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確無誤證明

本人，Alex Padilla，California 州務卿，特此證明此指南包含的議案會在 

2018 年 11 月 6 日全州舉行大選時遞交給 California 選民，並且此指南
依據法律條文進行了正確的編制。我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在 California 

Sacramento 親筆簽名並加蓋 California 州徽大印。

Alex Padilla，州務卿

California 州
大選
2018 年 11 月 6 日
週二
在選舉日，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7 時到下午 8 時！

擬議法律正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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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認為您的上述的任何權利遭到了拒絕，
請撥打州務卿的保密免費選民熱線，電話是(800) 339-2857。

選民權利

法案
您有以下權利：

1 
如果您是已登記選民，您就有投票權。如果
您滿足以下條件，則有資格投票：

• 居住在 California 的美國公民
• 年滿 18 歲
• 在您現在居住的地方進行了選民登記
• 現在沒有因為犯重罪而在州或者聯邦監
獄服刑或者在假釋期間

• 現在沒有被法庭判定為精神上沒有能力
投票

2 
即使您的名字沒有在名單上，如果您是已登
記選民，您也有投票權。您可以使用一張臨
時選票進行投票。如果選務人員確定您有資
格投票，您的投票將會被記入。

3 
如果您排隊等待投票但是投票站已經關閉
了，您有權利投票。

4 
您有權利進行保密投票，不會有任何人打擾
您或告訴您如何投票。

5 
如果您填寫選票時出錯，如果您未投出選
票，您則有權得到一張新的選票。您可以：

向投票站的選務人員要一張新的選票，
在選舉辦公室或者是您的投票站將您的
郵寄選票換成一張新的選票，或者可以
用臨時選票進行投票。

6 
從您選擇的任何人（您的雇主和工會代表除
外）處得到幫助，幫您投下您的選票。

7 
在 California 任何投票站投下您已經填妥的
郵寄選票的權利。

8 
如果在您的投票選區有足夠多的人說除英語
之外的其他語言，您有權要求獲得該語種的
選舉材料。

9 
您有權向選務人員詢問有關選舉流程的問題
並且觀看選舉過程。如果您問問題的人無法
回答您的問題，他們必須幫您找到能夠回答
此問題的人。如果您引起混亂，他們可以停
止回答您的問題。

10 
您有權向選務人員或者州務卿舉報任何違法
或欺詐的選舉行為。
 網址www.sos.ca.gov

✆ 電話(800) 339-2857

 電子郵件地址elections@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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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4.  本部分僅在2018年11月6日全州大
選時經選民通過後方可生效。

第2章. AFFORDABLE HOUSING BOND ACT TRUST 

FUND OF 2018 AND PROGRAM 

2018年經濟適用房債券法案 
信託基金和計劃

54006.  特此在州財政部建立2018年經濟
適用房債券法案信託基金。立法院意在將債
券(除根據第54026節發行的調換債券外)的收
益存入基金中並將之用於資助本章中描述的
住房相關計劃。為了本章所指定的目的，根
據本部分發行和出售的債券收益應以下述方
式分配：

(a) 拾伍億美元 ($1,500,000,000) 將存入根
據第50661節建立的住房重建貸款基金。該
基金內的資金應當用於根據第2部分第6.7章
（從第50675節開始）授權的多戶住房計
劃，將用於援助收入在地區收入中位數 (area 

median income, AMI)百分之60以下的人群新
建、修復和維護永久性和過渡性租賃住房。
這些基金也可用於根據第54007節提供技術
援助。

(b) 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 將存
入根據第53561節建立的公共交通導向發展
實踐基金，經立法院撥款後，作為根據由第
13部分（從第53560節開始）授權的公共
交通導向發展實踐計劃的支出，為各市、
郡、市及郡、公共交通機構以及開發商提供
地方協助，以發展或促進公共交通站點附近
較高密度的用途，從而提高公共交通乘客流
量。這些基金也可以用於該計劃中任何經授
權的用途和州激勵計劃，包括部門內的貸款
和撥款。於2028年11月6日之前未根據本
項規定用途劃撥的基金應交回，以供經第2

部分第6.7章（從第50675節開始）授權的
多戶住房計劃的一般用途使用，除非住房與

1 議
由2017-2018年參議院定期會議的3號法案
(2017年法令，第365章)擬議的法律條文已
經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XVI卷的規定遞呈給
民眾。

這一擬議法律在Health and Safety Code《健
康與安全法規》和Military and Veterans Code 

《軍人與退伍軍人法規》中增加了小節；因
此，擬議增加的新法規用斜體印刷，以示它
們是新增的法規。

擬議法律
第3節. 在此將第16部分（從第54000節開
始）加入《健康與安全法規》第31篇之中，
內容如下：

第16部分.  VETERAN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BOND ACT OF 2018 

2018年退伍軍人和經濟適用房債券法案

第1章. 總則

54000.  此部分連同《軍人與退伍軍人法
規》第4篇第6章第5z卷（從第998.600節開
始）應被大家以「2018年退伍軍人和經濟適
用房債券法案」的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54002.  下面的術語用在此部分中使用時含
義如下：

(a)「管理委員會」對於由住房與社區發展部
管理的計劃而言，是指該部門；對於由
California住房融資機構管理的計劃而言，是
指該機構。

(b)「委員會」是指根據第53524節成立且根
據第53548和54014節存續的住房財務委
員會。

(c)「基金」是指根據第54006節建立的2018
年經濟適用房債券法案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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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根據第50517.5節建立，用於向地方公共
團體、非營利組織、有限責任公司及有限合
夥企業提供撥款或貸款或兩者兼有，為農場
員工及其家庭建造或修復房屋，或者購買活
動房屋作為計劃的一部分以解決和補救農場
工人從現有勞動場所、移動房屋公園或其他
住房遷出對其所造成的當前及潛在影響。這
些資金也可以用於該計劃中任何經授權的用
途。這些基金也可用於根據第54007節提供
技術援助。於2028年11月6日之前未根據本
項規定用途劃撥的基金應交回，以供經第2部
分第6.7章（從第50675節開始）授權的多戶
住房計劃的一般用途使用，除非住房與社區
發展部決定由於需求下降，否則該基金應提
早交回。

(f) 三億美元($300,000,000)將存入根據第
53545節第 (a) 項第 (1) 段第 (F) 分段建立的
經濟適用房創新基金。該基金內的資金經立
法院撥款後，根據第50842.2節建立的地方
住房信託基金匹配撥款計劃，應當作為給予
地方住房信託基金的競爭性撥款或貸款，用
於開發、擁有、出租或投資經濟適用房和用
於制定試點計劃以示範建造或保護經濟適用
房的創新且節約成本的方法。地方住房信託
基金應當持續從私人捐助或未受住房計劃用
途限制的政府來源獲得資金。這些資金也可
以用於該計劃中任何經授權的用途。於2028
年11月6日之前未根據本項規定用途劃撥的
基金應交回，以供經第2部分第6.7章（從第
50675節開始）授權的多戶住房計劃的一般
用途使用，除非住房與社區發展部決定由於
需求下降，否則該基金應提早交回。

(g) 三億美元($300,000,000)將存入根據第
50697.1節建立的自助住房基金。基金內的
資金應當供由第2部分第6章（從第50650節
開始）授權的CalHome計劃用於提供直接的
可免除貸款，以支持涉及多戶所有權單位（包

社區發展部決定由於需求下降，否則該基金
應提早交回。

(c) 三億美元 ($300,000,000) 將存入特此在
本基金內建立的區域規劃、住房和內填房屋
激勵帳戶。該帳戶內的資金經立法院撥款
後，根據第53545.13節建立的2007年內填
房屋激勵撥款計劃，應當作為內填房屋撥款
以協助建造和修復基礎設施，用於支持在被
指定為內填房屋位置的高密度經濟適用房和
混合收入住房，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 為促進內填房屋發展，建造、開發或修
複公園。

(2) 與內填房屋發展相關的供水、污水或其
他公共基礎設施成本。

(3) 與內填房屋發展項目相關的交通運輸改
善措施。

(4) 緩解交通壓力。

這些資金也可以用於該計劃中任何經授權的
用途。於2028年11月6日之前未根據本項規
定用途劃撥的基金應交回，以供經第2部分
第6.7章（從第50675節開始）授權的多戶
住房計劃的一般用途使用，除非住房與社區
發展部決定由於需求下降，否則該基金應提
早交回。

(d) 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 將被轉
入根據第50697.1節建立的自助住房基金。
無論Government Code《政府法典》第13340
節和第50697.1節如何規定，這些基金現將
不論財政年度而不斷撥給住房與社區發展
部，並由該部門轉移給California住房融資機
構，以用於根據第3部分第6 . 8章（從第
51341節開始）建立的房屋購買援助計劃之
目的。

( e )   三億美元 ( $ 300 , 000 , 000 )將存入
Joe Serna, Jr. 農場工人住房補助基金，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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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資格的市」是指居民人口在150,000 
或以下位於郡內的城市。

(2)「合資格的郡」是指居民人口在150,000
或以下的郡。

(3)「技術援助」是指與經濟適用房項目相關
的工程援助及環境評審，以及與制定撥款提
議相關的行政成本報銷。

54008.  (a) 出於改善計劃的效率和成效或
促進計劃目標之目的，立法院可以不時修訂
與根據本章將要或已經劃撥資金的計劃所相
關的任何法律。

(b) 立法院可以對本章進行必要修訂，在根據
本章劃撥資金的計劃之間重新分配根據本部
分發行及銷售的債券的收益，以便有效促進
本州經濟適用房的發展。

54009.  在分配財務支援時，由債券收益資
助的計劃應當優先考慮就Labor Code《勞工
法規》第2篇第7部分第1章（從第1720節開
始）而言的「公共工程」以及至少按照由工
業關係部長決定的普遍現行每日工資水平以
支付建築工人工資的其他工程。

第3章. 財政規定

54010.  現授權發行和出售總額為三十億美
元  ($3,000,000,000)  的債券（不包括根據
第54026節發行的調換債券）或經委員會決
定的必要金額的債券，以提供用於實施本部
分所傳達的目的的資金，並根據《政府法
典》第16724.5節償還普通責任債券開支周
轉基金。於此處授權的所有債券在根據此處
規定正式發行、出售和交付時，應當成為且
構成一項有約束力的州有效債務，並且特此
以本州的全部誠信及信用擔保在這些債券的
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會準時支付本金和
利息。

括單戶住房在內）的自助抵押貸款協助計劃
和活動房屋的開發項目。這些資金也可以用
於該計劃中任何經授權的用途。存入自助住
房基金內的至少三千萬美元($30,000,000) 
資金應當用於提供撥款或可免除貸款，以援
助活動或移動房屋社區內現有移動房屋的修
復或替換或兩者兼有。這些基金也可用於根
據第54007節提供技術協助。於2028年11月
6日之前未根據本項規定用途劃撥的基金應交
回，以供經第2部分第6.7章（從第50675節
開始）授權的多戶住房計劃的一般用途使
用，除非住房與社區發展部決定由於需求下
降，否則該基金應提早交回。

54007.  (a)  (1) 無論本部分的其他規定如
何，住房與社區發展部可以向合資格的郡、
市，或合資格的郡、市內的經濟適用房開發
商提供技術援助，以推動下列根據本部分資
助的計劃為目標群體所建設的住房：

(A)  The 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多戶住
房計劃（第2部分第6.7章（從第50675節
開始））。

(B)  Joe Serna, Jr. Farmworker Housing Grant 

Program（Joe  Serna,  Jr. 農場工人住房補助
計劃）（第2部分第3.2章（從第50515.2節
開始））。

(C)  CalHome Program（CalHome計劃）（第
2部分第6章（從第50650節開始））。

(2) 根據本節規定的技術援助應當使用根據
第54006節劃撥的債券收益，提供給接收技
術援助的計劃。

(3) 住房與社區發展部根據本節規定提供的
技術援助總額不得超過三十六萬美元
($360,000)，合資格的郡或市每年接收的技
術援助不得超過三萬美元 ($30,000)。

