期是5月29日。
您還可利用其他許多途徑參與選舉活動。

• 於選舉日擔任投票站工作人員，協助使所有符合資格選民的投票過程更加簡便；並
保護選票，直至選票已由選務官計數為止。
• 透過電郵、電話、說明冊和海報等方式讓大家知道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及投票權
利。
• 組織小組討論，或者參加與朋友、親屬及社區領袖的辯論，藉以協助選民瞭解相關
的候選人和議題。
本指南中含有由州司法部長Kamala D. Harris編寫的州選票議案之標題和概要；由立法分析
員Mac Taylor編寫的對選票議案及納稅人潛在支出之客觀分析；由立法顧問Diane F. BoyerVine編寫的對選票議案之贊成與反對論據；以及其他有用的資訊。本指南的印製工作已在
州印刷處代理負責人Kevin P. Hannah的監督下完成。
在民主國家，公民享有作出選擇和表達自己意見的光榮特權。正如您所知，某些競選公職
的勝選和落選之間僅有數票之差。我敦促您花時間仔細閱讀關於每一位候選人和選票議案
的資訊–並瞭解您的投票權利。
感謝您認真履行您的公民責任並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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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州務卿辦公廳的網站，以便：
•
•
•
•
•
•

查閱選民指南的其他語言版本，網址是www.voterguide.sos.ca.gov
查看競選捐款和遊說活動的情況，網址是http://cal-access.sos.ca.gov
查找選舉日您的投票站地點，網址是www.so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ppl.htm
獲取關於郵寄選票的資訊，網址是www.sos.ca.gov/elections_m.htm
獲取對初次參加投票的選民有用的資料，網址是www.sos.ca.gov/elections/new-voter
查看選舉日投票站關閉之後的最新選舉結果，網址是http://vote.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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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州預選
根據「獲選票最多之兩位候選人公開式預選法案」規定，必須把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所有候
選人都列在同一份選票上。由選民提名的公職以前稱為黨派公職，有州立法公職、聯邦國會
公職及依據憲法設立的州府公職。
在此新的開放式預選制度中，您可以投票支持任何候選人，而無論您在選民登記表格中登記
歸屬哪一黨派。祗有獲選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而無論黨派歸屬）能進入大選，但不考慮總
選票是多少。即使一名候選人獲得多數票(50% +1)，仍須舉行大選。即使開放式預選中僅有
兩名候選人，仍須舉行大選。
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自填候選人仍可在預選中參加競選。然而，自填候選人必須是預選中獲
選票最高的兩名候選人之一，才能進入大選。此外，大選沒有獨立提名程序。
California 州新的開放式預選制度不適用於競選美國總統、縣中央委員會或當地公職的候選人。
有關6月5日總統預選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第5頁。有關California州預選的更多資訊，
包括常見問答及您所在區域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核准名單，請瀏覽www.sos.ca.gov/
elections，或致電(800) 339-2857。
California州法律要求在此指南中列印如下資訊。

政黨提名職位/黨派公職
各政黨可正式提名參加預選的政黨提名職位/黨派公職候選人。獲提名的候選人將代表該政
黨，作為大選中該公職的正式候選人，且選票將反映正式名稱。預選中每個政黨獲選票最高
者進入大選。政黨還在預選中選舉縣中央委員會的官員。
選民祗能在其辦理投票登記時公佈其歸屬的政黨的預選中投票。然而，政黨可能會允許謝絕
公佈黨派歸屬的人士在該黨的預選中投票。

選民提名競選公職
政黨無資格在預選中正式提名參加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獲提名參加選民提名競選公
職預選的候選人，是民眾的獲提名者，而非任何政黨在大選中的正式獲提名者。獲提名參加
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競選的候選人，應在選票上列明其黨派歸屬或無黨派歸屬；但黨派歸屬名
稱完全由候選人選取，且僅供選民參考。這並不意味著候選人得到所指政黨的提名或支持，
或該政黨與該候選人之間有隸屬關係。由選民提名的候選人不得被視為任何政黨的正式提名
候選人。在縣選票樣本手冊中，各政黨可列出接受該政黨正式支持的選民提名競選公職候選
人。
任何選民都可以對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任何候選人投票，前提是他們符合對該公職投票所規
定的其他資格條件。在預選中兩名獲得最多選票者將進入選民提名競選公職的大選，即便這
兩名候選人均明確指定了相同的黨派歸屬名稱也不例外。對於將某個政黨列為其政黨歸屬選
擇的候選人，任何政黨均無資格讓該位候選人在大選中參選，除非該位候選人是在預選中獲
得最多選票的兩位競選人之一。

非黨派公職
政黨無資格提名參加非黨派公職預選的候選人，而且預選候選人並非任何政黨參加該公職大
選的正式獲提名者。接受非黨派公職提名的候選人不得在選票中指明其黨派歸屬或無黨派歸
屬。預選中兩名獲選票最高者將進入該非黨派公職的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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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總統預選及無黨派歸屬選民的重要資訊
黨派歸屬
California州法律規定，現在用「黨派歸屬」一詞取代「黨派從屬」一詞。在選民登記表格
中，選民可以選擇是否表明其黨派歸屬。無黨派歸屬的選民係指辦理投票登記時選擇不表明
其黨派歸屬的任何人。以前稱為謝絕表明黨派歸屬的選民（因為他們沒有黨派從屬關係），
現在稱為無黨派歸屬。

預選
6月5日選票中的許多競選公職受到今年生效的新開放式預選法制約。有關「獲選票最多之兩
位候選人公開式預選法案」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第4頁。
本州的新開放式預選相關法律不適用於競選美國總統、縣中央委員會或當地公職的候選
人。California州的合格政黨可採用兩種方式之一舉行總統預選：
• 封閉式總統預選，即僅有表明歸屬於該黨的選民可以對該政黨的總統獲提名者投票。
• 改良封閉式預選，即政黨也允許未表明黨派歸屬的選民對該黨的總統獲提名者投票。
如果合格政黨選擇舉行改良封閉式總統預選，則該黨必須在選舉日前135天通知California州州
務卿。以下政黨允許無黨派歸屬的選民索取其政黨6月5日總統預選選票並參加投票：
• 美國獨立黨
• 民主黨
如果您在辦理投票登記時表明了黨派歸屬，則您祗能在該黨的總統預選中對總統候選人投
票。
如果您辦理投票登記時未表明黨派歸屬，某些政黨仍將允許您對他們的總統候選人投票。任
何政黨，祗要已經通知州務卿該黨允許無黨派歸屬選民協助提名其總統候選人，未表明黨派
歸屬的選民即可索取該黨的選票。選民不可索取一個以上政黨的總統選舉選票。
如果您未索取特定選票，則您將收到無黨派歸屬選票；而且該選票中僅包含選票議案及開放
式預選公職候選人的姓名。

如果您採用郵寄投票方式
每個縣選務處都必須向登記為永久郵寄選票選民的所有無黨派歸屬選民郵寄一份有關預選投
票的通告及申請表格。該通告應通知選民，他們可以索取某個政黨的總統預選郵寄選票；前
提是，該政黨允許無黨派歸屬選民在其預選中投票。如果您是郵寄投票選民，而且您想參與
參選政黨之一的總統預選，則您必須在郵寄選票頒發之前索取該政黨的選票。如果您已經
收到無黨派歸屬選民的選票，但希望索取參選黨派之一的選票，則您必須聯絡所在縣的選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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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選票議案論據之說明
對選票議案之論據並非由州務卿辦公廳撰寫。贊成和反對選票議案的論據由選票議案的支持
者及反對者提供。如果對某項議案提交了多份贊成或反對論據，依據法律規定，州立法院議
員就立法議案撰寫的論據享有優先權，而且動議案或公民複決的贊成者就動議案或公民複決
議案撰寫的論據享有優先權。就所有議案而言，隨後的優先順序排列為真正的公民協會，然
後是個人選民。對於所提交的論據內容，無法核實其準確性，切不可以任何方式對其加以更
改；除非法院下令更改論據內容。

California州郵寄投票
在California州，任何登記選民均可採用郵寄投票方式。若希望採用郵寄投票方式，您必須至
少於離選舉日七天之前向您所在縣的選務處申領郵寄選票。若想申請郵寄選票，您可以使離
選舉日數週之前郵寄給您的縣選票樣本手冊中的表格，或者向您所在縣的選務處寄送一份書
面申請。您的申請書中必須包括您工整書寫的姓名和住址、您希望接獲郵寄選票的地址、您
的簽名，以及您採用郵寄投票方式參加投票的選舉名稱及日期。
您所在縣的選務官接到您的申請後，會將適當的選票寄送給您。您在郵寄選票中標記投票選
擇後，請把該選票裝入您所在縣選務處提供的正式信封，並封好信封。在信封上貼上郵資適
當的郵票，並按照說明在信封外面簽名。
您可採用下列方式交回已填妥的郵寄選票：
• 郵寄給您所在縣的選務處；
• 於選舉日親自遞交至您所在縣的投票站或選務處；或者
• 授權法律允許的第三方（配偶、子女、家長、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或與您屬於
同一戶籍者）於選舉日代您把選票交回到您所在縣的任何一個投票站或選務處。
無論如何，投票站或選務處都必須於選舉日晚上8:00點投票站關閉之前接獲您的郵寄選票；
因此，請務必於離選舉日數天之前寄出您的選票。遲交的郵寄選票將不會被計數。

如果您的名字不在指定投票站的選民名單內
如果您的名字不在指定投票站的選民名單內，則您有權在您辦理投票登記的縣內任何一個投
票站使用臨時選票投票。
以下選民可使用臨時選票投票：
• 儘管他們的名字不在官方選民登記名單內，但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辦理過投票登記手續；
• 認為官方選民登記名單未正確列出其黨派歸屬；或者
• 選擇採用郵寄投票方式，但找不到自己的郵寄選票，因而希望在投票站投票。
若縣選務官確認您已經辦理選舉登記手續，而且您未於同一次選舉中在別處投票，則會計數
您的臨時選票。投票站工作人員會告訴您如何查看您的臨時選票是否得到計數，以及未得到
計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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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查閱指南
提案

28

限制州議會議員的任職期限。
憲法修正議案。

概要

以聯名簽字方式列入選票

提案

課收香煙附加稅，用於癌症研究。

29 動議法規。
概要

以聯名簽字方式列入選票

將州議會議員的總計任期時間從14年縮短至12年。允許在一個議 按每包 1.00美元的稅率課收香煙附加稅，並以等同稅率提高對其
院累積任職12年。僅適用於在議案通過之後首次當選的州議會議 他煙草製品的課稅額。此稅之收益用於對癌症以及由煙草引發的
其他病症之研究。財政影響：於2013–14年，香煙消費稅之收益額
員。財政影響：對州府或地方政府無直接財政影響。
將淨增735,000,000美元，用於特定研究項目以及菸害防治與戒煙
服務計畫。州與地方政府的其他歲入增額將達每年數千萬美元。

投票涵義說明

投票涵義說明

對該議案投贊
對該議案投反
對該議案投反
贊成(YES) 對該議案投贊
成 (YES) 票 表 反對(NO) 對 ( N O ) 票 表 贊成(YES) 成 (YES) 票 表 反對(NO) 對 ( N O ) 票 表
示：今後州立法院議員的總任
職年數為 12 年，而無論其在州
眾議院還是在州參議院任職。
在 2012年 6 月 5 日或之前初次當
選的州立法院議員可以繼續按
現行任期任職。