(b) 就本節而言，下列定義應當適用：

擬議法律正文 第1號提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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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員都有責任執行為收繳此額外款項所要
求的每一項行動。

54020.  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如何
規定，就本部分而言，特此從州財政部的一
般基金劃撥等同於下列各項總和的金額:

(a) 在基於根據本部分規定所發行且出售的債
券的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每年用於償還
此本金和利息所需的金額。

(b) 執行第54024節的規定所需的款項，撥
款時不考慮財政年度。

54022.  出於本部分之目的，管理委員會根
據《政府法典》第16312條的規定請求共同
儲備金投資委員會從共同儲備金投資帳戶中
發放貸款。所請求的金額不得超過委員會依
決議出於本部分目的而授權出售但尚未出售
的債券金額，其中不包括根據第54026節所
授權的調換債券，減去任何根據本節尚未償
付的貸款金額以及根據第54024節從一般基
金中取出且尚未退還給一般基金的金額。管
理委員會必須執行共同儲備金投資委員會所
要求的任何文件以獲取及償還此貸款。任何
借貸的款項應存入該基金中，按照本部分的
要求進行劃撥。

54024.  出於執行本部分的目的，財務主管
可以依行政命令授權從一般基金中取出一項
或多項款項，這些款項不得超過委員會依決
議出於執行本部分目的而授權出售但未出售
的基金數額，其中不包括根據第54026節所
授權的調換債券，減去任何根據第54022節
借貸但尚未償付的款項及根據本節從一般基
金中取出且尚未退還一般基金的款項。任何
取出的款項應存入該基金中，以按照本部分
的要求進行劃撥。任何依據本節規定可用的
資金應當連同按在共同儲備金投資帳戶中的
利率所獲利息、本應存入該基金中的債券銷
售所得一併退還至一般基金。

54012.  必須按照State General Obligation 
Bond Law《州普通責任債券法》（《政府法
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第16720
節開始））的規定（除了《政府法典》第
16727節第 (a) 和 (b) 項）、該法律不時修訂
的適用於本債券及本部分的所有規定（除第
54028節另有規定外），以及於此被納入本
部分而當作在本部分中完整列明的規定來準
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和贖回本部分
授權的債券。

54014.  (a) 委員會存續的唯一目的是，根
據《州普通責任債券法》的規定授權發行和
銷售獲本部分授權的債券。就本部分而言，
住房財務委員會即是指在《州普通責任債券
法》中使用的術語「委員會」。

(b) 住房與社區發展部可以採取方針，制定對
其財政資助計劃的管理要求。該方針不應構
成規則、規定、法令或一般應用標準，並且
不受限於《政府法典》第2編第3篇第1部分
第3.5章（從第11340節開始）的規定。

(c) 就《州普通責任債券法》而言，住房與社
區發展部被指定為由該部門管理的計劃的
「管理委員會」，California住房融資機構是
由該機構管理的計劃的「管理委員會」。

54016.  管理委員會提出請求，表明出於本
部分之目的而需要資金時，委員會應當決定
是否是必須或適宜發行債券，以及如果發行
債券，還應決定發行和出售的債券額。可能
會授權依次發行與出售債券以逐步實行這些
行動，並且不必一次性出售所有債券。債券
可能產生利息且該利息須依照聯邦所得稅
規定。

54018.  除了本州的普通稅收，每年應當按
照同收繳其他本州稅收一樣的時間與方式收
繳足以償還本債券每年的本金和利息所需金
額的款項。所有依據法律負責收繳本州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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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在此將第5z條（從第998.600節開
始）加入《軍人與退伍軍人法規》第4篇第6

章之中，內容如下：

第5z條. 2018年退伍軍人和經濟適用房
債券法案

998.600.  本條連同《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31篇第16部分（從第54000節開始）應被大
家以「2018年退伍軍人和經濟適用房債券法
案」的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998.601.  (a) 除非此處另有規定，應當採
納不時修訂的《州普通責任債券法》（《政
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從第
16720節開始）），用於發行、出售、償還
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供根據本條和被納入本條
而當做在本條中完整列明的法律的規定而授
權發行的債券。本條中所有提及「此處」時
均是指本條及該法律。

(b) 就《州普通責任債券法》而言，指定退伍
軍人事務部作為管理委員會。

998.602.   下面的術語用在此處時含義
如下：

(a)「管理委員會」是指退伍軍人事務部。

(b)「債券」是指根據本條採用《州普通責任
債券法》的規定後發行的退伍軍人債券，是
一種州普通責任債券。

(c)「債券法案」是指授權發行州普通責任
債券且引用《州普通責任債券法》的本條
內容。

(d)「委員會」是指根據第991節的規定建立
的1943年退伍軍人財務委員會。

(e)「基金」是指根據第988節的規定建立的
1943年退伍軍人農場和房屋建造基金。

(f)「付款基金」是指根據第988.6節的規定建
立的退伍軍人債券付款基金。

54026.  債券可以依照《政府法典》第2編
第4篇第3部分第4章第6條（從第16780節開
始）的規定償還。選民批准本法案應當被視
為批准任何為了償還根據本部分規定發行的
債券而發行的調換債券，包括任何先前已發
行的調換債券。根據本節授權且已使用調換
債券收入償還的債券，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
圍內，按照授權該已償還的債券並且根據不
時進行修訂的決議中規定的方式和範圍進行
作廢處理。

54028.  無論《州普通責任債券法》如何規
定，根據本部分授權的任何債券的到期日不
得晚於自該債券發行日期後35年。各系列債
券的到期日應當從其各自的發行日期算起。

54030.  立法院於此認可並聲明，由於根據
本部分授權出售的債券收入不構成California
州憲法第XIII B卷所用術語「稅收收入」，
因而這些收入的支付不受制於該卷所規定的
限制。

54032.  無論《州普通責任債券法》關於根
據本部分授權出售且受限於《政府法典》第2
編第4篇第2部分第3章第4條（從第16470節
開始）的投資規定的債券收入如何規定，財
政部長可以設立獨立帳戶用於投資收益，可
以要求這些收益支付必須符合依據聯邦法律
適用的任何回扣要求，並且可以採取其他方
式指示這些收入的使用和投資，以維持這些
免稅債券的免稅狀態及代表本州基金獲取其
他符合聯邦法律要求的優惠。

54034.  由根據本部分規定出售的債券的溢
價和應計利息產生的所有資金應當以債券
利息支出抵付款的形式轉賬至一般基金；
但條件是向一般基金的任何轉賬前，來源於
溢價的金額可以被留存並用以支付債券發行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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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期應付的本金（無論到期應付、贖回或
加速償付）、溢價（如有）或利息。然而，
對於應當使用任何調換債券收益支付的還本
付息情況，本項不適用。

998.605.  出於本條的目的，現從一般基金
中撥出金額等於以下兩項總和的款項：

(a) 在基於根據此處規定所發行且出售的債券
的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每年用於償還此
本金和利息所需的金額。

(b) 執行第998.606節的規定所需的款項，撥
款時不考慮財政年度。

998.606.  出於本條的目的，財務主管可以
依行政命令授權從一般基金中取出一項款
項，其不得超過委員會根據本條規定而授權
出售但未出售的債券數額。取出的任何款項
應存入基金中。任何依據本節規定供管理委
員會使用的資金應當連同按在共同儲備金投
資帳戶中的利率所獲利息、為執行本條目的
而銷售的債券所得一併由管理委員會退還至
一般基金。

998.607.  出於執行本條內容之目的，管理
委員會可根據《政府法典》第16312節的規
定請求共同儲備金投資委員會從共同儲備金
投資帳戶中發放貸款。所請求的金額不得超
過委員會依決議出於執行本條目的而授權出
售但尚未出售的債券金額。管理委員會必須
執行共同儲備金投資委員會所要求的任何文
件以獲取及償還此貸款。任何借貸的款項應
存入該基金中，由管理委員會按照本條的要
求進行劃撥。

998.608.  經管理委員會請求且提供一份經
州長批准的規劃和項目聲明，委員會應當決
定是否發行本條所授權的債券，從而執行管
理委員會的規劃和項目，以及如果發行債
券，還應決定發行和出售的債券額。可能會
授權依次發行與出售債券以逐步執行這些規

998.603.  出於按照Veterans’ Farm and 
Home  Purchase  Act  of  1974《1974年退伍
軍人農場和房屋購買法案》（第3.1條（從第
987.50節開始））及其所有修正法案和補充
法案的規定建立基金為退伍軍人提供農場和
房屋資助之目的，委員會可以按照此處規定
的方式形成California州的債務或負債，總額
不得超過十億美元($1,000,000,000)，調
換債券除外。

998.604.  (a) 由本卷授權的所有債券在根據
此處規定正式出售和交付時，應當成為且構
成一項有法律約束力的California州有效普
通債務，並且特此以California州的全部誠
信及信用擔保會準時支付這些債券的本金和
利息。

(b) 除了本州的普通稅收，每年應當按照同收
繳其他本州稅收一樣的時間與方式收繳相當
於每年償還此處規定的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所
需金額的款項。所有依據法律負責收繳本州
稅收的官員都有責任收繳此額外款項。

(c) 根據《政府法典》第16676節的規定，在
每個財政年度匯付基金用於債券還本付息之
日，這些基金必須轉賬至付款基金，付款基
金內所有資金用於還本付息，但不超過屆時
到期應付的本金和利息償還金額。若匯款之
日轉入的資金少於屆時到期應付的本金和利
息償還金額，一旦該基金內有可用資金，必
須將剩餘的未繳金額及其利息（從匯款之日
至償付之日按照債券相同的利率，以每半年
複利的形式計算）一併轉賬至一般基金。無
論有無與此相反的其他規定，本項應當適用
於所有根據本章規定的退伍軍人農場和房屋
購買債券法案。本項不授予根據本條規定發
行的任何債券之持有者對於基金、付款基金
或其中資金的任何留置權。就本項而言，
「還本付息」是指對於任何債券系列，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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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613.  無論債券法案的其他規則如何規
定，如果財務長根據本條規定出售的債券包
含債券顧問意見書，其大意為這些債券的利
息在可能指定的任何條件下將不計入出於繳
付聯邦所得稅目的的總收入中，那麼財務長
可設立獨立帳戶用於債券收入投資以及基於
這些債券收入的投資收益，並且可以用這些
收入或收益來支付任何依據聯邦法律的回扣
優惠、罰款或其他款項，或在依照聯邦法律
為必須或允許的情況下，採取任何其他行動
來投資和使用債券收入，以維持這些債券的
免稅狀態或者代表本州基金獲取其他符合聯
邦法律要求的優惠。

998.614.  立法院於此認可並聲明，由於根
據本條授權出售的債券收入不構成California
州憲法第XIII  B卷所用術語「稅收收入」，因
而這些收入的支付不受制於第XIII  B卷所規定
的限制。

2 議
由2017-2018年眾議院定期會議的第1827號
法案（2018年法令，第41章）擬議的法律條
文已經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10節的
規定遞呈給民眾。

這一擬議法律對Welfare and Institutions Code 

《福利與機構法規》進行了修訂並增加了小
節；因此，擬議刪除的條段用刪除線印刷，
待增加的新法規用斜體印刷，以示它們是新
增的法規。

擬議法律
第1節. 選民於此認可並聲明，住房是穩定
精神疾病的和復完的關鍵因素並且可以改善
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效果。因此，必須對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ct《精神衛生服務
法》進行修訂，該法案是於2004年11月2日
全州大選中作為第63號提議由選民通過的動