示：州立法院議員的現行任期
對現任和未來州立法院議員將
持續有效，即總任職年數為 14
年，包括不超過6年的州眾議院
議員任期和不超過8年的州參議
院議員任期。

論據

示：州香煙消費稅將每包增加 1
美元，總計為每包1.87美元。這
些額外的稅收將專門用於對癌症
和煙草相關疾病的研究以及預防
吸煙和戒煙的計畫。

示：州香煙消費稅將保持現有
稅率，即每包 87 美分；稅收將
繼續用於現有用途，包括兒童
發展計畫，以及各種健康計畫
和預防吸煙和戒煙的計畫。

論據

美國癌症學會、
人人都支持癌症
第 28 號 提 案 是 特
贊成者 這種現狀有問題。
二 十 年 之 後 ， 我 反對者 殊利益集團設下的 贊成者 美 國 心 臟 協 會 反對者 研 究 ， 但 提 案 29
們的任期限制法律需要修改。第 騙局，意圖在於欺騙選民，從 和美國肺臟健康協會撰寫了第
29 號提案，旨在拯救生命，阻
止兒童吸煙，並提供癌症研究
經費。大煙草公司反對第 29 號
提案，這是因為它們知道該提
案會減少 California 州的吸煙人
數。第 29 號提案拯救生命，但
任。請看一看它的內容。請投贊
前提是得到贊成(YES)票。
成(Yes)票。

28號提案對州立法院議員硬性規 而 削弱 任期限制。它實際上延
定了12年任期限制，並彌補了允 長 而非縮短 政客的任職期限。
許州立法院議員任職將近17年的 它使政客在州眾議院任職的時
漏洞。這是一項簡單的改革，有 間 延長一倍 。它使政客在州參
助於使州立法院議員承擔更多責 議院任職的時間延長50%。

更多資訊
贊成者
Doug Herman
Californians for a Fresh Start
790 E. Colorado Blvd., Suite 506
Pasadena, CA 91101
(626) 535-0710
info@cafreshstart.com
www.cafreshstart.com

有破綻： 每年新增735,000,000
美元稅賦，但沒有規定稅收必
須 用 於 California 州 ， 以 便 創
造就業機會或資助學校。該提
案將建立新的政府支出官僚機
構，而且該機構中有政黨指定
的出任者。該提案與既有計畫
相重複。浪費增多，卻不必對
納稅人負責。請對提案 29 投反
對(No)票。ReadForYourself.org

更多資訊
反對者
Anita Anderson
Californians for Term Limits
1161 Rhode Islan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415) 309-0939
info@www.28no.org
www.28no.org

贊成者
Tim Gibbs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980 9th Street, Suite 255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 397-4618
Info@CaliforniansForACure.org
www.YesProp29.org

反對者
請對第 29 號提案投反對 (No) 票
- California人反對失控稅賦和
支出組織，一個由納稅人、小
型企業、執法機關和勞工組成
的聯盟。

(866) 662-7016
Info@NoOn29.com
www.NoOn29.com
快速查閱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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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提案

州立法院議員任期限制。
動議憲法修正案。

正式名稱與概要

由州司法部長編寫

限制州議會議員的任職期限。憲法修正議案。
••
••
••
••

將州議會議員的總計任期時間從14年縮短至12年。
州議會議員在州眾議院或州參議院的任期時間或者在眾參兩院的合計任期時間總共可達12年。
僅適用於在此議案通過之後首次當選的州議會議員。
此議案規定，在此議案通過之前當選的州議會議員將繼續遵循現有的任期限制規定。

立法分析員對州府與地方政府受到的實際財政影響之預估概要：
•• 此議案對州或地方政府無直接財政影響。

8

| 名稱與概要

提案

28

州立法院議員任期限制。
動議憲法修正案。

立法分析員之分析

背景
現行的州立法院議員任期限制。第140號提案由
本州選民於1990年通過，該提案修改了州憲法，
並對California州立法院議員提出了任期限制。州
立法院分為兩院：州眾議院和州參議院。目前，
州眾議院議員的任期通常限定為3個2年任期（最
長6年），州參議院議員為2個4年任期（最長8
年）。這表示，一個人通常不能在州立法院任職
超過14年。一種例外情況是，有人因為要完成因
故離開州立法院者剩餘時間不足一半的任期（例
如辭職）而延長任職時間。

提議
本議案是一項州憲法修正案，旨在修改州立法
院議員的任期。於本次選舉當日（2012年6月5
日）或之前首次當選的州立法院參議員和眾議員
可以繼續按照憲法規定的現行州立法院議員任期
任職。未來所有州立法院議員（即本次選舉之日
後首次當選的州立法院議員）之任期將以新任期
爲準。

第28號提案的正文請閱第24頁。

減少州立法院議員的任期總年數。根據本議
案，未來所有州立法院議員一生中在州立法院任
職的總年數將減少至12年。
增加在某一個院任職的總年數。根據本議案，
未來所有州立法院議員在州立法院任何一院任職
的最長時間將為12年。據此，當選委員最長可以
在州眾議院擔任6個2年任期，或在州參議院擔任
3個4年任期。這表示，與現行規定相比，未來州
立法院議員在某一院任職的期限將延長。也就是
說，某人可入選州立法院且在其中一院任職，然
後又入選另一院任職，但其在州立法院的總任職
年數不得超過12年。

財政影響
本議案對州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無直接影響。
然而，修改州立法院議員的任期可能會改變任何
指定期限之州眾議院和州參議院的人員組成。州
眾議院和州參議院人員組成方面的這種區別可能
會導致決策與原來相比發生變化（例如，有關立
法和州預算的決策等）。然而，此類決策及其對
州府和地方支出和收入的影響無法預測。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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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8

州立法院議員任期限制。
動議憲法修正案。

贊成第28號提案之論據
我們現行的任期限制法律需要修改。該法律於二十年前制
定，但州立法院目前依然充溢著職業政客。這些人對競選下
一個公職的關注重於他們對履行職責的關注。第 28號提案
是一項簡單的改革，將幫助州立法院負起更多的責任。
嚴格的12年任期限制。
現行的任期限制法律以任職的屆數為準。該法規定，州立
法院議員祗能透過在州眾議院擔任三個兩年任期和在州參議
院擔任兩個四年任期，才能達到其14年終生任期限制。
但是法院打開了一個漏洞，允許政客填補剩餘任期的空
缺，這一剩餘任期不計入任期限制，因此任職時間最長可
達將近17年。第28號提案依據在州立法院任職的年數而非
屆數實施嚴格的任期限制，從而把終生任期限制縮短至12
年，並填補了這一「17年漏洞」。
在州立法院任職12年後 - 無論是在州眾議院、州參議院任
職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 政客就被禁止參加州立法院競選。
每一年都計入。為確保沒有更多的漏洞，現任和前任州
立法院議員均不得利用第28號提案來延長其終生限制。
敦促州立法院議員負起更多責任。
現行任期限制法律無形中助長錯誤的行為。州立法院議
員達到其終生任期限制的唯一途徑是從一個公職轉到另一
個公職。一旦當選，他們就開始尋找募款人，並尋找下一
個公職。許多州眾議員尚未達到六年最高限制，就離任尋
找下一個公職。
不斷籌謀下一個公職的政客不會集中精力代表現任選區

提出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第28號提案使州立法院議員可以
選擇在同一個選區競選連任，而非在各個公職之間跳來跳
去，以此達到其終生任期限制。這將促使州立法院議員集
中精力為其選區服務以求連任；而非於他們在Sacramento
時始終為在別處競選而做準備。
使州眾議院議員做好本職工作。
從一個公職轉到另一個公職的州立法院議員不會把精力
放在學習做好本職工作上。這使州立法院議員無法抵抗更
有經驗的特殊利益遊說人員，並擔負起本州所面對的重大
問題與挑戰。幾乎 40%的州眾議員是每次選舉之後任職的
新手。透過消除僅僅為了達到終生任期限制而改換公職的
動因，第28號提案意味著，州立法院議員將更有可能學會
做好本職工作，並培養履行職責所需的專長。
請幫助修改我們的任期限制法律。這種現狀有問題。
第28號提案不會解決Sacramento的所有問題。但這是走向
正面變化的第一步，並將幫助州立法院提高效率和責任心。
請您親自讀一讀第 28 號提案。第 28 號提案的意思很明
確。它規定了嚴格的12年任期限制，填補了任職17年的漏
洞，並強化責任制。第28號提案邁出了正確的一步。請對
第28號提案投贊成(Yes)票。

Jennifer A. Waggoner，主席
California州女選民聯盟
Kathay Feng，高級行政主管
California州共同利益聯盟
Hank Lacayo，主席
California州老年人代表大會

對贊成第28號提案論據之反駁
第 28 號提案的贊成者所提出的論據表明，這是一個騙
局，意圖欺騙選民，以圖弱化任期限制。
第28號提案背後的特殊利益集團和職業政客說，在現行
任期限制法律下，「幾乎40%的州眾議員是每次選舉之後
上任的新手」。確實如此。
這是因為，現行任期限制允許政客卸任，允許新人當
選，並防止政治首腦在州立法院積聚過多權力。
根據第28號提案，州眾議院議員的任職時間實際上將加
倍，而非縮短。
根據第28號提案，州參議院議員的任職時間實際上將增
加50%，而非縮短。
美國任期限制組織是一個贊成實行任期限制的全國領先
組織。它開展的一項獨立調查顯示，如果允許政客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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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位任職 12年，那麼 80%的州立法院議員任職時間將 延
長，而僅有8%的議員任職時間將縮短。
第28號提案是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團第五次嘗試削弱任期
限制且延長政客的任職時間。他們使用卑怯且具有誤導性
的動議案和法院異議來推翻民眾的意志。不要讓他們得
逞。對第28號提案投反對(NO)票 - 這是一個騙局！

Ted Costa，主席
民眾倡導組織
Kristen Lucero，副主席
California人贊成任期限制組織
Peter C. Foy，主席
California州美國人促進繁榮組織

本頁所刊載之論據屬論者個人觀點，並未經任何官方機構審核其準確性。

提案

28

州立法院議員任期限制。
動議憲法修正案。

反對第28號提案之論據
第28號提案是一場騙局！
它是California州歷史上最不誠實且最有欺騙性的選票議
案，而這一點就非常說明問題！這祗是政客及其特殊利益
支持者一次最新的可鄙行為，想要矇騙選民，以圖削弱
California經過選民批准的任期限制法律。
第28號提案旨在欺騙選民，使他們誤以為該提案強化了
任期限制，而實際上恰恰相反。第28號提案實際上削弱了
州立法院議員的任期限制，並大幅度延長了政客能夠任職
的時間！
第28號提案之所以由California最有勢力的特殊利益集團
撰寫並資助巨額資金，原因就在於此。這些特殊利益集團
還包括工會，他們反對能為納稅人節省數十億美元的養老
金改革。
第28號提案的首要後盾是一個富裕的開發商。他試圖得
到州立法院的環境監管特殊豁免；因此出資使這項動議案
合格，以便透過建造體育館獲取巨額利潤。
州立法院樂於把開發商想要的好處給他。作為對政客的
回報，他確保入選州立法院的政客任職時間會比現行任職
限制法律允許的期限長許多年。
Los Angeles時報在2009年12月30日報導：「州立法者決定
擬議使工業城建造的體育館免受環境法監管。兩個月後，
體育場的開發商就向一項選票議案捐獻 300, 000美元。該
選票議案將允許未來的州立法院議員延長在同一個公職的
任職時間。」
請看一看這些事實，並自己判斷是非。

第28號提案允許政客在California州眾議院任職12年，而
非現行法律所允許的最長6年。
這意味著，州眾議院議員的任職時間實際上將翻倍，而
非縮短！
第28號提案還允許政客在California州參議院任職12年，
而非現行法律所允許的最長8年。
這意味著，州參議院議員的任職時間實際上將增加50%，
而非縮短。
任期限制剛通過時，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團就花費巨資試
圖加以制止。從那時以來，他們已經兩次嘗試欺騙選民，
以圖把政客掌權的時間多延長幾年。
第28號提案祗不過是他們愚弄選民的一個最新詭計。
不要讓他們得逞！
如果通過第28號提案，職業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團就將得
逞。California的選民則將受挫。
第28號提案是意圖推翻選民意志的騙局。不要讓政客和
特殊利益集團得逞，欺騙我們，並最終削弱任職限制。不
要被這種蓄意破壞任期限制的狡猾手段所矇騙。請對第28
號提案投反對(NO)票！

Philip Blumel，主席
美國任期限制組織
ANITA ANDERSON，副主席
家長做主基金會
LEW UHLER，主席
國家限稅委員會

對反對第28號提案論據之反駁

20多年前，當我擁護最初的任期限制法律時，我們的目
標是：結束把一己私利凌駕於選民需求的職業政客的時
代。
我們原本希望，該法會帶來一種新的「公民立法院議
員」。這樣的議員會短期任職，然後回到私營領域，從而
使其他人有機會把新穎的觀念和新視角帶給政府。
但事與願違。
政客們把在職期間的大部份時間都用於尋找下一份工
作；他們透過不斷從一個公職轉到另一個公職來延長其政
治生涯。
反對者的論據具有誤導性。請您自己讀一讀第 28 號提
案。它的內容與實際效果完全相同。第28號提案彌補了允
許州立法院議員任職可長達17年的漏洞。第28號提案硬性

本頁所刊載之論據屬論者個人觀點，並未經任何官方機構審核其準確性。

規定了12年任期限制；該任期可以是州參議院、州眾議院
或兩院合計的任職時間。現任或前任州立法院議員不得因
為第28號提案而延長任職時間。
這種現狀有問題。二十年後，任期限制法需要改革。特
殊利益集團和往常一樣力爭，這不足為奇。
第28號提案是否將糾正Sacramento的所有問題？ 不會這樣。
但這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第28號提案硬性規定了
12年任期限制。它將有助改善責任心，並使立法院議員把
精力放在我們推選他們履行的工作職責上。
請對第28號提案投贊成(Yes)票。

Dan Schnur，主席(2010–2011)
California州公平從政委員會

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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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提案

為癌症研究之目的對香煙課徵附加稅。
動議性法規。

正式名稱與概要

由州司法部長編寫

課收香煙附加稅，用於癌症研究。動議法規。
•
•
•

按每支香煙5美分（每包1.00美元）的稅率課收香煙附加稅，並以等同稅率提高對其他煙草製品
的課稅額；用於資助癌症研究及其他特定用途。
要求將此稅的收益存入一個特別基金賬戶，用於資助旨在發現、預防、醫治和治癒癌症、心臟
病、肺氣腫以及由煙草引發的其他病症之研究項目及研究機構，並用於資助預防計畫。
設立一個由九名委員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管理相關資金。

立法分析員對州府及地方政府受到的實際財政影響之預估概要：
• 於2013-14年，香煙消費稅收益額將每年淨增735,000,000美元，用於對癌症以及由煙草引發的
病症之研究，並用於菸害防治與戒煙服務計畫。此後，上述收益額將每年略有下降。
• 對其他煙草製品的消費稅每年約增加50,000,000美元，用於現有的健康計畫以及菸害防治與戒
煙服務計畫。
• 州府與地方政府的銷售稅收益每年淨增10,000,000美元至20,000,000美元。
• 對州府與地方政府的長期醫療保健服務費用之影響不明。

立法分析員之分析
背景
煙草稅
現行的州府消費稅。現行的州法律對香煙和其
他煙草產品（例如雪茄和嚼煙）的分銷課徵消費
稅。煙草消費稅由向零售商店供應香煙盒其他煙
草產品的分銷商支付。此類稅項通常會以提高香
煙和其他煙草產品價格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
本州現行的香煙消費稅稅率是每包87美分。圖1
描述每包香煙稅的構成。如圖所示，兩項由選民
批准的議案（1988年第99號提案和1998年第10號
提案）負責生成煙草消費稅收入的絕大部份。
如圖1所示，現行的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消費
稅為本州帶來的總收入在2010-11年時剛剛超過
900,000,000美元。
現行的其他煙草產品消費稅收入的主要目的是
為第10號提案和第99號提案列明之目的提供資
助。根據現行法律，香煙稅一旦提高，其他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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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消費稅也會自動等額提高，其收入用於資助
第99號提案列明之目的。
現行的聯邦消費稅。聯邦政府也對香煙和其他
煙草產品課徵消費稅。2009年，該稅項的稅率增
加幅度為每包62美分（總稅率達到每包1.01美
元），用於幫助兒童健康保險計畫，為低收入家
庭的兒童提供健康保險補貼。
現行的州和地方銷售和使用稅。香煙和其他煙
草產品銷售也須繳納州和地方銷售和使用稅。這
是對產品的零售價格課徵的稅項，通常包括分銷
商轉嫁過來的消費稅。在California州，一包香煙
目前的零售價格平均超過5美元。州和地方政府
每年獲得的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銷售和使用稅收
入超過40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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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圖1

現行的州煙草消費稅
（以百萬美元計）

描述

每包香煙/美分

州府一般資金：最初由州立法院於1959年頒行，旨在為
州府預算提供一般資助。
第99號提案：由選民於1988年頒行旨在為煙草教育和預
防措施、煙草相關疾病研究計畫、低收入人士醫療服
務和環境保護與康樂資源提供資助。第99號提案部份
收入所資助的計畫同時也能獲得州一般資金的資助。
乳腺癌基金：由州立法院於1993年頒行，旨在為無保險
女性的乳腺癌篩檢計畫和乳腺癌相關研究提供資助。
第10號提案：由選民於1998年頒行，旨在為早期兒童發
育計畫提供資助。
總額

10美分

估計的
2010-11年
淨收入 a
96美元

25

298 b

2

23

50

489 b

87美分

905美元c

a 第10號提案支付給其他基金，以確保其保持第10號提案生效前之收入水準。
b 總額包括其他煙草產品（例如雪茄和嚼煙）的消費稅收入。
c 因四捨五入之緣故而不等於總計金額。

當前的健康研究和戒煙活動

提議

美國在癌症和煙草相關疾病（例如心臟病）研
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例如，聯邦國家健康研
究所每年提供數十億美元撥款從事上述領域的研
究。私營機構和非營利組織也為此類研究提供資
金。在California州，California大學(UC)是上述研
究經費的主要受款方。此外，UC大學還將某些
州府資金用於該目的。
煙草預防和戒除計畫目前由公共機構、醫療保
險商和各類其他組織實施。例如，第99號提案的
收入中每年約有50,000,000美元用於為California
州的煙草預防和戒除計畫提供資金。

本議案將提高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分銷的消費
稅。由此籌集的額外收入將用於開展癌症和煙草
相關疾病（例如心臟病和肺氣腫）研究以及其他
列明的目的。本議案的主要規定如下所述。

第29號提案的正文請閱第24頁。

增加州煙草稅收入
本議案從2012年10月生效，將提高州府現行的
香煙消費稅，幅度為每包1美元。這樣一來，州
府的香煙消費稅稅率總額將達到每包1.87美元。
本議案還將對企業在新消費稅課徵期間儲存的多
數香煙課徵一項一次性「佔地稅」。佔地稅通常
用於防止企業在稅項生效前透過囤積產品逃稅。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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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州法律，州平稅委員會(BOE)必須每
年制定其他煙草產品（例如雪茄和嚼煙）的稅
率，其金額應等於香煙的稅率。因此，本議案也
會相應提高其他煙草產品的消費稅，其收入將用
於實現第99號提案的目的。

新香煙稅收入如何使用

續

•

Hope 2010委員會賬戶。 百分之二的資金存
入相關賬戶，用於支付本議案的管理費，其
中多數將用於報銷平稅委員會產生的徵稅費
用。

追補現行煙草稅計畫的損失。本議案規定，用
信託基金的部份收入「追補」或抵銷現行州香煙
和煙草稅因直接受本附加稅影響而損失的所有收
入。這些收入損失的主要原因是香煙和其他煙草
產品價格提高通常會導致消費量降低，造成不用
納稅的銷售量增加，例如網路購買和購買外州產
品。這會減少上文所述現行州消費稅所徵收的消
費稅收入。對於這些領域的資金損失，其追補金
額將由州平稅委員會釐定。

增加的香煙消費稅收入將存入一個新的特殊基
金，名為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
基金。這些收入將專門用於資助癌症和其他煙草
相關疾病的研究，以及用於其他列明的目的。新
稅項收入首先要追補現行煙草稅計畫因課徵新稅
項而損失的資金（如同下一節所述），剩餘的資
金將在5大基金中分配：
• Hope 2010研究基金。 百分之六十的資金用
作撥款和貸款，研究癌症和煙草相關疾病的 成立委員會管理信託基金
預防、診斷、治療和可能的治愈方法。議案
信託基金將由新成立的癌症研究公民監督委員
聲明，所有合格研究人員均享有平等機會， 會監督。該委員會將由如下9名委員組成：
可以競爭上述研究資金。
• 州長任命4名委員，其中3名從California州指
• Hope 2010設施基金。 百分之十五的資金用
定癌症中心的10位主任中選出。
作撥款和貸款，為癌症和煙草相關疾病的研
• 州公共衛生廳廳長任命2名委員，其中至少
究興建和租賃設施以及提供資本設備。
一人曾接受過煙草相關疾病治療。
• Hope 2010煙草預防和戒除基金。 百分之二
• California大學的3位學院院長，他們都是
十的資金用於開展由California州公共衛生廳
California州定量生物醫學研究所的成員。
(DPH)和California州教育廳實施的煙草預
(目前，California大學的3個學院，即Santa
防和戒除計畫。
Cruz、Berkeley和San Francisco，都是研究所
• Hope 2010執法基金。 百分之三的資金分配
會員。)
給州府機構，資助相關執法行動，以減少香
煙走私、煙草稅逃稅和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
的非法行為，以及採取其他方式改善現行法
律的執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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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權力。議案賦予委員會管理本信託基
金的權力。其資金祇能用於法案列明的目的。其
資金將由委員會分配。因此，州立法院不能挪用
這些資金。另外，這些資金也不能貸給其他州府
基金。
議案賦予委員會的權力包括：
• 制定短期和長期財務計畫。
• 制定相關流程，以徵求、審核並向研究人員
和設施提供撥款和貸款。
• 任命一名執行長和其他僱員。
• 為本議案資助之研究項目產生的智慧產權制
定相關政策。

其他主要規定
允許從設施基金轉賬。委員會認定Hope 2010設
施基金有盈餘，本議案允許委員會將盈餘的部份
轉給Hope 2010研究基金、Hope 2010煙草預防和
戒除基金或Hope 2010執法基金。
責任制措施。議案要求委員會向公眾發佈年度
報告，列明其行政管理支出、所提供撥款的數量
和金額以及研究成果摘要。委員會還要按要求每
年開展獨立的財務審計。本議案包括利益衝突條
款，管轄委員會委員的行為，並明確規定了對濫
用信託基金資金者的刑事處罰條款。

第29號提案的正文請閱第24頁。

續

財政影響
本議案將對州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產生多種影
響。主要的財政影響列示如下。