劃和項目，並且任何時候都不必一次性發行
或出售所有債券。

998.609.  (a) 只要本條所授權的任何債券
未清償，退伍軍人事務部長應當於每個財政
年度結束之時要求一位獨立且公認的公共會
計師調查農場和房屋購買部門的財務狀況並
預測該部門的運作狀況。該公共會計師應當
將所有調查和預測結果以書面形式報告退伍
軍人事務部長、California退伍軍人委員會、
參議院及議會中處理退伍軍人事務的相關政
策委員會，以及委員會。

(b) 農場和房屋購買部門應當使用該部門存在
財務長處的可用資金報銷公共會計師提供這
些服務的費用。

998.610.  (a) 委員會可以授權財務長在財
務長規定的時間出售本條所授權的全部或部
分債券。

(b) 每當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有效出售債券時，
委員會可以授權財務長以低於其票面價值的
價格出售任何發行的債券，無論《政府法
典》第16754節如何規定。但是，債券的折
扣不得超過其票面價值的百分之3。

998.611.  應當從如此處規定的債券出售而
獲得的首筆資金中取出相當於執行本節所規
定目的的所有開支的金額，再存入根據《政
府法典》第16724.5節建立的普通責任債券
開支周轉資金中，且每當進行額外債券銷售
時，此款項也可以用於相同的目的且按照相
同的方式償還。

998.612.  根據本條所發行和出售的任何債
券可以依照《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
分第4章第6條（從第16780節開始）的規定
償還。選民批准發行本條所規定的債券即包
括批准發行用於償還最初發行的債券或任何
先前發行的調換債券的債券。



2

10 | 擬議法律正文

擬議法律正文 第2號提議（續）

(b) 該部門可以執行以下全部行動：

(1) 與該管理機構簽署一項或多項一年或多
年合同：關於根據第5849.7、5849.8及
5849.9節規定提供針對目標人口人口的永久
性支持住房相關的服務，且接收的付款應來
源於根據第5890節第(f)項第(1)段規定建立的
支持住房計劃子帳戶內所存的資金。該部門
根據本段所授權的任何服務合同收到的付
款，在進行任何其他劃撥或分配之前，應當
用於償還根據《政府法典》第15463節從該
管理機構得到的貸款。

(2 )  與該管理機構簽署一項或多項借貸協
議，以此作為償還該管理機構根據《政府法
典》第15463節的規定發行的收入債券的保
證。該部門應當將這些貸款資金（不含任何
用於贖回、償還或收回債券的再融資貸款）
存入該基金內。該部門在這些借貸協議下的
支付義務應當指僅使用根據服務合同從該管
理機構收到的金額進行支付的有限義務。

(3) 該部門可以將其接受根據第(1)段簽署的
服務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付款的權利直接抵押
並轉讓給該管理機構或其債券受託人，以支
付第(2)段所授權的任何借貸協議下的本金、
溢價（如有）和利息。

(c) 立法院於此認可並聲明以下兩項內容：

(1) 對於根據第(a)項第(2)段和第(b)項第(1) 

段所授權的合同提供的服務，該管理機構向
該部門支付的對價是公平、合理且符合公眾
利益的。

(2) 服務合同、該管理機構根據第(a)項第(2) 

段和第(b)項第(1)段所授權的服務合同而向該
部分支付的費用、借貸協議以及該部門根據
第(b)項第(2)段所授權的借貸協議而向該管理
機構的貸款償還不應成為或構成本州或任何
政治分部。分部的負債或債務，或誠信及信

議案。修訂內容為從精神衛生服務基金中提
供資金作為無家可歸計劃的經費。該計劃是
根據《福利與機構法規》第5篇第3.9部分（從
第5849.1節開始）的規定建立，提供資金為
無家可歸或有長期無家可歸風險且患有嚴重
精神疾病的個人購買、設計、建造、修復或
保留永久性支持住房。

第2節. 第1節、本節和第3至7節應當被大家
以No Place Like Home Act of 2018「2018

年無家可歸法案」的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第3節 .  在此對《福利與機構法規》第
5849.35節進行修訂，內容如下：

5849.35. (a) 該管理機構可以執行以下全
部行動：

(1) 與委員會和州衛生健保服務部商議無家
可歸計劃的實施事宜，包括審查根據第
5849.11節的規定由該部門向該管理機構提
供的年度報告。

(2) 與該部門簽署一項或多項一年或多年合
同。合同規定，由該部門根據第5849.7、
5849.8及5849.9節規定提供與針對目標人口
人口的永久性支持住房相關的服務，且該管
理機構為此應向該部門付費。此外，合同規
定，付給該部分的款項應來源於根據第5890
節第(f)項第(1)段規定在精神衛生服務基金內
建立的支持住房計劃子帳戶內所存的資金。
在根據本段規定簽署任何合同之前，該管理
機構的執行主管應當將基本上最終擬定的合
同副本發送給該委員會。除非該委員會在10

天內不批准該合同，否則該委員會應被視為
批准該合同。

(3) 於每年6月15日和12月15日或之前，該
管理機構應向主記官證明該管理機構按照第
5890節的規定，在之後的六個月期間需要向
該部門支付依據第(2)段簽署的任何服務合同
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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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用於本部分目的之任何其他聯邦或州撥
款，或任何私人捐贈或贈予。

(3)

(4) 任何利息付款、貸款還款，或其他基金
收益。

第5節. 在此將第5849.15節加入《福利與
機構法規》之中，內容如下：

5849.15.  選民正式批准以下所有規定，因
為這些規定符合且促成選民於2004年11月2
日全州大選中通過的第63號提議，並且批准
在California州憲法第XVI卷第1節中的以下所
有規定：

(a)  2016年法規第43章，其對第5830、
5845、5847、5848、5897和5899節進行
了修訂並增加本部分。

(b)  2016年法規第322章，其對《政府法
典》增加了第15463節，並且對本法規修訂
了第5849.1、5849.2、5849.3、5849.4、
5849.5、5849.7、5849.8、5849.9、
5849.11、5849.14、5890和5891節，增
加了第5849.35節，以及廢除並增加了第
5849.13節。

(c) 在2017年法規第561章中對第  (a) 和  (b) 
項中引用規定進行修訂的規定。

(d) 透過加入本節而對第5849.35、5849.4
和5890節進行的修訂。

(e)  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理局出於資助無
家可歸計劃的永久性支持住房和如《政府法
典》第15463節第(b)項規定的相關目的而發行
的金額不超過二十億美元 ($2,000,000,000) 

的債券、出於如《政府法典》第15463節第
(c)項規定的贖回、償還或收回債券的目的而
發行的債券，以及如在第 (a) 至 (d) 項中引用

用擔保，除非於2018年11月6日全州大選中
獲得選民批准。

(d) 本州於此與由該管理機構根據《政府法
典》第15463節發行的任何債券而不時變化
的持有者立約：只要這些債券未償還，本州
不會以任何不利於這些債券持有者利益的方
式修改、修訂或限制本節、第5890節第(f)項
第(1)段，或第5891節第(b)項的規定。該管
理機構可以將此約定列入相關於這些債券的
決議、契約或其他管理文件。

(e) 根據本節規定的協議不受限於且不需要符
合適用於這些協議履行的任何其他法律的要
求，包括但不限於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California環境質量法規》（Public 

Resources Code《公共資源法規》第13篇（從
第21000節開始））。

(f) Public Contract Code《公共合同法規》第
2篇第2部分第2章（從第10290節開始）不
適用於該管理機構和該部門之間根據本節規
定簽署的任何合同。

第4節 .  在此對《福利與機構法規》第
5849.4節進行修訂，內容如下：

5849.4. (a) 現在州財政部建立無家可歸計
劃基金，且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如
何規定，就本部分而言，該基金將不斷撥款
給該部門、該管理機構及財務長。可以按需
在基金內建立帳戶及子帳戶。存入該基金內
的資金最多有百分之5可以用作執行本部分的
管理費用。

(b) 以下款項應當存入該基金：

(1) 該部門從該管理機構根據《政府法典》
第15463節第(b)項發行的債券收到的任何貸
款資金。

(2) 從一般基金或其他基金劃撥或轉入該基
金的任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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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州衛生健保服務部應當得到所有適用的聯
邦Medicaid計劃的批准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聯
邦基金的可用性和參與兒童、成年人和老年
人獲得必要醫療護理的資格。

(e) 根據本篇第3部分（從第5800節開始）和
第4部分（從第5850節開始）規定的服務成
本分攤應當按照適用於其他公共資助的精神
衛生服務的統一支付能力確定方法確定，除
非該統一方法被另外的共付額確定方法取
代，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精神衛生服務適用
的新方法應當適用於根據本篇第3部分（從第
5800節開始）和第4部分（從第5850節開
始）規定的服務。

(f) (1)現在精神衛生服務基金內建立支持住
房計劃子帳戶。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

節如何規定，子帳戶內的所有資金將不論財
政年度保留並撥給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
理局以提供資金履行其根據第5849.35節規
定簽署的任何服務合同的財務義務。無論任
何其他法律（包括本節的任何其他規定）如
何規定，主記官在從該基金進行轉賬或支出
用於下個月的任何其他目的之前，應當在
每個月的最後一天之前從精神衛生服務基
金轉賬至支持住房計劃子帳戶，且該轉賬
金額應當按照第5849.35節第(a)項第(3)段
的規定經過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理局
證明，但每年的總額不得超過一億四千萬美
元 ($140,000,000)。如果在任何一個月，精
神衛生服務基金內的金額不足以全部轉賬至
子帳戶或子賬戶內的金額不足以全額支付經
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理局證明的金額，
該差額應當結轉至下個月。月，將由主記官
根據前一句的要求進行相應轉賬。根據《政
府法典》第16310節或16381節的規定，不
得將支持住房計劃子帳戶內的資金借給一般
基金。

的規定所闡述的這些債券的發行、擔保及償
還過程。

第6節. 在此對《福利與機構法規》第5890

節進行修訂，內容如下：

5890. (a) 現在州財政部建立Mental Health 

Services Fund精神衛生服務基金。該基金應
當由本州管理。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
如何規定，該基金內的所有資金，除第5892

節第(d)項之規定外，將不論財政年度而不斷
撥給以下計劃和如本篇其他規定所指定的其他
相關活動：

(1) 第3部分（從第5800節開始），Adult 

and Older Adult Mental Health System of Care 

Act成年人及老年人精神衛生保健系統法案。

( 2 )  第3 . 2部分（從第5 8 3 0節開始），
創新計劃。

( 3 )  第3 . 6部分（從第5 8 4 0節開始），
預防與早期干預計劃。

(4) 第3.9部分（從第5849.1節開始），No 

Place Like Home Program無家可歸計劃。

( 5 )  第4部分（從第5 8 5 0節開始），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ct兒童精
神衛生服務法案。

(b) 本基金的建立及其依據法案的其他任何規
定或其資助的計劃不得被解讀為修改衛生健
保服務計劃和殘障保單涵蓋精神衛生服務的
義務，包括根據Health and Safety Code《健
康與安全法規》第1374.72節和Insurance 

Code《保險法規》第10144.5節要求的與精
神衛生平權相關的服務。本法案不得被解讀
為修改衛生健保管理部的監督職責或保險部
關於執行這些計劃和保單的義務的職責。

(c) 本法案不得被解讀為修改或削弱州衛生健
保服務部現有的權利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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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遞交給民眾。

這一動議案在Fish and Game Code《垂釣和
狩獵法規》和Water Code《水利法規》中增
加了小節；因此，擬議增加的新規定用斜體
印刷，以示為新增的規定。

擬議法律
California州民眾通過以下法律：

第1節 在《水利法規》中增加第38篇（從第
86000節開始）具體內容是：

第38篇 2018年州供水基礎設施、輸水、
生態系統和流域的保護和恢復以及飲用水

保護法案 

第1章 簡稱

86000. 本篇應被大家以Water  Supply  and 
Water Quality Act of 2018《2018年供水和
水質法案》的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第2章 調查結果和聲明