對州府和地方政府收入的影響
消費者之反應會影響收入。我們的收入估計假
定擬議消費稅提高會被轉嫁給消費者。換言之，
我們假設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的零售價格會提
高，使其包含消費稅的增長額。這會導致消費者
發生不同的反應。價格提高會導致消費者減少應
稅煙草產品的消費數量。消費者還可能會改變他
們購買煙草產品的方式，導致納稅交易數量減
少，例如透過網路購買或購買外州產品。儘管我
們認為我們的收入估計對消費者之反應做了合理
預測，但這種反應仍有不確定性。
新香煙消費稅收入。我們估計，根據本議案提
高 的 香 煙 消 費 稅 在 2012-13年 將 籌 集 約
615,000,000美元（不滿一年），在2013-14年將
籌集約810,000,000美元（第一個全年收入）。我
們對2013-14年新香煙消費稅收入的分配估計如
圖2所示。在追補現行煙草消費稅收入的損失後
（下文有更詳細的描述），新香煙消費稅在
2013-14 年將產生約735,000,000美元的純收入，
用於本議案描述的目的。此後，根據我們對香煙
消費量持續下降的預測，香煙消費稅提高所產生
的收入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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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圖2

新香煙稅的收入（估計值）如何分配
（以百萬美元計）
分配

2013-14年
資助款項（全年）

—

810美元
-75 a

新香煙稅的收入（估計值）
減去追補給第99號提案、第10號提案、一般資金和乳腺
癌基金的款項
淨收入（估計值）
淨收入（估計值）的分配
研究基金
設施基金
煙草預防和戒除基金
執法基金
委員會賬戶

735美元
60%
15
20
3
2

441美元
110
147
22
15

a 估計值由LAO計算。追補金額應由州平稅委員會確定。

對現行煙草消費稅收入的影響。 本議案會降低
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消費量，從而導致為提案99
和提案10、一般資金以及乳腺癌基金提供資助的
現行消費稅收入減少。本議案將對本消費稅引起
的收入減少進行追補。我們估計，按照本規定，
追補資金的金額大約為每年75,000,000美元，如
圖2所示。
如同前文所述，本議案對為第99號提案提供資
助的消費稅將產生其他財政影響。根據現行法
律，香煙稅一旦提高，其他煙草產品消費稅也會
自動提高，增加的收入用於資助第99號提案列明
之目的。我們估計，從2013-14年開始，提高其他
煙草產品稅會導致第99號提案整個一年的收入增
加約50,000,000美元。

16

對州和地方銷售及使用稅收入的影響。 很多產
品要繳納銷售和使用稅，包括煙草產品的零售
價格。零售價格通常包括所有消費稅。新消費稅
會導致煙草產品零售價格提高，因此，州和地方
的煙草產品銷售和使用稅收入也會增加。但這種
增加可能會被幾個因素抵消掉，包括減少須繳納
銷售和使用稅的產品的支出。我們估計，收入的
淨增加量大約為每年10,000,000美元到20,000,000
美元。
對消費稅徵收的影響。 如同上文所述，本議案
會將新香煙稅3%的收入存入執法基金，為州執法
行動提供資助。上述資金將用於加強執法行動，
減少逃稅、偽造、走私和無照銷售香煙和其他煙
草產品的行為。上述資金還將被用於採取相關措
施，減少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產品的現象。尚不
清楚這些行動對消費稅收入的淨額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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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州和地方政府保健費用的影響
目前，California州的州府和地方政府須撥出資
金，用於(1)為低收入者和無保險者提供醫療服
務，並且(2)為州府和地方政府的僱員和退休人
員提供健康保險。結果是，對民眾（尤其是低收
入者和無保險者以及公職僱員）健康有影響的州
法律變更（例如本議案做出的變更）會影響由公
共資金資助的醫療費用。

第29號提案的正文請閱第24頁。

續

例如，如同上文所述，本議案將導致煙草產品
消費量降低。根據聯邦衛生當局和各類科學研究
得出的結論，使用煙草產品對健康有多種不利影
響。因此，長期看來，本議案將減少州和地方政
府用於煙草相關疾病的醫療費用。但本議案會產
生其他財政影響，抵銷節省的這筆費用。例如，
免受煙草相關疾病影響者活得更長，因此，州府
和地方政府今後可能要撥出相關資金為這些人提
供醫療和社會服務，而這本來是不會發生的。因
此，本議案對州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凈財政影響
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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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第29號提案之論據
請對第29號提案投贊成(YES)票，支持癌症研究，拯救生命。
第29號提案，即California癌症研究法，建立在一個簡單
而有力的想法之上。它設立一項新的1美元煙草稅 - 僅由
吸煙者繳納該稅。
美國癌症學會、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肺臟健康協會贊助
此議案，原因是它們知道，對煙草徵稅能拯救生命。煙草
公司以同樣的理由反對本議案。大煙草公司知道，百分之
九十的煙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吸煙。
對第29號提案投贊成(YES)票就是支持癌症研究。稅款直
接撥給研究醫生和科學家 - 政客不能碰。
癌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殺手，而吸煙是主要起因。癌症
已經觸及本州的每個家庭。California州的科學家在癌症、
心臟病和其他吸煙相關疾病的發現、治療、預防及治愈上
處於拯救生命的研究前線。他們正在取得長足進展，但還
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第29號提案帶來將近600,000,000美
元的資金，供他們用於研究和繼續尋找治愈手段。
請對第29號提案投贊成(YES)票，讓兒童遠離吸煙，並拯
救生命。
煙草公司仍在花費巨資推廣其產品 - 每年，超過34,000
名California兒童開始吸煙。第29號提案幫助吸煙者戒煙，
並從一開始就阻止兒童吸煙。多徵收 1美元煙草稅聽起來
似乎不多，但對青少年而言，這可能會使開始吸煙的難度
加大，從而變得不值得嘗試。公共衛生專家估計，第29號
提案將阻止 228, 000名兒童吸煙。此外，這些專家估計，
第 29號提案將使 104, 000名吸煙者戒煙，從而拯救他們的
生命，省卻為抵禦癌症、氣腫或心臟病而造成的痛苦和費
用。

誰反對第29號提案？煙草公司。
他們聘請了眾多高價遊說人員和政治顧問。他們正在出
資廢除第29號提案。為甚麼？為了保護它們的利益。不要
受恐嚇策略和競選煙幕的愚弄。
請您自己讀一讀第29號提案！
您會發現第29號提案包括嚴格的保護性條款和真正的責
任制。資金用於何處不由政客決定，而由CALIFORNIA的
研究醫生和科學家決定。
第 29號提案把撥款決策權留在一個由 California領先研究
小組、受到信賴的公共衛生倡導者與癌症倖存者本人組成的
獨立小組手中。第 29號提案留出防止香煙走私的資金。第
29號提案規定實施審計，確保所有資金的支出妥善無誤。
請記住，如果您不吸煙，您就不必納稅。
誰也無法肯定我們何時會找到對所有癌症的治愈方法，
但用於研究的每一美元都使那天更快到來。在您閱讀本文
的幾分鐘時間裡，又會有人被確診患癌症 - 某個人的母
親、父親、兒子或女兒 - 又多了一個尋找希望的家庭。對
第 29號提案投贊成 (Yes)票，會把浪費在香煙上的 1美元用
於尋找治愈方法。它能幫助拯救您所關愛者的生命。
支 持 癌 症 研 究 。 挽 救 生 命 。 請 對 第 29 號 提 案 ， 即
CALIFORNIA癌症研究法，投贊成(YES)票。

Clifford C. Eke，醫學博士醫生，主席
美國癌症學會，California州分會
Jane Warner，主席
美國California州肺臟健康協會
Richard J. Gray醫生，醫學博士，主席
美國心臟協會，西部各州分會

對贊成第29號提案論據之反駁
人人都支持癌症研究，但第29號提案是一份漏洞百出的
13頁小號字體文件。這是一份瑣碎而徒勞的提案，與高速
「前途無路火車」委員會一樣。
請全州各地的California人 - 納稅人、醫生、教師、執法
人員、小型企業和勞工 - 對第29號提案投反對(NO)票：
請您自己看一看事實：
• 第 29號 提 案 由 職 業 政 客 推 進 ， 是 一 項 金 額 為
735,000,000美元的新年度稅賦和支出指令，將形成一個不
負責任的政府官僚機構，充斥著由政黨指定的出任者。
• 沒有規定在California支出稅收，幫助創造就業。這些
錢可以在州外抑或國外支出。
• 沒有為治療癌症患者而提供新的資金。
• 每年把125,000,000美元用於管理費用、官僚機構、建
築和房地產 - 這些錢原本可以用於治療癌症。
• 允許由專員代表的組織接收納稅人的資金，這是允許
「利益衝突」。
• 允許營利的公司每年獲得500,000,000美元以上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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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既有的計畫相重複，現有計畫已經每年在癌症研究
上支出6,000,000,000美元。
• 確立又一個自動試點性質的支出機構，就像高速鐵路
委員會那樣 - 增加浪費，不向納稅人負責。
• 禁止州長和州立法院在15年內修改動議案，即使出現
欺詐或浪費也不例外。
設立另一個委員會，每年為之撥款735,000,000美元，對
資金的支出無需承擔責任。這是個壞主意。
請瀏覽www.ReadForYourself.org以查閱事實，然後與我們
一起對第29號提案投「反對」("NO")票。

MIKE GENEST，前主任
California州財政廳
MARCY ZWELLING，醫學博士，前主席
Los Angeles縣醫學協會
TOM BOGETICH，高級行政主管（已退休）
California州教育委員會
本頁所列之論據屬作者個人觀點，並未經任何官方機構審核其準確性。

提案

29

為癌症研究之目的對香煙課徵附加稅。 
動議性法規。

反對第29號提案之論據
人人都支持癌症研究，但第29號提案有破綻。
請您自己讀一讀這份小字體印刷資料。
第29號提案：
提高稅賦，但並不能清理 SACRAMENTO 的浪費性支
出，亦無助於平衡預算
• California的政客需要量入為出。實際上，一名職業政
客正在宣揚第29號提案，以便每年增稅735,000,000美元，
設立又一個我們負擔不起的新官僚機構和特殊利益支出委
員會。
• 我們有超過 10,000,000,000美元的赤字，選民正受到
學校經費削減或提高稅賦的威脅。我們不能為既有的計畫
出資，但是第29號提案增加稅賦，設立一個全新的政府支
出計畫。這毫無意義。
允許CALIFORNIA州的稅款用於CALIFORNIA州外
• 新 增 稅 賦 近 1,000,000,000 美 元 ， 卻 允 許 稅 款 在
California州境外或國外支出（第30130.53(d)節）。
• 如果我們要對CALIFORNIA人增稅，則應該把稅款用
於CALIFORNIA州，以幫助創造就業。
新的官僚結構，更多的由政黨指定的出任者 = 更多的浪費
• 該委員會有 6 名由政黨指定的出任者，每年可以在
工作人員薪資和管理費用上開支約 15,000,000 美元，並
把更多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義務強加到納稅人身上（第
30130.53(d)(5)節）。
• 第 29號 提 案 允 許 每 年 在 建 築 物 和 設 備 上 開 支
110,000,000美元，但沒有規定把資金用於 California的大
學/醫院 - 稅款可能會交給大型營利公司（第30130.53(d)
(2)節）。
• 與高速鐵路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一樣，此管理機構不
停地花錢。第 29號提案使執行長免於招聘/薪資規定（第
30130.54(d)(2)節），因此執行長每年可獲得高額薪酬，
並有權僱用大批工作人員。
與既有的計畫相重複