86001. 民眾發現並聲明以下內容：

(a) 本州乾旱頻繁，因此本州的高科技、農業
和城市化經濟依賴於不間斷和高質量的供
水。透過提高用水效率、減少水需求、提供
新的多樣化供水、改善源流域的水質以及保
護關鍵的環境用水，本議案將確保California
的經濟和環境引擎不會因缺水而脫軌。

(b) California最近的歷史性乾旱引發了民眾
對目前供水的長期可靠性產生嚴重質疑。乾
旱突顯出我們需要提高現有供水的利用效
率，增加對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更有
效地對供水系統從上游用戶到最後用戶進行
整合。

(2) 在根據《政府法典》第15463節的規定
發行任何債券之前，立法院可以從精神衛生
服務基金撥出轉至支持住房計劃子帳戶，該
金 額 每 年 最 多 可 達 一 億 四 千 萬 美 元
($140,000,000)。對於任何根據本段規定撥
出供轉賬的且存入無家可歸計劃基金的金
額，應當從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理局可
以根據《政府法典》第15463節的規定發行
但未發行的債券數額中減去相應的金額。無
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如何規定，根據
本段規定轉入子帳戶的所有資金將不論財政
年度保留並不斷撥出轉至無家可歸計劃基
金，以用於第3.9部分（從第5849.1節開
始）的目的。在從該基金進行轉賬或支出用
於下個月的任何其他目的之前，但在從該基
金進行轉賬用於如第(1)段所述的目的之後，
主記官應當根據本段的規定將從精神衛生服
務基金撥出金額等於之後12個月（從立法院
撥款的生效日期後不遲於90天後算起）的資
金轉賬至子賬戶。如果在任何一個月，精神
衛生服務基金內的金額不足以全部轉賬至子
帳戶或子賬戶內的金額不足以全額支付根據
本段的規定撥出供轉賬的金額，該差額應當
結轉至下個月。

(3) 如第(1)和(2)段所述的任何轉賬款項每年總
額不得超過一億四千萬美元 ($140,000,000)。

(4) 一旦發行根據《政府法典》第15463節
的規定授權的任何債券，第(2)段應當失去
效力。

第7節. 由立法院三分之二投票贊成，可以
對本法案的規定進行修訂，只要該修訂符合
且促成本法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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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透過提高流域的健康和水資源生產力，社
區將提高進行獨立供水的能力，並且當地的
環境質量將得到提高。

(k) 黃星薊、蘆荻（蘆竹）、紅荊等入侵植物
的清除將增加供水，改善魚類和野生動物的
棲息地。

(l) 洪水會毀壞社區和基礎設施。我們可以透
過收集洪水並將之用於社區和農場，以及補
給地下水，從而更好地利用洪水。透過提供
資金來對流域和洪氾區進行智能管理，本篇
還將有助於避免洪水破壞、改善魚類和野生
動物的棲息地、清除供水中的污染物、補給
地下水、修復含水層和改善環境。洪氾區管
理的改善，可以增強用於供水的上游水庫之
運行。

(m) 嚴重的火災會導致嚴重的侵蝕，降低水質
並對水利基礎設施造成影響。本篇為森林和流
域的管理提供資金，以減少火災危險，減輕野
火對供水和水質的影響，並增加供水。

(n) 本篇資助以下計劃，以滿足California的
人與環境用水需求：

(1) 利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改善供水和水
質，包括節約用水、淡化地下水和其他內陸
鹽水、雨水管理、廢水循環和類似的水管理
議案。

(2) 更好地管理森林和牧場流域，例如透過
Sierra  Nevada流域改善計劃改善水徑流和地
下水補給的模式、數量和質量。改善土壤健
康可提高地面的地下水蓄水及其緩和水徑流
速的能力。

(3) 更好的管理地下水，包括更快地實施可
持續地下水管理法案（第6篇第2.74部分（從
第10720節開始）），以及更好地認識到地
表水和地下水之間的聯繫。

(c) 鑒於California的水資源情況，需要實施
California水資源行動計劃，以滿足民眾、農
業和環境的用水需求。本篇將透過減少浪
費、增加可用水量以滿足我們的需求以及改
善水質，來幫助提供更可靠的供水。本篇還
為社區提供了額外的防洪保護。

(d) 本篇將實施有成本效益的水資源開發和保
護辦法，以滿足California在不斷變化的氣候
條件下當前和未來的用水需求，包括城市雨
水排放和雨水徑流收集、地下水和鹹水淡
化、地下水儲存、水循環、水資源保護以及
流域管理、恢復、增強和保護。

(e) 本篇提供的許多供水和水質投資將由各機
構和獲批撥款方進行匹配，所提供資金之成
效將增加一倍以上。

(f) 貫徹落實本篇規定的機構將高度重視有成
本效益的項目和最持久、最環保的項目。資金
將用於推動California水資源行動計劃實施的項
目，其目標是提高California供水系統的恢復力
和California社區應對乾旱環境的能力。

(g) 每位California民眾都有權獲得安全、清
潔、價格合理且易於獲取的飲用水。透過遵
守第106.3節，根據本篇提供安全飲用水資金
的機構將幫助實現該節的目的。

(h) 本篇對資金進行公平合理分配，直接和間
接地使本州的每個地區受益。

( i )   本篇提供有成本效益的短期和長期行
動，解決近期乾旱造成的水資源短缺問題，
並將幫助當地社區做好準備應對未來的乾旱
情況。乾旱將導致對民眾、農業和環境的供
水減少。本篇將有助於滿足民眾、農業和環
境的用水需求，使California更好地應對氣候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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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更昂貴的替代水源供應的需求，從而進一
步降低本地資金成本和運營成本。

(3) 淡化地下水。州資金將降低這些工廠的
成本，從而為地方政府降低項目的資金成
本。透過降低地方政府的資金成本，這些工
廠的水費也將降低。地下水淡化工廠的實施
將推延對更昂貴的替代水源供應的需求，從
而進一步降低本地資金成本和運營成本。

(4) 水資源保護。州資金將降低這些項目的成
本，從而降低地方政府的成本。更重要的
是，這些項目導致的用水需求降低將降低運
營成本，並使提供新水源所需的、更昂貴的
資本支出項目之建設和運營成本暫時或永久
地推遲。

(5) 修復防洪水庫。州資金將為地方政府降
低這些項目的成本。

(6)  San  Francisco灣恢復機構資金。州對San
Francisco灣周圍提供防洪保護的濕地項目之
投資將降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洪災風險。這
將降低其他防洪議案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將
減少洪水破壞，洪水破壞往往導致地方政府
耗費巨額成本進行設施維修。

(7) 雨水資金。州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和各地
區水質管理委員會實施的規定將導致各資本
支出項目的建設耗資數十億美元。透過此
議案提供資金將為地方政府降低這些項目的
成本。

(8) 漁業恢復。本篇為漁業恢復提供數億美
元的資金支持。地方和地區水務局自願承擔其
中的許多項目。透過提供州資金，本篇將降低
本地費用。此外，由於魚群數量由此增加，本
地供水得以改善，地方政府可以避免為提供替
代水供應而耗資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

(9) 海灣區域可靠性。San Francisco灣區域
各水利行政區正對其配水系統進行大量改

(4) 為魚類和野生動物提供水源，包括積極
恢復太平洋鳥類遷徙路線和管理棲息地，以
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形勢。

(5) 提高輸水能力以增加地下水供給，並改
善乾旱年份洪水的運輸和利用。

(o) 州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州漁獵與野生動物
部和其他許多機構已認識到，為魚類棲息地
的改善提供資金對於恢復California當地魚群
數量來說至關重要，而單靠水流動來恢復魚
群數量是不夠的。為魚類棲息地的改善提供
資金是對以合理的水流動手段來保護魚類的
一種重要補充。

(p) California已經失去了其之前所擁有的百分
之95的濕地。這些濕地為遷徙的鳥類和其他
鳥類、魚類、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
物和大量植物物種提供食物、水和隱蔽之
處。許多物種可能因失去濕地而瀕臨滅絕或
受到威脅，並且許多物種僅僅是因為現今仍
有濕地而存活下來。本篇將維持和保護現有
濕地的工作與增加California濕地的可能性相
互結合，以支持發展壯大的動植物群。

(q) 若實施本篇內容，地方政府將立即節省
大約十多億美元的成本，並且地方政府的
運營成本每年將減少數億美元。本篇將提供
用以取代地方政府資金的資金，從而實施以
下領域的項目。這些項目最終將由地方政府
實施。

(1) 安全的飲用水。州直募基金和配套資金將
降低地方政府實施飲用水和污水處理系統的
成本，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這些系統的運行
成本。

(2) 廢水循環。州資金將降低這些工廠的成
本，從而為地方政府降低項目的資金成本。
透過降低地方政府的資金成本，這些工廠的
水費也將降低。廢水循環工廠的實施將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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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態系統的長期健康和恢復，並增加野生
動物群數量。

( c )「三角洲」是指第12220節中定義的
Sacramento-San Joaquin三角洲。

(d)「部」是指州水資源部。

(e)「淡化」是指從受污染的地下水等含鹽的
內陸水源（包括微鹹水）中去除鹽和其他污
染物。

(f)「弱勢社區」具有第79505.5  (a)項中所述
的含義，可作修改。

(g)「旱季徑流」定義請見第10561.5節。

(h)「經濟困難地區」具有第79702節第(k)項
中規定的含義，可作修改。

(i)「財務委員會」是指由第86182節創建的
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財務委員會。

(j)「資金」是指由第86169節創建的2018年
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資金。

(k)「地下水可持續性機構」是指第10721節
第(j)項中定義的機構。

(l)  Integrated  regional  water  management 

plan「綜合區域水管理計劃」是指符合第6篇
第2.2部分（從第10530節開始）要求的特定
地理區域綜合計劃，該部分可作修改。

(m)「入侵植物」是指農業價值為零或可忽略
不計、造成以下影響的非California本土的陸
生或水生植物：取代本地植物、威脅本地植
物生物多樣性、危害農業或牧場生產力、導
致野生動物棲息地惡化、導致火災危險或者
用水超過所取代的植物。

(n)「多重利益項目」是指服務於多個目的的
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洪水管理、供水、水質
改善、環境增強、休閒、能源保護、減少氣
候變化氣體排放以及魚類和野生動物改善。

進，從而將供水互連，以提高乾旱期供水的
可靠性和其他效益。透過為該計劃提供資
金，本篇將為它們減少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成
本 ($250,000,000)。

(10)  Friant  Kern運河修復。地下水透支導致
了Friant Kern運河下沉。州提供資金用於修
復該運河，將降低本地水利行政區修復運河
的成本。避免為該項目提供資金費每年也將
節省必須由這些行政區支付的數千萬美元利
息費。

(11)  Oroville水壩修復。雖然聯邦政府須透過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或美國陸軍工兵部隊來
支付Oroville大壩的修復費用，但聯邦政府可
能無法履行這一義務。如果州水資源開發系
統承包商都是地方機構，並被迫承擔全部或
部分此費用，那麼本篇將為其減少兩億美元
的成本 ($200,000,000)。利息費也會減少。

( r )  仍有大量資金要根據第26.7篇（從第
79700節開始）規定分配給存儲項目。出於
此原因，以及為了不干擾California水務委員
會在給予這些資金方面的工作，該議案不包
括建設特定存儲項目的資金。

第3章. 定義

86002.  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則本節所
述的定義管轄本篇的構成，具體如下：

(a)「保護」是指復原、穩定、恢復、減少用
水、發展和重建或這些活動的任意組合。

(b)「在私人土地上的保育行動」是指同自願
的土地所有者一起實施的項目，這些項目涉
及適應性並靈活地管理自然資源，以應對不
斷變化的形勢以及對棲息地和野生動物的威
脅。這些投資和行動專門用於在私人土地上
創造棲息地條件，隨時間推移會有助於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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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州委員會」是指州水資源管理委員會。

(w)「州普通責任債券法」是指《政府法典》
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從第16720節開
始）中的《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x)「雨水」定義見第10561.5節。

(y) Stormwater Resource Plans「雨水資源計
劃」定義見第6篇第2.3部分（從第10560節
開始）。

第4章. 問責制

86003. (a) (1) 自然資源機構應至少每三
年對其部門的支出進行一次獨立審計。

(2) 在2020年10月10日當天或之前，以及之
後的每六個月，自然資源機構應在其網站上
公佈一份報告，詳述之前六個月其部門有關
的所有以下資訊，以及其部門各分部所總結
的資訊：

(A) 資金負擔。

(B) 新資助項目的摘要。

(C) 已完成項目的摘要。

(D) 討論第86157節所確定的成功指標之達
成進展。

(E) 討論州機構和資金接受方在執行項目時
遇到的共同挑戰。

(F) 討論州機構和資金接受方在執行項目時的
重要成就。

(3) 本項僅在2028年1月1日之前有效，並自
該日期起失去效力。

( b )  財政部或主計官，或立法院指示的
California州審計官可以對根據該法案獲得資
金的任何州機構之支出進行審計。

(c) 所有使用本篇法律授權的資金發放撥款的
州機構應要求收款方充分報告使用撥款的支
出情況。

(o)「非營利組織」是指在州和聯邦法律允許
的範圍內，有資格在California開展業務且根
據國內稅收法規第501(c)(3)或第501(c)(6) 

節豁免的非營利組織。

(p)「保護」是指為防止對人員、財產或自然
資源造成傷害或損害所必需的行動，或為繼
續使用和享受財產或自然資源所必需的行
動，包括獲取、開發、恢復、保護、保存和
解釋（解釋的定義在公共資源法規第75005

節的第(i)項）。

(q)「公共機構」是指州機構或部門、特別行
政區、聯合權力機構、市、郡、市郡或者州
的其他政治分部。

(r)「公共供水系統」的定義見《健康與安全
法規》第116275節中第(h)項，是指區域、
市政和行政區的城市供水商，包括第10617

節中定義的私營供水商。

(s)「修複」是指改善物理結構或設施，並且
在自然系統和景觀特點方面，包括但不限於
提高物理和生態進程的項目，包括但不限於
控制控制侵蝕；沉積物管理；控制和消滅入
侵物種；規定燃燒；減少燃料危害；消除對
現有或已恢復的自然資源的威脅；草地、濕
地、河岸和溪流恢復；和其他植物和野生動
物棲息地的改善，以增加房產的自然系統價
值。修複項目應包括必要的規劃、監督和報
告，以確保成功實施項目目標。

( t )「嚴重弱勢社區」是指家庭收入中位數
低於全州家庭收入中位數水準百分之60的
社區。

(u)「Sierra Nevada流域改善計劃」是一項協
調、綜合、合作計劃，旨在透過提高森林恢
復的速度和規模來恢復California主要流域的
健康，以保持Sierra Nevada地區提供的重要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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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TCP (1,2,3-三氯丙烷)、四氯化碳、
1,4-二𫫇烷、N-亞硝基二甲胺、溴化物、
鐵、錳、總溶解固體、電導和鈾。

86007.  (a)  (1) 第86004節授權的資金
中，有五億美元  ($500,000,000)  應作為撥
款和貸款，用於公共供水系統基礎設施的改
善以及用於滿足安全飲用水標準、確保飲用
水價格合理或兩者兼而有之的相關行動。應
優先考慮的項目包括：污染治理項目，能夠
提供替代飲用水源的項目，或為小型社區供
水系統或弱勢社區的小型州供水系統提供水
源的項目，這些弱勢社區的飲用水源受到化
學和硝酸鹽污染物以及州委員會所確定的
其他健康危害物的影響。合資格的受讓人為
公共供水系統或公共機構，它們為弱勢社區
服務。

(2) 合資格的支出可包括服務弱勢群體的系
統之初始運營和維護成本。應優先考慮為多
個社區提供共享解決方案的項目，其中至少
有一個缺乏安全、負擔不起飲用水的弱勢社
區，該社區由小型社區供水系統、小型州供
水系統或私人水井提供服務。建項撥款應限
制為每項目五百萬美元  ($5,000,000)，但州
委員會可以為提供地區利益或為多個實體共
享 的 項 目 設 定 不 超 過 兩 千 萬 美 元 
($20,000,000)  的限額，包括合併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飲用水系統，其中至少有一個小的
弱勢社區。在實際支出之前，給予的撥款不
得超過50％。

(3) 就本項而言，「初始運營和維護成本」
是指建設資金協議下初始的、合資格的可報
銷成本，這些成本產生於建設項目的初始啟
動測試日期之前（包括但不限於該日期），
以便認定項目完成。初始運營和維護成本根

第5章. 改善供水和水質

第1條.  安全的飲用水

86004.  從資金當中向州委員會撥款，總額
為七億五千萬美元 ($750,000,000)，用於支
出、撥款和貸款，以改善水質或為所有
California民眾提供清潔、安全和可靠的飲
用水。

86005.  根據本條有資格獲得資助的項目
應幫助改善水質以實現有益用途。本條的目
的是：

(a) 無論水源或污染如何，都要減少飲用水中
的污染物。

(b )   評估並優先考慮飲用水供應受污染的
風險。

(c) 解決飲用水供應受到污染或不足的弱勢社
區、農村或小型社區的關鍵和現實需求，包
括但不限於解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項目。

(d) 利用其他私人、聯邦、州和當地飲用水質
量和廢水處理資金。

(e) 為弱勢社區提供公共飲用水基礎設施，為
社區提供長期可持續的清潔、安全和可靠的
飲用水供應。

(f) 確保California的各個社區可獲得清潔、安
全、可靠和負擔得起的飲用水。

(g) 達到一級和二級飲用水標準，或清除州或
聯邦政府所確定的污染物，以滿足一級或二
級飲用水標準。

86006. 可以使用根據本條規定資金進行處理
的污染物可以包括但不限於鉛、硝酸鹽、高
氯酸鹽、MTBE（甲基叔丁基醚o）、砷、
硒、六價鉻、汞、PCE  (四氯乙烯)、TCE  (三
氯乙烯)、DCE (二氯乙烯)、DCA (二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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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節規定有資格獲得資金，期限不超過
三年。

(b) 在本節授權的資金中，應根據《健康與安
全法規》第116276節的規定，提供不超過一
千萬美元($10,000,000)的撥款，用於向學
齡兒童提供學校飲用水撥款計劃下的安全飲
用水。

86008.  在第86004節授權的資金中，兩億
五千萬美元($250,000,000)應存入根據第
13477.6節創立的州水污染控制循環基金小
社區撥款基金，為廢水處理項目提供撥款和
貸款。應優先考慮為弱勢社區和嚴重弱勢社
區服務的項目，以及處理公共衛生危害物的
項目。項目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可識別、規
劃、設計和實施地區機制以整合廢水系統或
提供負擔得起的處理技術的項目。

86009.  在第86004節授權的資金中，應提
供不超過六千萬美元($60,000,000)，用於
對私人房產或臨時替代飲用水供應進行飲用
水基礎設施或（和）廢水改善。

(a) 資金可用於以下目的：

(1) 進行飲用水井的水質檢測。

(2) 安裝和更換連通管，修理或更換私人水
井或現場廢水系統，妥善關閉廢棄井和化糞
池系統基礎設施，並提供將住宅連接到公共
水或廢水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

(3) 更換內部飲用水管道和含鉛的固定裝置。

(4) 提供臨時替代飲用水供應。

(b) 州委員會可以設立循環貸款基金，以便為
本節允許的活動提供資金。

(c) 應優先考慮幫助低收入房主（包括移動房
屋所有人）和弱勢群體的項目。

86010.  (a) 對於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撥款，
必須要求地方分擔項目總成本的至少百分之
50。當項目是直接裨益弱勢社區或經濟衰退
區時，可被免除或減少成本分攤。

(b) 在根據本條的規定提供的撥款中，至少有
百分之10應撥給服務嚴重弱勢社區的項目。

(c) 在根據本條規定提供的資金中，可用於向
弱勢社區提供技術援助的不超過百分之15。
州委員會應為小型和弱勢社區開展多學科技
術援助計劃，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外展和
教育、需求評估、審查為社區提供安全飲用
水或污水處理服務的替代方法、項目選擇和
設計、委員會和作業員培訓以及其他針對服
務弱勢社區的公用事業之技術、管理和財務
能力建設援助，這些公用事業為社區提供安
全的飲用水或污水處理服務。該機構還可以
和非營利組織、資源保護區等地方機構簽訂
合同以提供這些服務。

第2條.  水循環和淡化

8 6 0 2 0 .   從該基金中向州委員會撥放
四億美元 ($400,000,000)，以競爭為基礎向
第86166節第  (a)  項中定義的合資格實體授
予撥款和貸款，用於廢水循環項目。本節規
定的撥款可以用於以下所有方面：

(a) 水循環項目，包括但不限於處理、儲存、
輸水、鹽水處理和飲用水和非飲用水循環項
目的分配設施。

(b) 服務住宅、商業、農業、魚類和野生動物
棲息地以及工業最後用戶改造項目的專用配
送基礎設施，以允許循環水的使用。

(c) 飲用水再利用和污染物去除新技術的試點
項目。

(d) 改善水質的多重利益再生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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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減少對三角洲或當地河流和溪流改道的
依賴性有關的水質和生態系統利益，以及與
在當地接收水域實現有益用途和水質目標有
關的益處。

(c) 從飲用水質或供水改善中獲得的公共衛生
利益。

(d )   基於每一美元投資所產生水量的成本
效益，以及州委員會採納的其他成本效益
標準。

(e) 能源效率和溫室氣體減排。

(f) 有利於弱勢社區的供水或水質改善。

(g) 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和恢復，以
及為魚類和野生動物提供可靠的供水。

第3條.  節約用水

8 6 0 3 0 .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三億美元
($300,000,000)，用於以下目的：

(a) 全州範圍的草皮清除計劃。

(1) 該計劃為公共和私人房產所有者提供財政
獎勵，讓他們把灌溉或澆水景觀轉化為耐旱
植物，包括適當的低耗水植物。部門須設定
每個申請人可以獲得的最高金額，並允許對
無經濟能力來參與景觀水轉換計劃的低收入
房主給予更多獎勵。分配給該計劃的資金
中，用於使住宅用房產所有者受益的計劃
的資金不得少於百分之75。該部門須根據
供水方面的成本效益獎勵非居民申請人。每
項撥款必須在目前的用水量基礎上減少至少
百分之50的用水量。

(2) 最具成本效益的項目和根據州投資能提
供最大環境利益的項目獲得最高的資金優先
權。環境利益包括但不限於種植適當且抗旱

(e) 保護、養護和恢復濕地和其他野生動物棲
息地的多重利益再生水項目。

(f) 與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的特定項目相
關的技術援助和撥款申請協助。

86021.  從州委員會的資金中撥款四億美元
($400,000,000)，以競爭為基礎撥予第
86166第  (a)  項定義的合資格實體，用於淡
化鹹水地下水以及其他微鹹水淡化項目，這
些項目不會對州委員會定義的California沿岸
棲息地、河口、沿海海灣，沿海潟湖或海域
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本節規定的撥款必須
遵守本節的要求，可以用於以下所有方面：