• 每年，聯邦政府在癌症研究上支出 6,000,000,000美
元，California州在煙草控制計畫上支出70,000,000美元。
第29號提案與這些既有的計畫相重複。
沒有責任制要求
• 第 29 號提案規定提交所謂的「年度報告」，但該報
告是委員會自己寫的，沒有要求花錢取得審計結果（第
30130.54(i)節）。
• 實際上，在 15年裡，甚至連州長、州立法機構或州審
計員都無權修改動議案，即使出現欺詐或浪費也不例外（第
6(b)節）。這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沒有為癌症治療提供資金
• 支持者聲稱，該提案將有助節省數十億醫療保健費用，
但議案沒有為病人的治療提供新資金（第30130.53節）。
避開選民批准的動議案，並損害學校
• 經 California州選民批准的憲法修正案規定，所有新
稅賦都要幫助提供教育費用，但第29號提案使其自身免受
這條規定限制，每年少給學校 300,000,000 美元以上（第
30130.50(c)節）。
• 我們不應任憑職業政客利用漏洞阻礙選民批准的動議案。
「癌症研究很重要，但如果每年要支出 735,000,000美
元，就需要有嚴格的控制，並確保稅款用在California。第
29號提案破綻百出，應該投「反對」 ("no")票。」 -Marcy
Zwelling，醫學博士，前主席Los Angeles縣醫學協會
請瀏覽網站：ReadForYourself.org
請對第29號提案投反對(NO)票

TERESA CASAZZA，主席
California州納稅人協會
LA DONNA R. PORTER，醫學博士，前主席
黃金州醫學協會
JULIAN CANETE，主席
California州西班牙裔商會

對反對第29號提案論據之反駁
您剛才讀到的每一個字都出自靠煙草公司資助的競選班
子。請看一看本州的官方網站 - 耗費巨額資金來廢除第29
號提案的僅有煙草公司：
http://cal-access.sos.ca.gov/Campaign/Measures
煙草公司拒絕在上述訊息文字上簽字，但這並非他們向
您隱瞞的全部真相。真相是，第29號提案有用；它使民眾
戒煙，而這有損大煙草公司的利潤。請您自己讀一讀第29
號提案。
第29號提案拯救生命 - 美國癌症學會、美國肺臟健康協
會和美國心臟協會起草了第29號提案，這是因為這項每包
香煙1美元的煙草稅會拯救104,000條生命。
第29號提案幫助CALIFORNIA研究中心 - California大
學和California醫學協會支持第29號提案，這是因為它每年
籌集585,000,000美元研究經費，並將幫助California的最佳
研究機構找到對癌症、心臟病和肺病的治愈手段。
第29號提案保護學校和兒童 - California的公共教育督學
和California州家長教師聯誼會支持第29號提案，這是因為
本頁所列之論據屬作者個人觀點，並未經任何官方機構審核其準確性。

該提案防止200,000多名兒童成為吸煙者。
第29號提案有嚴格的財政責任制要求 - 由公民監督委員
會確保資金直接撥給醫生和科學家。嚴格的責任制法律禁
止利益衝突，要求實行年度獨立審計，並規定行政管理費
用不得超過2%（第30130.54節）。這些責任制法律有嚴格
的刑事罰款為後盾（第30130.56節）。
真相是，第29號提案拯救生命，但前提是得到贊成(YES)
票。

www.CaliforniansForACure.org
Beth Y. Karlan醫生，醫學博士，主任
婦女癌症計畫，Oschin綜合癌症
研究所，Cedars-Sinai醫學中心
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
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
Balazs "Ernie" Bodai醫生，醫學博士
乳腺癌郵票組織創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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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候選人
California州選舉法規第9084節規定，總統候選人資料必須刊登在California州
州務卿辦公廳網站上。若需詳細資訊，請瀏覽www.voterguide.sos.ca.gov。

選區級與聯邦參議院候選人競選聲明
此選民資訊指南包含有關全州選票議案及聯邦參議院候選人的資訊。州參議
院、州眾議院、聯邦眾議院的每一公職僅與一個或數個縣的選民相關，因此這
些公職的一部份候選人之競選聲明可能列入在您所在縣的選票樣本手冊中。
California州法律包含對競選州立法公職候選人的自願競選支出限制規定（聯
邦眾議院及聯邦參議院等聯邦公職除外）。選擇把競選開支控制在指定金額
內的立法公職候選人可以在縣選票樣本手冊中購買版面，用以刊登篇幅不超
過250字的候選人競選聲明。對於自願限制其競選支出的州參議院候選人，
在預選中的競選支出不得超過780,000美元。對於自願限制其競選支出的州
眾議院候選人，在預選中的競選支出不得超過520,000美元。
若想查閱接受California州自願競選支出限制的立法候選人名單，請瀏覽
www.so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cand_stat.htm。
所有的聯邦眾議院候選人都可以選擇在縣選票樣本手冊中購買版面，用以刊
登候選人競選聲明。（一些聯邦眾議院候選人選擇不購買候選人競選聲明版面。）
所有的聯邦參議院候選人都可以選擇在本選票指南中購買版面，用以刊登候選
人競選聲明。（一些聯邦參議院候選人選擇不購買候選人競選聲明版面。）
候選人競選聲明刊登在第21–23頁。
若需查閱本指南出版後產生的候選人最終核准名單，請瀏覽
www.so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ca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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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參議院候選人競選聲明 
• 在聯邦參議院代表California州利益的兩名參議員之一。
• 就新的全國法律提出建議並投票表決。
• 投票確認對聯邦法官、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文官和軍隊職位的眾多高層總統任命。
ORLY TAITZ
黨派歸屬：
共和黨

29839 Santa Margarita, Suite 100
Rancho Santa Margarita, CA 92688

runorlyrun.com

(949) 683-5411

orly.taitz@gmail.com
orlytaitzforussenate.com

我不是職業政客。我是女商人、持照律師及牙外科持照醫生、妻子及母親。25年來，我與我丈夫在California州
養育了3個兒子。我參加競選，是因為我希望黃金州的年輕人享有我們在Reagan黃金時代所擁有的機會。祗要同
樣的職業政客繼續代表我們，美國的失業狀況就會繼續下去，美國的債務就會繼續增長。我的 3個主要目標：就
業、就業、就業。我將致力於對重返美國的公司以及在美國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公司實行5年暫緩徵稅的政策。如
果公司為美國公民創造新就業崗位，即可根據這些崗位帶來的稅收而享受一美元對一度元的稅賦抵免。不再增加
負債，以免我們的孩子背負沉重的債務；不再實行無助於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監管。身為一位律師，我有勇氣
為您的憲法權利而努力。最近，一名法官支持我傳召Barack Obama出庭聆訊，並提供其身份證件。您應該得到
真相、尊重及答复：為甚麼根據E-verify，Barack Obama使用的Connecticut州社會安全號碼並非分配給他的社會
安全號碼；為甚麼他所聲稱的出生證副本被認為是電腦偽造的，為甚麼他的學校檔案表明他是印尼公民，等等。
如果您想要政府對您負責，就應投票支持Orly Taitz!
ELIZABETH EMKEN
黨派歸屬：
共和黨

P.O. Box 81

Danville, CA 94526

(925) 395-4475
info@emken2012.com
www.emken2012.com

如果國會管理您的個人財務，您就會解僱他們。聯邦開支失控，造成15,000,000,000,000美元國債，相當於每個
美國人欠債 49,000美元。我們不能繼續走這條路。我競選聯邦參議員，是為了精簡政府規模及支出，並平衡預
算。我將暫停無助於創造就業的政府監管及政令，以此促進自由市場，並使小型企業再度發展。我將致力於開拓
美國的能源，以便降低油價，從而不再花錢向支持恐怖活動的敵意國家購買能源。身為一位妻子及三個孩子的母
親，我擔心我孩子的未來。我們必須消除經濟重負，使子孫後代得到好工作。我是IBM的效率及節支專家；我做
到了理順營運、消除浪費並實現數百萬美元節支。在我的兒子被確診患有自閉症後，我成為自閉症之聲組織的副
主席，並投身於發現自閉症成因及治療的工作中。我是一名鬥士與問題解決者。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恢復憲法中
所述的小型、精幹且權力受限的聯邦政府。若能得到您的選票，我將感到榮幸。詳情請瀏覽Emken2012.com。
ROBERT LAUTEN
黨派歸屬：
共和黨

P.O. Box 121

Brea, CA 92822

(714) 202-2625
info@robertlautenforussenate2012.com
www.robertlautenforussenate2012.com

我支持恢復1933‑1999年的Glass-Steagall法。共同倡議H.R. 1489。重建Hamilton式信用系統。啟動1960年的NAWAPA基
礎設施項目。改造有34年以上歷史的核電站。結束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它有可能成為一個2,000,000,000,000美
元的衍生品泡沫。停止向聯合國「21世紀議程」提供資金。
www.RobertLautenForUSSenate201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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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HUGHES
黨派歸屬：
共和黨

1800 Thibodo Road, Suite 300

Vista, CA 92081

續
(760) 624-4511

info@danhughes2012.com
www.danhughes2012.com

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危機中。我們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企業困難重重，大批房屋喪失贖回權，州府和聯邦政府陷入
巨額財政赤字。然而，任何赤字都無法與我們國家的道德與領導赤字相比。許多人都相信美國會不可避免地走向
沒落，未來屬於中國和印度。我的名字是Dan Hughes。我相信，如果我們有改變方向的道德力量，美國就有光明
的未來。為此，我成為聯邦參議員共和黨候選人。我們必須從改變政治現狀以及辜負我們信任的現任政客開始著
手。Washington, D.C.的政府及政治內幕人士從未像現在這樣脫離現實。他們似乎不願意盡力改善普通公民的日
常生活。我是一名小型企業東主，僱用近100名California人。我做到預算平衡，按時發薪，增加營收，並承受著
經濟衰退的起落影響。我知道如何創造就業，因為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我是一位丈夫、四個孩子的父親，我積
極參與教會和社區的事務，也是一位自豪的Reagan保守派。我不是政客，我強烈支持對國會實行任期限制。我將
力爭削減政府開支，改革無助於創造就業機會的稅法和政府條例，結束高稅賦，保護邊境安全，並廢除由政府控
制的醫療保健系統。若能得到您的投票支持，我將感到榮幸。若需詳細資訊，請瀏覽www.DanHughes2012.com。
MIKE STRIMLING
黨派歸屬：
民主黨

1334 Grand Avenue

Piedmont, CA 94610

(510) 652-0378

ms@taxtherich2012.org
www.taxtherich2012.org

向富人徵稅。 我參加競選，以便您為自己的信仰投票。富人非難中產階級。從 1942年到 1982年，即美國最強
盛的時期，對百萬富翁的稅賦比現在高四倍。即使在 1918 年，對百萬富翁的稅率仍為 77% 。現在， Romney
僅為數百萬資產支付 15% 的稅賦！而您繳稅更多！當富人被徵稅時，他們會把錢用於投資，創造就業機
會。現在，他們抽取資金，而這無助於美國的就業。結果非常清楚。 1% 的富人所擁有的財富大於底層 90%
的財富 總和。 對富人減稅使美國破產。中產階級支付：高昂的教育和醫療保險，各種費用，學校及橋樑破
損，公園及球場關門，社會安全保險福利及 Medicare 受到威脅，對後代欠下的債務。有才華的學生負擔不
起學費，而這正威脅著美國的未來。極端的最高法院攻擊消費者。不平等造成危險的動盪。請發出訊息。
重建我們所熱愛的國家。讓我們把富人的賦稅恢復到 Eisenhower 、 Kennedy 和 Nixon 時代的水準，從而抹掉
赤字。對股票及房地產價值超過 3,000,000 美元的所有人徵稅，以此償還債務。對於拒絕限制政治捐款的公
司，撤消其特許權。恢復自由和隱私權。結束毫無意義的戰爭。請您投票支持恢復1%與99%之間的平衡。
www.TaxTheRich2012.org
DIRK ALLEN KONOPIK
黨派歸屬：
共和黨