(a) 處理、儲存、輸水和配送設施。除了鹽以
外，項目還可以去除其他污染物，但項目建
設和運作的主要目的是去除鹽。

(b) 服務住宅、商業、農業、魚類和野生動物
棲息地以及工業最後用戶改造項目的配送基
礎設施，以允許淡化水的使用。

(c) 提高水質的多重利益除鹽項目。

(d) 與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的特定項目相
關的技術援助和撥款申請協助。

(e) 為濕地和其他野生動物棲息地提供水源的
多重利益除鹽項目。

(f) 與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的特定項目相
關的技術援助和撥款申請協助。

86022.  根據本條規定所作的撥款不得超過
項目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但如果該項目部分
主要服務於弱勢社區、經濟困難地區或野生
動物棲息地，則可以取消或降低該要求。

86023.  根據本條規定而資助的項目應在競
爭基礎上進行選擇，並優先考慮以下標準：

(a) 供水可靠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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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水錶。在未計水用量的弱勢社區安裝
水錶。

(e) 節能型節水以匹配為基礎的公共供水系統
之競爭性撥款，用於承擔節約能源的節水項
目。這些項目記錄節水計劃當中的溫室氣體
減排量。該部門須根據供水方面的成本和節
能效益進行獎勵。最優先考慮弱勢社區和經
濟困難地區的計劃。

(f) 在確定如何分配根據本節撥放的資金時，
部門須確定哪些技術最具成本效益，能產生
最大的環境利益，並且為弱勢社區和經濟困
難地區提供最大的利益。

(g) 任何根據本節規定獲得撥款的實體可以使
用撥款資金來建立循環基金，其可以從中貸
款，以實施節水計劃。利率由實體確定，並
且實體可以在貸款期限內收取合理的管理費
以及貸款利息。根據本計劃償還的貸款金額
須退至循環基金，用於實施節水計劃的額外
貸款。根據本節規定進行的貸款最長可達15
年，或不超過節水項目的使用年限，以較短
的時限為準。

86031.  從州能源資源保護和發展委員會的
資金中撥款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用於水能技術計劃，以加速節水節能創新科
技的部署，並繼續把節水作為California的生
活之道。

86032.  (a) 本節的目的是幫助提高流入三
角洲的支流流量，加快受保護的農業用水之
轉移，同時儘量減少對水權持有者的影響。

(b)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五千萬美元 
($50,000,000)，用於向地方機構撥放第
79158節規定的撥款和旨在幫助建立和實施
農業節水項目的匹配撥款。

的本地植物和其他植物，減少消耗性用水，
以及增加出於環境利益的水供應。

(3) 只要居民沒有參加之前服務區域提供的
草皮清除退稅計劃，部門不得拒絕或降低居
住在這些服務區的居民的資格。

(4) 部門須與第86166節第 (a) 項和公用事業
委員會定義的合資格實體進行合作，制定公
用事業費用還款機制，以支付消費者在景觀
轉換項目中所佔的份額。

(b) 洩漏檢測。

(1) 以匹配為基礎的公共供水系統之競爭性
撥款，用於減少其配水系統中的洩漏，消除
其客戶供水系統中的洩漏（如果供水系統操
作員確定，客戶洩漏檢測和消除具有成本效
益，可以改進供水系統運營商的供水，並提
供公共利益），以及安裝設備以檢測住宅、
機構和商業房產的洩漏情況。該部門須根據
供水方面的成本效益進行獎勵。根據該項接
受撥款的供水系統操作員須最優先考慮弱勢
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的洩漏檢測和水中廢物
消除計劃。

(2) 任何撥款都不得超過項目成本的百分之
50。對於主要使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的
住宅用房產所有者受益的撥款，可以減少或
消除成本分攤。

(c) 廁所更換。以匹配為基礎的公共供水系統
或第86166節第(a)項中定義的合資格實體之
競爭性撥款，以便將每次沖洗時使用超過3加
侖水量的廁所更換成每次沖洗時不超過1.28
加侖的節水新廁所。該部門須根據供水方面
的成本效益進行獎勵。根據該項接受撥款的
實體須最優先考慮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
的廁所更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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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旨在透過讓河流和洪氾區更自然而然
地運作來減少洪災風險並增強魚類和野生動
物棲息地的多重利益項目。這些項目創造了
額外的公共利益，如保護農場和牧場，改善
水質，增加地下水供給，以及提供公共休閒
機會。

(3) 包含配套資金的項目，當中包括但不限
於來源於其他州機構的配套資金。如果項目
直接使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受益，根據
程度可以減少或消除配套資金需求。

(d)  Central  Valley防洪委員會可以根據第
86166節第(a)項的規定，將撥款用於合資格
的實體，以實施本節。

(e)  Central Valley防洪委員會可以從資金中支
出不超過一百萬美元($1,000,000)，來製定
計劃許可，授權棲息地恢復和相關多重利益
洪氾區恢復項目，這些項目的主要目的是進
行恢復，且符合第 (a) 和 (b) 項所述的標準。

(f) 第  (a) 項的撥款額中，須向公共機構授予
五千萬美元($50,000,000)，作為配套撥
款，對Sacramento山谷現有的水壩進行防洪
修繕，為城市化地區提供防洪保護。如果這
些資金在2032年1月1日之前沒有為此目的而
發放，則可用於本節的其他目的。

86041.  (a) 從部門資金中發放一億美元
($100,000,000)，在50％的匹配基礎上向地
方機構提供撥款，以修復或再運作把防洪作
為主要目的或運作之間接影響的水庫。受讓
人必須證明擬議的修理或再運作會增加這些
水庫的儲水量，而這些水量可以用於有益的
用途。根據本節撥出的資金不得用於提高任
何大壩的高度。洩洪道改造項目如果不是用

(c) 為批准本節規定的撥款，部門須確定每個
擬議項目是否會產生淨節水量，以及項目是
否具有成本效益和技術合理性。

(d) 本節規定的項目從部門獲得的撥款收入不
得超過五百萬美元 ($5,000,000)。

(e) 部門應優先考慮最具成本效益和技術合理
性的項目。

(f) 優先考慮可實現節水的撥款，因為節約的
水可透過增加流入三角洲的支流流量來改善
魚類和野生動物的質量。為其他用途和改道
而提高內部水利行政區效率的撥款也有資格
獲得資金。

(g) 如果沒有把對魚類或野生動物的影響降到
顯著水平之下，任何項目都不會對魚類或野
生動物造成不利影響。影響減輕的成本可包
含在撥款資金中。

第4條.  針對已改善的供水之洪水管理

86040.  (a) 從Central  Valley防洪委員會的
資金中撥款二億美元 ($200,000,000)，用於
以下目的：

(1) 對Central Valley防洪委員會管轄範圍內現
有的洩洪道和旁道進行擴大和環境改善，包
括提供休閒機會。

(2) 改善Central Valley防洪委員會管轄範圍內
的防洪設施，進行環境改善。

(b) 為了符合本節規定的資助條件，項目應為
州機構或當地防洪區或兩者降低洪災風險、
減輕責任或減輕維護的責任。

(c)  Central Valley 防洪委員會應優先考慮：

(1) 主要使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受益的
項目。



3

擬議法律正文 | 23

擬議法律正文 第3號提議（續）

(g) 協助合資格水庫再運作的項目，須透過購
買和安裝量水設備、獲取資訊系統以及利用
技術和數據，改善水庫管理，進而增加有益
用途的供水。

(h)  (1) 根據本條獲得資金以建立休閒設施
或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
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可使用不超過百分之
20的資金金額，建立信託基金，專門用於
支付這些休閒設施或野生動物棲息地的維護
和監測費用。

(2) 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
織如果使用本條規定的資金來獲得土地、休
閒設施或野生動物棲息地權益，並將其轉讓
給另一個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
織，那麼還須轉讓為維護土地、休閒設施或
野生動物棲息地權益而建立的信託基金之所
有權。

(3)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4)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
利組織沒有根據該項設立信託基金，該機
構、部落或組織須證明其能夠維護透過在其
他情況下可獲得的資金所獲取或開發的土
地、休閒設施或野生動植物棲息地。

(5) 如果土地、休閒設施或野生動物棲息地
的權益被剝奪，或者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
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確定，土地、休閒設施或
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權益無法實現本條資金所
針對的用途，那麼信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
利息都撥給提供資金的機構。返還給該機構
的資金只能用於本節規定的項目。

(i) 部門應優先考慮透過聯合使用將水庫再運
作和用於地下水補給的供水相協調的項目，
或其他綜合地表/地下水項目。

來提高大壩頂部高度，則有資格獲得撥款
資金。

(b)  (1) 為了有資格獲得本節規定的資助，項
目必須大大增加沿河道的小徑等休閒機會，
以及對水庫下游河道內和附近和在符合水庫
安全運行的情況下，對水庫內的魚類和野生
動物棲息地產生顯著的淨改善。須分配至少
10％的項目成本，用於這些休閒和棲息地用
途。如果有州管理委員會對項目區域有管轄
權，則由部門直接向其發放用於實現這些目
的的資金。如果沒有管理委員會，那麼自然
資源機構的California州河流公園大道計劃須
與第86166節第  (a)  項所定義的合資格實體
簽訂合同，以實現這些目的。待修復或再運
行的水庫之運行機構須批准項目的休閒和棲
息地用途，不得收取與項目相關的審查、計
劃檢查、許可、檢查或任何其他費用，並永
久運作和維護整個項目，包括棲息地和休閒
用途的運作和維護。項目可包括對第86166
節第 (a) 項定義的合資格實體的撥款，從而實
施本款。

(2) 與本項要求相關的所有費用可以透過本
節提供給地方機構的資金進行支付，且不必
與機構匹配。

(c )   根據本節規定發放的撥款可用於防震
改造。

(d) 除非為完成第 (a)、(b) 和 (c) 項授權的項
目所必需，否則根據本節規定發放的撥款不
得用於維護水庫，或清除水庫或水庫上游的
沉積物。

(e) 申請人須證明本節提供的資金所支付的項
目將獲得永久運作和維護。

(f) 對弱勢社區有利的項目應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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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針對水資源測量和資訊的資金

86048.  從基金中向水資源測量和資訊系統
撥款六千萬美元($60,000,000)，具體如下：

(a) 向量水設備方法開發和安裝部門撥款二千
萬美元($20,000,000)，用於改進對水資源
平衡、用水預算、引水和用水的估算，以支
持水資源分配、乾旱管理、地下水管理、水
質管理和水權。

(b) 向資訊系統、技術和數據開發州委員會撥
款一千萬美元($10,000,000)，用於提高州
委員會的水權管理能力。這些系統包括但不
限於把有關水權的1000萬頁紙質記錄數位化
並提供給州委員會內部和其他儲存庫，以及
建立用於引水和數據使用的數字儲存庫。

(c) 向根據第12420節建立的水資源數據管理
基金撥款一千萬美元($10,000,000)，供部
門與州委員會協商使用，使California水資源
資訊能夠可互操作，符合第6篇第4.9部分
（從第12400節開始）的規定。

(d) 二千萬美元($20,000,000) 的撥款如下：

( 1 )   向C a l i f o r n i a大學撥款五百萬美元
($5,000,000)，用於其多家校園水資源安全
和可持續性研究動議，從而與國務院合作開
發水資源資訊系統的核心要素。

(2)   向Cal i fo rn ia州立大學Fresno分校的
Ca l i f o rn i a水資源研究所撥款五百萬美元
($5,000,000)，用於開展有助於改善和保護
供水的研究，以及改善California的水質。

(3) 向位於San  Luis  Obispo的California理
工州立大學的灌溉培訓和研究中心撥款五百
萬美元  ($5,000,000)，用於開展有助於改
善和保護供水的研究，以及改善California
的水質。

86042.  從San Francisco灣恢復機構的資金
中撥款兩億美元($200,000,000)，為符合
《政府法典》第7.25編第5章第2條（從第
66704.5節開始）規定的洪水管理、濕地恢復
和其他項目提供配套撥款。就本節而言，配套
資金可包括地方政府、區域政府、聯邦政府、
私人機構提供的資金，或San Francisco灣恢復
機構所籌集的其他資金。任何撥款都不得超過
項目成本的百分之50。