P.O. Box 4739

Rancho Cucamonga, CA 91729

(909) 293-9225

campaign@konopikforca2012.com
www.konopikforca2012.com

基督徒、退伍軍人、美國人。美國槍支協會(NRA)、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VFW)、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將勇
敢地站在基督一邊。
MARSHA FEINLAND
黨派歸屬：
和平與自由黨

2124 Kittredge Street #66

Berkeley, CA 94704

(510) 845-4360
feinlandforsenate@gmail.com

www.feinlandforsenate.org

99%的人需要住房、醫療保健、教育及環境保護。1%的人帶給我們戰爭、監獄及歧視。他們控制我們用辛勤工
作創造的財富。讓我們以民主方式決定我們需要甚麼，並讓富人及其公司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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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NE FEINSTEIN
黨派歸屬：
民主黨

1801 Avenue of the Stars, Suite 829

Los Angeles, CA 90067

續
(310) 203-1012

www.diannefeinstein2012.com

我們的州和國家目前正處於困難時期。經濟處於恢復初期，並且擺脫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之一所造成的影
響。國家面臨嚴峻的經濟困難，並在世界各地遇到國家安全挑戰。California州需要把公認的領導人送到聯邦參議
院，而這些領導人應已準備好迎接上述挑戰。我的首要任務是穩定California州和全國的經濟。我支持旨在發展經
濟的明智議案，例如削減薪酬稅；我支持一項再融資計畫，藉以幫助屋主償還抵押貸款並結束正在本州蔓延的房
屋法拍；我支持急需的基礎設施計畫，以創造就業；我支持教師與急救人員增薪；我支持對僱用失業退伍軍人及
長期失業者的僱主提供稅賦抵免。我還致力於保護對老年人至關重要的社會安全保險福利和Medicare醫療保險計
畫。我擔任主席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現在採用非黨派方式運作，這使我們能更有效地保護國家的安全，瓦解恐怖
活動，並對情報界的16個機構實行重要的監督。身為司法委員會的委員，我始終注意保護所有公民的民事權利，
並堅定不移地保護婦女反對一切騷擾的權利。我參加美國參議院競選，是因為我相信自己具備改變California州現
狀的專長、經驗及奉獻精神。我對您的支持深表感謝。
COLLEEN SHEA FERNALD
黨派歸屬：
民主黨

P.O. Box 3007

Santa Rosa, CA 95402

(707) 829-2243

cfernald@sonic.net
www.campaignforpeace.org

受到國會背叛的尊敬選民，結束政府有組織犯罪的時機已到。我很可能是這張選票上將結束這種狀況的唯一一名
候選人；我會義無反顧且毫不退縮地支持和維護憲法。我會要求立即結束阿富汗和其他衝突地區的違憲「戰爭」
。這些戰爭是國會決定的，也是毫無必要的。對於感到關注的美國民眾，反對違憲戰爭的時機已到。
ROGELIO T. GLORIA
黨派歸屬：
共和黨

1610 Sherbrooke Street

San Diego, CA 92139

(619) 267-5334

r.gloria40@gmail.com
http://gloriaforcongress.weebly.com

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美國海軍軍官和聯邦政府僱員。http://gloriaforcongress.weebly.com
AL RAMIREZ
黨派歸屬：
共和黨

P.O. Box 3002

Santa Monica, CA 90408-3002

(202) 455-0560

2012@alramirez.com
www.alramirez.com

當您為國家效力時，您絕不會失敗。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支持我們的信仰，以使
美國夢延續到下一代。我參加聯邦參議院競選，是因為我想幫助人們重返工作崗位；維護我們的憲法權利；維持
世界上最偉大的軍隊；並卓有成效地管理我們的自然資源，以實現能源獨立。我在科技行業經商將近20年，目睹
了創新對創造就業的作用。因此，我願意幫助California州繼續保持科技領先地位，消除繁文縟節，讓企業家經
營企業，而非在政府的過度監管下破產。我將維護我們的宗教信仰及家庭權利，致力於廢除政府對醫療體系的接
管，並支持第二修正案。最重要的是，我將致力於應對造成非法移民和福利依賴的困境，並把工薪納稅人的利益
置於首位。現在也正是對政府加以控制的時機。這意味著削減開支，審計聯邦儲備系統，並確保當選官員與民眾
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對待。我們有美好的未來，但這要求我們共同改變 DC政府的現狀；這正是我請您幫助我、
支持我並投票給我的原因。若希望瞭解關於本人的詳細資訊，請瀏覽我的網站：www.alramire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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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法律正文
第28號提案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條款規定向民眾提
交本動議案。
本動議案用以修正California州憲法；因此，提議刪
除的現行條款用刪除線列印，而提議增加的新條款用
斜體列印，以示新增。
擬議法律
第1節 本議案名稱為「2010年州立法院議員任期
限制改革法案」，可照此引述。
第2節 本議案旨在修改州立法院議員的現行任期
限制；州立法院議員目前任期最長為14年，現在修改
如下：
(1) 將州立法院議員的任期總年數從14年減為12年。
(2) 允許州立法院議員於任期內在州眾議院、州參
議院任職或兩者兼任。
(3) 禁止任何現任或前任州立法院議員因本次改革
受益。
第3節 修正California州憲法第IV條第2節，詳文如下：
第2節 (a) (1) 州參議院由40名民選參議員組成，
任期4年，每隔2年改選其中20人。州參議員任期不得
超過2屆。
(2) 州眾議院由80名民選眾議員組成，任期2年。州
眾議院議員任期不得超過3屆。
(3) 其任期 州參議員或州眾議員之任期應該從 他們
其當選後的12月份的第一個週一開始。
(4) 任何人一生中擔任州參議員、州眾議員或兩者
兼任的時間均不得超過12年。本節條款僅適用於在本
節條款生效日期之後首次當選並且以前未曾擔任過州
參議員或州眾議員的州參議員或州眾議員。在本節條
款生效日期之前當選的州參議員或州眾議員祇能擔任
本節條款生效日期之前經上次選舉所允許的任期。
(b) 州眾議員的選舉應在雙數年11月第一個週一之
後的第一個週二舉行，除非州立法院另有規定。州參
議員選舉將與州眾議員選舉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行。
(c) 祇有滿足如下條件者方有資格當選州立法院議
員：須為選民，於選舉前已在該立法區居住滿一年，
是美國公民並已在California州住滿3年，而且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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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競選職位的全任期不得超過本節第( a)項允許之最
高服務年限。
(d) 一旦州立法院出現空缺，州長應立即舉行選舉
以填補空缺。
第4節

可分割性

本議案的條款具有可分性。若本議案的任何條款或
其適用性被認為無效，則此類無效不得影響其他條款
或其適用性在沒有無效條款或無效適用情形下之有效
實行。
第5節

相衝突動議案

如果本次全州選舉選票上同時出現本議案和其他用
於修改州立法院議員任期的議案，則其他議案中的相
關規定應被視為與本議案之規定相衝突。若本議案獲
得的贊成票票數更多，則本議案條款將全部適用，而
所有其他議案的條款則無效。

第29號提案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特此向民眾提交
本動議案。
本動議案為歲入與稅務法典新增章節；因此，凡提
議增加的新條文，皆以斜體列印，以示新增。
擬議法律
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頒佈法令如下：
HOPE 2010：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法案
第1節

結論及宣佈

(a) 儘管醫學治療和預防技術一直在進步，癌症仍
是California州的首要死因，而且每年死於癌症者幾乎
佔所有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
(b) 醫學專家預計，California州每年有超過140,000
人被確診為癌症患者。
(c) 吸煙和其他煙草使用仍然是California州的首要
致癌原因；也是其他許多嚴重健康問題的根源，包括
心血管疾病、肺氣腫和其他慢性疾病。
(d) 用於治療煙草相關疾病的費用對California州本
已不堪重負的醫療保健系統又增添了沉重負擔。煙草
使用不但使California州民眾每年支出數十億美元的醫
療費，而且還降低了生產效率。

擬議法律正文
(e) 考慮到對新的癌症和其他煙草相關疾病有效治
療方法的迫切需求，我們認為煙草稅能提供適當的資
金來源，用於研究肺癌和其他類型的癌症、心血管疾
病、肺氣腫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病因、早期發現和有
效治療、護理、預防及可能的治愈方法，並為此類研
究提供設施。
(f) HOPE 2010：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法案將提供
持續的資金來源，供California州的首要研究人員繼續
探索，促進人類瞭解和掌握與癌症和其他煙草相關疾
病的病因、早期發現、有效治療、護理、預防和可能
的治愈方法有關的知識。
(g) 提高煙草稅是一種適當方式，可以為預防和減
少煙草引發的癌症和其他疾病提供資金，因為提高煙
草產品價格能直接降低吸煙和其他煙草使用率。
(h) 為了控制癌症，我們必須堅持為癌症研究提供
支持，而且必須包括癌症的各個階段，從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直至將學術機構和實驗室科技成果轉變為醫
療機構和消費者可應用的產品。
第2節

宗旨陳述

本議案旨在提高煙草稅，用以為如下各項提供資金：
(1) 為California州的生物醫學、流行病學、行為、
健康服務以及其他研究撥款和貸款，以充實本州有關
肺癌和其他類型癌症、心血管疾病、肺氣腫以及其他
煙草相關疾病的醫學知識。
(2) 在California州設立研究設施並為其配備人員和
設備，但這些設施必須從事生物醫學、流行病學、行
為、健康服務以及其他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尋找和改
進預期效果良好的肺癌和其他類型癌症、心血管疾
病、肺氣腫和其他煙草相關疾病的預防、早期發現、
治療、輔助治療及可能的治愈方法。
(3) 採取更多措施來降低本州的煙草使用率並防止
兒童吸煙成癮。
第3節

HOPE 2010：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法案

在歲入與稅務法典第2卷第13篇第2章下新增第
2.5條（從第30130.50節起），詳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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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隻香煙 50密爾（即 0.050美元），而且從本次選舉
生效之日至少90天後第一個日曆季度的第一天開始徵
收。
(b) (1) 除了本篇課徵的任何其他稅項，特此對每一
位為銷售、使用或消費之目的佔有或儲存香煙（在本
州境內且為其所佔有或控制）的經銷商和批發商課徵
一項占地儲存費，從本節生效之日至少90天後第一個
日曆季度第一天凌晨 12:01開始徵收，稅率為每隻香
煙50密爾（即0.050美元）。
(2) 在本節生效之日至少180天後第一個日曆季度的
第一天或在這之前，每一位經銷商和批發商都要用州
稅務平準委員會指定的表格向州稅務平準委員會提交
一份報稅表，列明從本節生效之日至少90天後第一個
日曆季度第一天凌晨 12:01其所佔有或控制香煙的數
量。報稅表應該計算並列明相關稅額。
(c) 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其他規定，HOPE: 2010癌
症研究法案課徵的稅項以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包括投
資利息）均構成信託基金，且祇能用於本法案列明的
用途，而不得被視為政府法規第2編第4卷第2篇第1章
（從第16300節起）所規定之一般資金的組成部份，
亦不得被視為 California州憲法第 XVI條第 8節及其實
施條例所述之一般資金收入。
30130.51 定義
就本條而言：
(a) 「香煙」的含義與2009年1月1日生效的第30003
節相同
(b) 「煙草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各類雪茄、煙絲、
嚼煙、鼻煙和至少含 50% 煙草的任何其他物品或產
品，但不包括香煙。
30130.52 對煙草消費和稅收歲入的影響
(a) 本條生效之後，州稅務平準委員會應在一年內確
認本條所徵香煙附加稅，以及第 30123節 (b)項煙草產
品增稅對本州香煙和煙草產品消費量的影響，此後每
年均應確認此種影響。若州稅務平準委員會認定消費
量下降是本條所課徵附加稅的直接結果，或是第30123
節(b)項煙草產品增稅規定的結果，則州稅務平準委員
會應該確定消費量下降對根據第30122節（選民在1988