86043.  (a)  (1) 根據本條規定獲得資金來
獲取土地權益的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
或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不超過百分之20的資
金，建立專門用於支付該土地權益維護和監
測費用的信託基金。

(2) 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
織如果使用本條資金獲取土地權益，並將土
地權益轉讓給另一個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
或非營利組織，那麼還須轉讓為維護土地權
益而建立的信託基金之所有權。

(3)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b)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
組織沒有根據第 (a) 項設立信託基金，那麼機
構、部落或組織應向撥款的州機構證明它可
以對在其他情況下可獲資金所獲得的土地進
行維護。

(c) 如果土地權益已不適用，或者地方公共機
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確定，土地權
益無法實現本條資金所針對的用途，那麼信
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利息都撥給提供資金
的機構。返還給該機構的資金只能用於本章
規定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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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California州立大學Sacramento分校的
水 資 源 計 畫 辦 公 室 撥 款 五 百 萬 美 元
($5,000,000)，用於開展有助於改善和保護
供水的研究，以及改善California的水質。

(5) 根據本項規定獲得資金的高等教育機構
應共同努力，確保彼此的行動不會衝突或重
疊，而是相互補充。

第6條.  城市徑流和雨水的收集和使用

86050.  (a)  從州委員會的資金中撥款四億
美元 ($400,000,000)，用於對城市旱季徑流
和雨水徑流進行收集和使用的項目。由州委
員會根據本節規定為建築項目發放的所有撥
款必須發放給郡或市、市郡，或者負責防洪
或者洪水管理且包含市、郡或市郡的聯合權
力機構。州委員會可花費不超過五千萬美元
($50,000,000)，用於向第86166節第 (a) 項
定義的合資格實體撥款，以製定雨水資源計
劃。根據本節可供使用的資金須分配給為弱
勢社區和嚴重弱勢社區服務並提供直接利益
的項目。州委員會可使用這些資金向弱勢群
體提供技術援助和外聯服務。

( b )   根據《政府法典》第7 . 4 2編（從第
66905節開始），從California  Tahoe湖管理
委 員 會 的 資 金 中 撥 款 三 千 萬 美 元
($30,000,000)，用於收集和使用Tahoe湖盆
地的旱季徑流和雨水徑流的項目。

(c) 從Santa Monica山管理委員會的資金中撥
款四千萬美元($40,000,000)，用於公共資
源法規第23篇（從第33000節開始）規定的
項目，在第86080節第 (d) 項第 (2) 段定義的
地區收集和使用旱季徑流和雨水徑流。

(d) 從San  Gabriel河和Los  Angeles河流下游
和山脈管理委員會的資金中撥款四千萬美元
($40,000,000)，用於公共資源法規第22.8
篇（從第32600節開始）規定的項目，收集
和使用旱季徑流和雨水徑流。

(e) 從州海岸管理委員會的資金中撥款四千萬
美元($40,000,000)，用於公共資源法規第
21篇（從第31000節開始）規定的項目，收
集和使用旱季徑流和雨水徑流。

(f) 根據本節所花費的資金應用於對雨水資源
計劃中確定和優先考慮的多重利益項目進行
開發、實施或改進的項目之競爭性撥款，這
些項目符合第6篇第2.3部分（從第第10560
節開始）的規定（該部分可被修改），並應
包括儘可能多的以下好處：收集和處理雨水
或旱季徑流以作有益用途；清除經收集和處
理的徑流中的污染物；透過使用改善環境質
量的最佳管理方法，創建或恢復棲息地或草
木區，以收集和處理雨水或旱季徑流以作有
益用途；清除經收集和處理的徑流中的污染
物；創建或恢復棲息地或草木區；儲存、滲
透或使用經收集和處理的徑流以增加地方供
水；創建或恢復原生棲息地、小徑、草木區
等自然開放空間；減少城市熱島；並提供其
他公共休閒機會。最優先考慮包含濕地和原
生棲息地的項目，或包含旨在模仿或恢復自
然流域功能之項目要素的項目。

(g) 根據第  (a) 項撥放的金額中，至少有四千
萬美元 ($40,000,000) 須用於減少垃圾和其
他污染物 (1)  流入國家河口研究保護區，流
到海灘或流入San  Diego郡近海沿岸水域或
(2)  流入San  Diego灣的項目。優先考慮減少
垃圾等污染物流入州立公園系統一個或多個
單元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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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綜合區域水資源管理

8 6 0 5 4 .  向部門分配五百萬美元
($5,000,000)，為經批准的綜合區域水資源
管理 (Integrated Regional Water Management, 

IRWM) 區域水資源管理小組提供直接資金支
持，以維持IRWM的持續規劃和實施工作，從
而維持透過IRWM做出的重大投資，實現水資
源管理區域合作。

第6章. 流域、土地和漁業改善

第1條. 針對供水和水質增強的流域改善

86080. 從資金中撥款二十三億五千五百萬
美元 ($2,355,000,000)，用於保護、恢復和
改善流域土地的健康，包括林地（包括橡
樹、紅杉和加州紅木）、草地、濕地、叢
林、河岸棲息地和美國擁有的土地等其他流
域土地，以保護和改善供水和水質，改善森
林健康，減少與最佳科學相符的火災危險，
減輕野火對水質和供水的影響，增強防洪，
修復含水層，或者保護或恢復河岸或水生資
源。根據本節規定發放的撥款，除非根據第
(a) 項要求進行實地研究，否則不得用於維護
水庫，或清除水庫或水庫上游的沉積物。資
金分配如下：

( a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 3 . 3篇（從第
33300節開始）規定，向Sierra Nevada管理
委員會撥款兩億美元 ($200,000,000)，用於
保護、恢復和改善Sierra Nevada流域，包括
公共資源法規第33320節中概述的目的。基
金還應用於實施目的，以及推動S i e r r a 

Nevada流域改善計劃之目標和宗旨。有資格
的獲得Sierra Nevada流域改善計劃資助的項
目可包括研究和監測，以衡量森林恢復工作
對供水、氣候和其他利益的影響，如長期空

86051. (a) 每個根據本條規定獲得資金的
州機構應要求資金受讓人分擔至少獲得50％
的成本，但對於主要惠及弱勢社區或經濟困
難地區的那部分項目，可以取消或降低其匹
配要求。

(b) 本節資助的項目必須遵守州委員會或對項
目具有管轄權的區域水質管理委員會所採納
的水質政策或規定。

(c) 項目成本可包括決策支持工具開發、數據
採集和地理資訊系統數據分析，以識別和評
估雨水收集和再利用準項目的效益和成本。

(d) 對於將雨水或旱季徑流從雨水渠或渠道
轉移並將作有益用途的項目，應優先考慮
撥款。

(e) 根據本節獲得資金的機構應優先考慮惠及
弱勢社區的項目。根據本條獲得資金的每個
機構須分配至少35％的資金，用於惠及弱勢
社區的項目。

(f) 在實施本條內容時，每個根據本條獲得資
金的機構應與自然資源機構協商，對雨水和
旱季徑流收集和再利用項目當中棲息地、草
木區、開放空間、休閒和公共用途要素進行
整合和優先排序，並在對擬議項目審查和評
分時向自然資源機構尋求幫助。

(g) 項目可阻止雨水和旱季徑流流入雨水渠或
渠道。

86052. 第86166節第(a)項定義的實體有資
格獲得第86050節第 (b)、(c)、(d)、(e) 項規
定的資金。

86053. 根據本條分配的資金可授予合資格
的申請人，用於符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

篇第6.5章（從第1650節開始）的單個或多
個小型項目，無論該章是否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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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Monica灣、Los Angeles河上游和Santa
Clara河上游的流域。

(3)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1篇第4.6章（從第
3 1 1 7 0節開始）的規定，三千萬美元
($30,000,000) 給州海岸管理委員會的Santa
Ana河保育計劃，用於保護和恢復Santa  Ana
河流域。

( 4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2 . 7篇（從第
3 2 5 5 0節開始）的規定，三千萬美元
($30,000,000) 給Baldwin山丘管理委員會，
用於保護和恢復Baldwin山丘和BaIlona溪流
的流域，以及用於收集旱季徑流和雨水徑流
的項目。

( e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2 . 9篇（從第
3 2 6 3 0節開始）的規定，四千萬美元
($40,000,000) 給San Diego河管理委員會，
用於保護和恢復San Diego郡的流域。

(f)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1篇（從第31000
節開始）的規定，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
($135,000,000) 給州海岸管理委員會，用於
保護和恢復海岸流域。

(g) 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 用於保
護和恢復Sacramento河和San Joaquin河流域，
具體如下：

( 1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的22 . 3篇（從第
3 2 3 0 0 節開始）的規定，一億美元
($100,000,000) 給Sacramento-San  Joaquin 
三角洲管理委員會，用於保護和恢復三角
洲。最優先考慮有利於恢復本地物種並降
低過度鹽水侵入之負面影響的項目。同時
最優先考慮能夠恢復物種重要棲息地的項
目，這些物種被列入了federal Endangered 
Species Act of 1973 1973年聯邦的瀕危物種
法案（《美國法典》第16卷第1531節及以下
規定）和California Endangered Species Act

氣質量、水質和水量、溫室氣體排放、碳儲
存，棲息地、休閒用途和社區活力。Sierra 
Nevada流域改善計劃資助的項目須以森林恢
復的最佳科學為基礎，並且必須執行該計
劃，以改善供水和水質，保護和恢復生態價
值，促進更能抵抗野火、氣候變化和其他干
擾的森林狀況。Sierra  Nevada管理委員會可
以向聯邦機構撥款，前提是其確定此撥款能
最為有效地在聯邦管理的土地上實施本篇之
目的。

(b) 根據《政府法典》第7.42編（從第66905
節開始），向California Tahoe湖管理委員會提
供六千萬美元($60,000,000)，用於保護和恢
復Tahoe湖盆地流域。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5篇
第1.692章第6條（從第5096.351節開始），
資金應用於實施目的，以及推動Tahoe湖環境
改善計劃之目標和宗旨。

(c)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1篇第4.5章（從第
3 1 1 6 0 節開始）規定，將一億美元
($100,000,000)用於州海岸管理委員會的
San  Francisco灣區域保育計劃，以保護和恢
復San Francisco灣區域的流域。

(d) 一億八千萬億美元 ($180,000,000) 用於
保護和恢復Los Angeles、Orange和Ventura郡
的流域，具體如下：

(1)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2.8篇（從第32600
節開始）規定，六千萬美元($60,000,000) 
給San  Gabriel河和Los  Angeles河流下游和山
脈管理委員會，用於保護和恢San  Gabriel河
和Los Angeles河流下游流域。

(2)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的23篇（從第33000
節開始）的規定以及第79570節第(c)項定義
的流域，六千萬美元($60,000,000)給Santa 
Monica山脈管理委員會，用於保護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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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Santa Clara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
公園大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
閒和水質改善。

(5)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Tijuana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公園
大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和
水質改善。

(6)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Carmel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公園
大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和
水質改善。

(7)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Napa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公園大
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和水
質改善。

(8) 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給州海
岸管理委員會，用於San Diego灣流域之內的
河流公園大道項目。

(9) 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給州海岸
管理委員會，用於San Diego郡Santa Margarita 

河沿岸的河流公園大道項目。

(10)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California 

Tahoe湖管理委員會，在Truckee河上游通
道沿岸實施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和水質
改善。

(i) 為恢復、保護和維護Los Angeles河及其支流
的項目提供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
具體如下：