第2.5條 HOPE 2010：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法案
30130.50 HOPE 2010癌症研究香煙消費稅
(a) 除了本篇課徵的任何其他稅項，特此對每一位
分銷香煙的香煙分銷商另行課徵一項消費稅，稅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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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8日的全州選舉中批准的第99號提案）成立的香
煙及煙草產品附加稅基金、根據第30461.6節成立的乳
腺癌基金、根據第 30131節（選民在 1998年 11月 3日的
全州選舉中批准的第10號提案）成立的California州兒
童及家庭信託基金以及根據第30101節成立的一般資金
的組成部份產生的財政影響。
(b) 州審計長應將資金從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
科學創新信託基金轉到香煙和煙草產品附加稅基金、
乳腺癌基金、California州兒童和家庭信託基金以及一
般資金，以抵消課徵本條項下之附加稅直接引起的收
入損失。
30130.53 HOPE 2010基金
(a) 州財政部特此設立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
學創新信託基金，並在該基金內部設立Hope 2010研
究基金、 Hope 2010設施基金、 Hope 2010煙草預防
和 戒 除 服 務 基 金 、 Hope 2010 執 法 基 金 ， 以 及
HOPE 2010委員會賬戶。
(b) 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其他規定，California州癌
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金及其項下所有基金、子
基金或分賬戶都是僅為本法案之目的設立的信託基金。
(c) 州府或州府官員根據本法案之規定收取的所有
消費稅和占地儲存稅收入均將存入California州癌症研
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金。
(d) 存入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
金的收入將按照如下方案存入和攤分：
(1) 百分之六十存入HOPE 2010研究基金，用作資
助性撥款或貸款，研究肺癌和其他類型癌症、心血管
疾病、肺氣腫以及其他煙草相關疾病（包括但不限於
冠心病、腦血管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預防、早期
發現、治療、輔助治療和可能的治愈方法，但要根據
其科學價值採用公開、競爭性同行評審等方法提供，
以確保撥款和貸款的客觀性、一致性和高品質。所有
合格研究人員，無論屬於哪家機構，都能獲得平等機
會競爭本法案項下的資金。選定本計畫項下的撥款對
象時，同行評審流程應以國家健康研究所的撥款評審
流程爲規範。
(2) 百分之十五存入HOPE 2010設施基金，用作設
施撥款和貸款，包括但不限於委員會認為有必要且適
當的能促進生物醫學、流行病學、行為、健康服務和
其他研究 (其主要目的是尋找和改進預期效果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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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肺癌和其他類型癌症、心血管疾病、肺氣腫和其他
煙草相關疾病的預防、早期發現、治療、輔助治療、
康復及可能的治愈方法 )發展的建築物、建築物租賃
和資本設備，但委員會有權根據本法案的規定將多餘
資金轉用到別處。
(3) 百分之二十存入HOPE 2010煙草預防和戒除服
務基金，以開展綜合性的煙草預防和控制計畫。將採
用如下方式攤分：
(A) HOPE 2010煙草預防和戒除服務基金的百分之
八十將被分配給州公共衛生廳煙草控制計畫，為健康
與安全法規第104375節開始部份描述的煙草控制計畫
提供資助。
(B) HOPE 2010煙草預防和戒除服務基金的百分之
二十將被分配給州教育廳，為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104420節描述的預防和減少煙草產品使用率的計畫提
供資助。
(4) 百分之三存入HOPE 2010執法基金，為執法行
動提供資助，以減少香煙走私、煙草稅逃稅現象和偽
造煙草產品，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產品的情況，以及
執行法律條款和開展與煙草相關法令有關的執法培訓
和技術援助活動。將採用如下方式攤分：
(A) HOPE 2010執法基金的百分之四十交給州稅務
平準委員會，用於執行相關法律，監管香煙和其他煙
草產品的分銷和零售，例如禁止未完稅香煙和禁止走
私、偽造煙草產品以及禁止銷售未取得相關執照的香
煙和其他煙草產品等。
(B) HOPE 2010執法基金的百分之四十交給州公共
衛生廳，用於資助相關計畫，包括但不限於向當地執
法機構撥款，以提供培訓和資金，執行州和地方有關
非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的法律，增加調查活動和守
法檢查，以及其他相關活動，以減少非法向未成年人
出售煙草產品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根據職業及專業
守則第22952節制定的阻止兒童獲取煙草執法(STAKE)
法案。
(C) HOPE 2010執法基金的百分之二十交給州司法
部長，用於某些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執法行動，例如
監管香煙和其他煙草產品分銷和銷售情況的法律，包
括禁止走私、偽造香煙、銷售未完稅煙草、銷售未取
得相關執照的煙草和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以及執行
煙草相關法律、法庭判決及和解。
(5) 百分之二存入HOPE 2010委員會賬戶，委員會
和州稅務平準委員會可用其支付本法案的實施費用和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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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存入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
金或其子基金或分帳戶的資金可能會僅為投資目的存
入集資投資賬戶，所獲利息將記入基金賬戶，且僅根
據本法案之規定及為本法案之目的存入、攤分和支出。
(f) 存入 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
金的資金（包括基金或其任何子基金所獲利息將持續
為本法案之目的分撥），不考慮財政年度，但祇能用
於本法案之目的，州立法院、州長或財務主任不得為
任何其他目的分撥、複歸或轉匯，亦不得為任何目的
貸款給一般資金或任何其他基金。
30130.54 HOPE 2010癌症研究公民監督委員會
(a) 特此在州政府內部設立HOPE 2010癌症研究公
民監督委員會。本法案所述之「委員會」均指
HOPE 2010癌症研究公民監督委員會。委員會由9名
委員組成，委任方式如下﹕
(1) 由州長委任四名委員，如下：
(A) 從California州醫藥學院醫學中心選一名委員，
而該名委員必須是執業醫生以及心血管疾病預防、治
療或研究方面的專家。
(B) 從國家癌症研究所在本州任命的癌症中心主任
中選三名委員。每位主任都可以指定一人代其出席委
員會會議，但該人士必須是相關中心的僱員，且有癌
症治療方面的背景和經驗。
(2) California大學各學院院長都是 California州定量
生物醫學研究所的成員。每位院長都可以指定一人代
其出席委員會會議，但該人士必須是相關學院的僱
員，且有定量生物科學方面的背景和經驗。
(3) 由州公共衛生廳廳長從California州或全國病患
利益支持者團體的California州代表中選兩名委員，其
工作重點必須是煙草相關疾病，且其中至少一人接受
過煙草相關疾病的治療。
(4) 不得將根據美國、California州或任何地方政府
法律規定必須登記為院外遊說人員者委任為委員會委
員。若委員會委員在任何政府實體登記為院外遊說人
員，應被視為辭去委員會委員一職，其職位應在其登
記為院外遊說人員之日構成空缺。
(5) 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其他規定，過去兩年曾擔
任任何公司或任何從事煙草產品製造、行銷、分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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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業務的其他企業的管理人員、員工、董事、獨立
承包商或款項接收方，或過去兩年曾收取此類公司或
業務所提供或支付的任何服務款項的人士不得擔任委
員會委員或委員會委員指定的代其出席會議的人士。
(6) 委任委員的任期應從本法案生效之日起計算，
持續時間為4年，但州長最初委任的兩名委員和州公
共衛生廳廳長委任的一名委員任期為兩年，從本法案
生效之日起計算。
(7) 除了(a)項第(4)段所規定的職位空缺以外，任期
內的委任委員將持續任職，直到選出接任者為止。如
果在任期內出現空缺職位，委任方應在出現空缺之日
後30天之內委任一名接任者，完成剩餘的任期。
(b) 委員應根據多數票原則每年選一人擔任委員會
主席，主持委員會會議並履行委員會指定的其他職責。
(c) 根據普通法，委員會委員出席委員會公共會議
時可獲得每天一百美元($100)並可報銷正常費用；除
非委員同時也是公職官員或僱員。委員會委員若同時
也是公職官員或僱員，則在委員會任職不會獲得任何
補償。
(d) 委員會有權採取如下各項措施：
(1) 監督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
金及其子基金和分賬戶的運營，並擔任依據本法案成
立之信託基金的受託人。
(2) 委任一名執行長，且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VII條
第4節之規定，該執行長免予承擔民事服務責任。若有
必要，執行長有權委任任何僱員管理該基金並履行法律
賦予委員會的職責；前提是，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其他
規定，過去兩年曾擔任任何公司或任何從事煙草產品製
造、行銷、分銷或銷售業務的其他企業的管理人員、員
工、董事、獨立承包商或款項接收方，或過去兩年曾收
取此類公司或業務所提供或支付的任何服務款項的人士
不得擔任委員會的管理人員或僱員。
(3) 在California州癌症研究生命科學創新信託基金
內設立子基金和分賬戶，並在必要及適當時為管理本
法案之目的將基金內的資金分撥給此類子基金和分賬戶。
(4) 制定相關流程，徵集、審核研究、設施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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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項目並為其提供撥款和貸款。
(5) 在必要及適當時為履行職責之目的設立並委任
各類委員會和顧問機構。
(6) 為管理本法案之目的為基金制定年度和長期策
略研究和財務計畫，包括年度預算。
(7) 做出最終貸款和撥款決策，以及取消或廢止與
經核准之研究標準不符的貸款或撥款。聘用審計員，
以編制基金運營的年度財務審計報告。
(8) （至少每年一次）發表有關委員會和基金活動
的公開報告。
(9) 為委員會資助之研究項目產生的智慧產權制定
相關政策，且必須與California大學實施的政策一致。
(10) 制定基金及其僱員在操作時應該遵守的規則和
原則。
(11) 定期審核HOPE 2010設施基金的收入和支出。
若委員會認定該基金有盈餘，委員會可將該基金的資
金轉撥給 HOPE 2010研究基金、 HOPE 2010煙草預
防與戒除服務基金或HOPE 2010執法基金，金額和轉
款期間由委員會決定。
(12) 報銷州稅務平準委員會為提供本法案所規定之
服務而發生的費用。
(13) 根據政府法規第 19990節採納與本段之適用有
關的管轄規則，包括向所有管理人員和僱員通報其規
定的條款。
以下行動與委員會委員或者其管理人員或僱員的職
責不一致、不兼容或相衝突：
(A) 利用州府或委員會的威望或影響力謀求管理人
員或僱員的私人利益或好處或者其他人的私利。
(B) 用州府的時間、設施、設備或用品謀求私人利
益或好處。
(C) 利用被州府僱用的機會使用或獲取保密資訊，
以謀求私人利益或好處，或者向無權獲取保密資訊者
提供此類資訊。
(D) 收到或接受任何人提供的金錢或任何其他對
價；但州府為其履行州府官員或僱員職責而提供的款
項除外。
(E) 履行超出其州府官員或僱員職權範圍的行為，
而且明知此類行為今後可能將受到該政府官員或僱員
的直接或間接控制、檢查、審核、審計或執行。
(F) 直接或間接收到或接受任何人士提供的任何禮
物，包括金錢，或任何服務、酬金、好處、娛樂、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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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貸款或其他任何有價物；前提是該人士正與或正努
力爭取與該官員或僱員的委任方或行為受到該委任方監
管或控制的人士開展任何形式的業務，且有合理的理由
認為該禮物的目的是影響該官員或僱員的公職行為，或
旨在為該官員或僱員履行的公職行為提供報酬。
(G) 根據任何與本條有關的其他法律、規則或法
規，在擔任州府官員或僱員期間未用全部時間和全部
精力竭力履行其職責。
(14) 根據行政程序法案第6條（從政府法規第2編第
3卷第1篇第3.5章第11340節起）之規定採納、修正和
廢止規則和法規，以執行本條之目的和規定，並管轄
委員會的程序。
(15) 在行使其權力、職權和司法管轄權時必須採取
的所有其他必要或適當行為。
(e) 會議
委員會及委員會成立的所有分委員會和顧問機構均
構成政府法規第 11121 節所述之「州府機構」；因
此，委員會、其分委員會和顧問機構的所有會議均需
遵守Bagley-Keene公開會議法案第9條（從政府法規第
2編第3卷第1篇第1章第11120節起）的規定。
(f) 記錄
委員會的所有記錄均屬公共記錄，定義如同
California州公共記錄法案第1條所述（從政府法規第1
編第7卷第3.5章第6250節起），且祇能根據該法案的
規定而不向公眾披露。
(g) 利益衝突
(1) 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其他規定，委員會的任何
委員，或由委員會委員任命且代其出席任何委員會會
議的任何人士，或委員會的任何管理人員或僱員都不
得參與撥款或貸款申請或提案或委員會其他資金分配
方式的評估、審核、推薦或決定；前提是該人士與撥
款或貸款的申請者或撥款或貸款申請或提案的主體或
資金的其他分配方式有直接或間接的財務利益關係。
若該人士在此類申請或提案中有財務利益，應該在此
類利益披露后的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中公開宣佈，並記
入委員會會議紀要。無論法律是否有任何與之相反的
規定，一旦發現存在財務利益，在披露此類利益和取
消資格後，委員會則可考慮並對任何撥款、貸款的申
請或其他資金分配採取措施。
(2) 委員會委員或其任命的任何代其出席會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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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其工作人員、承包商或撥款接收方不得收取從事
任何煙草種植、製造、加工、分銷、行銷或其他煙草
行業行為的人士或企業實體提供的資金或受其僱用。
(3) 本條任何規定均無意限制政府改革法案第 9 編
（從政府法規第81000節起）對委員會或其管理人員
及僱員的適用。
(h) 年度公開報告
委員會應向公眾提交年度報告，列明其活動、所撥款
項和正在開展的研究活動以及未來的計畫方向。年度
報告應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各項﹕研究、設施和治療
項目的撥款數量和美元金額；委員會、基金以及州稅
務平準委員會的行政管理支出；以及研究結果概要。
(i) 獨立財務審計
委員會每年都應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對其活動開展獨
立的財務審計。向委員會提供諮詢服務的事務所不得
提供審計服務。審計結果應提交給州審計長，由其審
核審計結果，並提交一份有關該審核的年度公開報告。
(j) 對行政管理費用之限制
本法案所產生的年度收入中，用於本法案一般行政
支出的費用不得超過 2%。州審計長將向委員會及其
審計員提供報告，列明可用於一般行政管理的金額。
年度審計應包括審核委員會、基金和州稅務平準委員
會的一般行政管理費用。
30130.55 處罰
(a) 委員會的每一位管理人員或僱員，以及其他負
責收取、保管、轉賬或支付本法案所界定之信託基金
的任何其他人士，如果出現如下行為，可能會被判處
在州監獄服刑兩年、三年或四年，並不得再擔任本州
的任何職位：
(1) 未經法律授權，將所述資金或其中的任何一部
份挪為己用或讓其他人使用。
(2) 將所述資金或其中的任何一部份用於放貸以謀
求利益，或將其用作任何未經法律授權的目的。
(3) 在知情的情況下保留任何虛假賬目，或輸入任
何虛假條目或塗掉任何與所述資金有關的賬目。
(4) 出於欺詐目的而修改、篡改、隱藏、破壞或刪
除任何賬目。

提案29，續

(5) 在收到主管當局出具的匯票、付款令或付款憑
單時故意拒絕或不按要求支付其所管理的公共資金。
(6) 在法律要求轉賬時故意忽略。
(7) 故意忽略或拒絕向經法律授權且有權收取相關
資金的官員或人士支付依法由其收取並支付的款項。
(b) 如同本法案所述，本節所述之「公共資金」包
括信託基金所產生的收益，以及委員會授權提供的此
類信託基金的貸款或撥款所產生的收益。
30130.56  法令引述
本法案引述的所有法令均以2009年12月31日起存在
的爲準；除非另有說明。
第4節

可分割性

如果本法案的條款或其中的任何一部份，因故被裁
定無效或違反憲法，則其餘條款不受影響，且應繼續
完全有效；為此，本法案的條款具有可分性。
第5節

相衝突議案

(a) 根據民意，若本議案和其他有關煙草稅的議案
出現在同一次全州選舉選票上，則其他議案的條款不
得被視為與本議案條款衝突；而且，若獲得選民批
准，則無論選民是否以多數贊同票通過其他與煙草稅
有關的議案，本議案均生效。
(b) 若選民批准本議案，但亦於同一次選舉中批准
其他與本議案相衝突的選票議案，並以該議案中的法
律取代本議案，而且該相衝突議案後來被裁定為無
效，則本議案應自動執行，並具備全部法律效力。
第6節

修正

(a) 本法案祇能由選民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
10節(c)項之規定修訂；除非下文有規定。
(b) 無論(a)項如何規定，從本法案生效之日起15年
後，委員會可在多數委員投票贊成的前提下，向州立
法院建議變更委員會的結構和運營方式。若兩院採用
記錄在案的方式投票通過相關法令，則州立法院可以
修訂歲入與稅務法典第30130.54節之規定，以進一步
擴大本法案的用途；但必須有三分之二的委員投贊同
票，而且與委員會的建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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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號字體印刷版及錄音版選民指南
州務卿向視力受損者提供官方選民資訊指南的大字版及錄音
版，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印度文、日文、高棉文、韓
文、他加祿文、泰文及越南文等版本。
如要訂購官方選民資訊指南的大字版或錄音磁帶，請瀏覽
www.so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vig_altformats.htm或致電州務卿免費
選民熱線，電話號碼：(800)339-2857。
如要下載官方選民資訊指南的MP3錄音，請瀏覽
www.voterguide.sos.ca.gov/audio。

選民登記
您有責任更新自己的選民登記資訊。如果您更改了您的家庭地址、通信地址、名字
或想要更改或選擇政黨歸屬，則您應更新選民登記資訊。如果您在2012年5月21日之
後搬到新地址，那麼您可以在原先的投票站投票。
選舉登記簡單且免費。登記表可在網上及大多數郵局、圖書館、市及縣政府辦公室
以及California州務卿辦公室獲取。用網上表格辦理選舉登記更是簡便，請瀏覽
www.sos.ca.gov/elections
要辦理選舉登記，您必須是美國公民；California州居民；在選舉日至少年滿18歲；未
曾在監獄或縣監獄關押（在州監獄服刑或在縣監獄因低等輕罪而服刑一年以上），
或處於假釋期，或釋放後接受社區監督，或判刑後因輕罪而緩刑；且未被法院裁定
為心智上無行為能力。

州及聯邦關於選民身份之要求
在大多數情況下，California州選民投票前不必出示身份證件。如果您透過郵寄辦理選
民登記後首次投票，且未在登記卡上提供您的駕照號碼、California州身份號碼或社
會安全號碼的最後四位數，則您到投票站時，可能需要出示某種形式的身份證件。
務必隨身攜帶身份證件去投票站，或在郵寄選票中附上身份證件的副本。認可的身
份證件有30多種，下面列舉其中數種。您可以瀏覽州務卿網站，並查閱「幫助美國
人投票法(HAVA)身份標準」，網址是：www.so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regs.htm。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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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照或州政府頒發的身份證
護照
僱員身份卡
信用卡或借記卡

•
•
•
•

軍人證
學生證
健康俱樂部證件
保險計畫身份卡

選民權利法案
1. 如果您是符合資格的登記選民，則您有權
參加投票。
符合資格的登記選民係指美國公民，並須
符合以下條件：居住在本州，至少年滿
18 歲，未因犯有重罪而被監押或處於假
釋期，並已登記在其目前居住地址參加投
票。
2. 如果您的名字未列入選民名冊，則您有權
使用臨時選票投票。
3. 若您在投票站關閉之前到達投票站並在排
隊等候投票，則您有權投票。
4. 您有權使您的投票內容得到保密，並在投
票時不受任何威脅。
5. 在投出選票之前，若您認為您的選票有誤，
則您有權重新領取一張選票。
在最終投出選票之前，若您感到您的投票內
容有誤，則您有權用污損的選票換領一張新
的選票。在選舉日投票站關閉之前，如果郵
寄投票選民將污損的選票退回給選務官，則
他們也可請求並獲得一張新的選票。

6. 若您無法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投票，則您
有權在投出選票時獲得協助。
7. 您有權將填妥的郵寄選票交還給縣內任何
一個選區。
8. 如果您所屬選區內的居民人數達到提供其
他文本選舉資料的標準，則您有權獲得該
文本的選舉資料。
9. 您有權提出相關選舉規程的問題，並觀察
選舉程序。
您有權向選務會及選務官提出相關選舉規
程的問題並獲得答覆，或者請求轉呈有關
的官員，以獲得答覆。然而，如果持續提
問會中斷選務會或選務官履行其職責，選
務會或選務官可能會停止回答問題。
10. 您有權向當地的選務官或州務卿辦公廳舉
報任何非法或欺詐活動。

如果您認為您的上述任何權利被剝奪，
或者您知曉任何選舉欺詐行為或不軌行為，
請透過州務卿辦公廳的保密免費熱線電話舉報；該熱線電話號碼是(800) 339-2857。
選務官員將使用您在選民登記宣誓書上提供的資訊向您寄送關於投票的官方資料，例如您的投票站地
點以及將出現在選票上的議題及候選人等。法律嚴禁將選民登記資訊用於商業目的，而且此類行為構
成行為不端罪。選民登記資訊可經州務卿酌情決定後提供給以下人員或機構：競選某一公職的候選
人、選票議案委員會，或因選舉、學術、新聞、政治或政府事務之目的而需要此類資訊的其他人員。
不得因上述目的而透露駕駛執照及社會安全號碼或者您在選民登記卡上的簽名。如果您對選民登記資
訊之使用有任何疑問，或者希望舉報對此類資訊之濫用行為，請致電州務卿辦公處的選民熱線電話；
該熱線電話號碼是(800) 339-2857。
某些會面臨生命威脅的選民有資格申請機密選民登記身份。若需詳細資訊，請與州務卿辦公處的
Safe At Home資訊保密計畫聯絡，電話號碼是(877) 322-5227；或者瀏覽州務卿辦公處的網站，網址是
www.sos.ca.gov。

選民權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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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oterguide.sos.ca.gov
若需額外索取以下任何文本的選民資訊指南
冊，請聯絡您本縣的選舉處，或者致電：

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切記參加投票！

English
Español/Spanish
/Chinese
/Hindi
/Japanese
/Khmer
/Korean
Tagalog
/Thai
/Vietnamese
TDD

2012年6月5日週二
投票站開放時間為早上7:00點至晚上8:00點
2012年5月21日週一
登記投票的截止日期

(800) 345-VOTE (8683)
(800) 232-VOTA (8682)
(800) 339-2857
(888) 345-2692
(800) 339-2865
(888) 345-4917
(866) 575-1558
(800) 339-2957
(855) 345-3933
(800) 339-8163
(800) 833-8683

為了降低選舉費用，州府僅向每一選民
戶寄送一份指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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