California瀕危物種法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
3篇第1.5章（從第2050節開始））。資金還
可用於改善三角洲的公共休閒設施，向地方
機構和非營利組織撥款，為三角洲服務欠缺
的城市社區提供更多的公園和休閒機會。管
理委員會可以實施旨在減少三角洲溫室氣體
排放的計劃。

( 2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 2 . 5篇（從第
3 2 5 0 0節開始）的規定，兩千萬美元
($20,000,000) 給San Joaquin河管理委員
會，用於建立San Joaquin河公園大道。

(3) 三千萬美元 ($30,000,000) 給根據公共
資源法規第5845.9節創立的American河下游
管理委員會基金。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應利
用這些資金來執行公共資源法規第5篇第10.5

章（從第5845節開始）。

(h) 一億七千萬美元 ($170,000,000) 用於河
流公園大道，具體如下：

(1) 七千萬美元 ($70,000,000) 給自然資源
機構，用於2004年California河流公園大道法
案（公共資源法規第5篇第3.8章（從第5750

節開始））規定的項目。自然資源機構的書
記官須分配至少65％的資金，用於惠及弱勢
社區的項目。書記官須設法利用剩餘資金，
使稱不上弱勢社區的更加貧困的社區受益。

(2)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Guadalupe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公
園大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
和水質改善。

(3)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給州海岸管
理委員會，用於向非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
構撥款，在Russian河通道沿岸實施河流公園
大道項目，以實現棲息地恢復、公共休閒和
水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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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從本項提供的資金中撥款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給向垂釣和狩獵法規第1363
節創立的橡樹林地保育基金，可以根據垂釣
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4章第3.5條（從第1360
節開始）的規定進行支出。

(7) 根據California牧場、放牧地和草原保護
法案（公共資源法規第10.4篇（從第10330
節開始））的規定，從本項提供的資金中撥
款三千萬美元 ($30,000,000)，用於放牧地
的保護。

( 8 )   從本項提供的資金中至少撥款
六千萬美元 ($60,000,000)，用於能夠推進
自然社區保護計劃法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3
篇第10章（從第2800節開始））所採納的自
然社區保護計劃之保護目標的項目。應優先
考慮包括水生生態系統保護的計劃。本段提
供的資金不得用於抵消在其他情況下所要求
的清理污染責任。

( k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3 . 5篇（從第
33500節開始）的規定，二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  給Coachella河谷山脈管理委
員會，用於保護和恢復Coachella河谷流域。

(l) 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 給公園
與休閒部門，用於保護和恢復州立公園系統
內部的和影響其系統單位的流域土地，優先
考慮紅衫，以及其他對河流溪流和水質保護
至關重要的林地。除了根據本節授權的其他
目的外，公園與休閒部門可以撥出資金，來
改善和提高州立公園供水和廢水處理系統的
效率和有效性。

(m) 六千萬美元  ($60,000,000) 給資源保護
部，用於農業用地、牧場、有管理的濕地和
森林土地的流域恢復和保護項目。

(1)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2.8篇（從第32600
節開始）以及本法規第79508節的規定，七
千五百萬美元 ($75,000,000) 給San Gabriel
河和Los Angeles河流下游和山脈管理委員會。

(2)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23篇（從第33000
節開始）以及本法規第79508節的規定，七
千五百萬美元($75,000,000)給Santa Monica
山脈管理委員會。

(j) 三億美元  ($300,000,000) 給野生動物保
育委員會，用於以下目的：

(1) 根據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4章（從第
1300節開始）的規定，用於保護和恢復Del 
Norte、Humboldt、Marin、Mendocino和
Sonoma郡的Sacramento、Smith、Eel和
Klamath河及其他河流，以及Carrizo平原。

( 2 )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10 . 4篇（從第
10330節開始）和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4
章第3.5條（從第1360節開始）的規定，用
於保護和恢復橡樹林地及牧場。

(3) 根據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4章（從第
1300節開始）的規定，用於獲取和恢復河岸
棲息地、候鳥棲息地、溯河漁業、濕地棲息
地和其他流域土地。

(4) 撥款可包括幫助履行州承諾的資金，實
施垂釣和狩獵法規第3篇第10章（從第2800
節開始）採納的自然社區保育計劃以及聯邦
瀕危物種法案（《美國法典》第16卷第1531
節及以下規定）採納的大型地區棲息地保育
計劃。

(5 )   從本項提供的資金中撥款一千萬美元
($10,000,000)，幫助農民將農業活動和流
域恢復與野生動物保護相互協調。優先考慮
與資源保護區建立合作關係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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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規定的撥款中，至少提供兩千萬美
元($20,000,000)用於實現如第71103.6節中
的所述的與新河流水質、公共衛生及河流公
園大道開發計劃一致的目標。

(2) 從根據本節所分配的款項中撥款一百萬
美元($1,000,000) 用於為嚴重弱勢社區提供
技術援助、外展和聯繫的Salton湖綜合流域
計劃。

(p) 五百萬美元  ($5,000,000) 給三角洲管理
委員會，用於第85280節所述的三角洲科學
計劃。

( q )   根據第 7 0 4 8 節，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給部門，用於城市溪流修複
計劃競爭性撥款。部門須分配至少65％的資
金，用於惠及弱勢社區的項目。該部門須設
法利用剩餘資金，使稱不上弱勢社區的更加
貧困的社區受益。

( r )   根據Cal i fornia Urban Forestry  Act 

California城市林業法案（公共資源法規第4
篇第2.5部分第2章（從第4799.06節開始）
的規定，向林業與消防部門撥款二千萬美元
($20,000,000)，用作城市林業項目的撥
款，這些項目能夠管理、收集或儲存雨水，
補給當地地下水供應，或透過滲透、沉積物
管理和防侵手段來改善供水或水質。

(s) 一千五百萬美元($15,000,000)給三角洲
保護委員會，作為開支、撥款和貸款，用於
透過改善公共資源法規第32301節第(f)項中
所述的三角洲遺產社區以及三角洲休閒設施
的廢水處理來提高水質的項目。資金可用於
廢水改良項目，服務於三角洲遺產社區，或
化糞池系統發生故障的三角洲遺產社區家
庭，這些系統故障會威脅到城市、農業或漁
業用途的地下水或地表水供應質量。資金還
可以用於改善和提高三角洲休閒設施廢水處

(1) 根據公共資源法規第9084節的規定，
撥 款 金 額 不 得 少 於 一 千 三 百 萬 美 元
($13,000,000)。

( 2 )   用於公共資源法規第10 . 2篇（從第
10200節開始）目的的金額不得低於三千一
百萬美元 ($31,000,000)。

(3) 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須用於流域
協調方撥款計劃。

(n) 一億美元 ($100,000,000) 給海洋保護委
員會，用於以下項目：(1) 減少流向海灘、海
灣、沿海河口和近岸生態系統的污染物數
量；(2) 保護沿海和近岸海洋資源免受海平面
上升、風暴潮、海洋酸化和相關災害的影
響，包括但不限於增強近岸海洋棲息地的恢
復能力。項目內容可包括但不限於保護或恢
復海洋保護區等海灘、沿海河口和流域、海
灣以及近海生態系統。其中，理事會至少使
用五百萬美元 ($5,000,000)，用於地方沿海
計劃海平面上升撥款計劃，支持地方沿海計
劃更新，以解決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包括海
平面上升建模、脆弱性評估和適應規劃與政
策制定。

(o) 從資金中撥款兩億美元($200,000,000) 
給自然資源機構，用於能夠實施該機構
Salton湖管理計劃的水資源項目，該計劃符
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3篇第13章第2條（從第
2940節開始）的規定，履行California須遵守
2003年法規第611、612、613和614章條
款的義務。頒布這些法規是為了促進
Quantification Settlement Agreement《量化
和解協議》的執行和實施，包括Salton湖的
恢復。自然資源機構可將這些資金用於為嚴
重弱勢社區提供生態系統恢復、空氣質量改
善和經濟復甦等多重利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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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在2028年1月1日前，本節分配的資
金沒有全額用於建立太平洋鳥類遷徙路線中
心，剩餘資金撥發給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
用於第86123節的目的。

(v) 八千萬美元($80,000,000)給州海岸管理
委員會，用於Matilija大壩的拆除、相關的堤
壩和防洪改善、供水改善、Matilija溪流和
Ventura河的相關項目，以及Ventura河流公園
大道項目。管理委員會可以把這些資金全部
或部分撥款給Ventura郡。河流公園大道項目
應優先考慮惠及弱勢社區的項目。如果州海
岸管理委員會確定，不需要全部或部分資金
就可以完成該項目，它可以分配不需要的部
分資金，用於 (f) 項的目的。

(w) 二千五百萬美元($25,000,000)撥給
California大學，用於自然保護區系統，提供
匹配資金以購買土地、建造和開發用於研究
和培訓的設施，以改善水生生態系統和自然
土地的管理以及保護California野生動植物資
源。優先考慮促進對氣候變化影響、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以及使自然系統適應氣候變化影
響的研究項目。

(x)  (1) 從Sierra  Nevada管理委員會的資金中
撥款五千萬美元($50,000,000)，在管理委
員會管轄權之內，向第86166節第(a)項定義
的合資格實體撥款，以減少野火的威脅對流
域健康造成消極影響。項目可用於減少危險
燃料，火災過後的流域恢復，增加森林抗大
火災、氣候變化和其他干擾能力的森林管理
做法，以及製定地方計劃以減少可能對流域
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野火風險。優先考慮包
含配套資金的撥款，但對於惠及弱勢社區或
經濟困難地區的撥款，可以降低和取消該優
先權。

理系統的效率和有效性。優先考慮能夠解決
公共衛生危害的項目。項目可識別、規劃、
設計和實施地區機制以整合廢水系統或提供
負擔得起的處理技術。

(t) 二千萬美元  ($20,000,000)  給公園與休
閒部門，用於用於為非機動休閒提供河道，
並出於此目的為第86166節第  (a)  項定義的
合資格實體提供撥款。優先考慮包含配套資
金的項目，以及服務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
區的項目，不管是否包含成本分攤。

(u)  (1) 二千萬美元($20,000,000)給野生動
物保育委員會，用於在Suisun沼澤附近建造
太平洋鳥類遷徙路線中心，由漁獵與野生動
物部運作。漁獵與野生動物部可以與非營利
組織簽訂合同，共同運作該中心。該中心用
於向公眾宣傳California的濕地、農田（包括
水稻）和河岸地區對水禽、濱鳥、本地植物
和動物的重要性，濕地在吸收導致氣候變化
的氣體方面的價值以及類似的教育目的。中
心的運作機構須做出特別努力，出於教育目的
把弱勢社區的民眾，尤其是學生帶到該中心。
如果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確定，不需要全部或
部分資金就可以完成該項目，它可以分配不需
要的部分資金，用於(j)項的目的。

(2)  (A) 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可以從第(1)段的
撥 款 金 額 中 拿 出 不 超 過 四 百 萬 美 元
($4,000,000)，授予以野生動物保護為主要
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從而建立信託基金，其
利息專門用於運作太平洋鳥類遷徙路線中心
並把弱勢社區的民眾帶到本中心。

(B) 經漁獵與野生動物部批准，非營利組織
可以將太平洋鳥類遷徙路線中心的運作轉讓
給另一個非營利組織。如果做出運作轉讓，
那麼信託基金須轉讓給新的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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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本地植物進行森林管理和植樹，須以
森林恢復的最佳科學為基礎，並且項目必須
實施，以保護和恢復生態價值並促進森林狀
況對野火、氣候變化和其他干擾更具抵禦
能力。

(2) 美國國家森林局土地上進行的燃料危害植
被減少活動，須整體上與Sierra Nevada流域改
善計劃的目標和現有的最佳科學一致，包括美
國國家森林局一般技術報告PSW-GTW-220（可
更新）。

86085. 根據本條獲得資金並將之用在私人
土地上的任何實體須取得私人土地協議或權
益，以確保支出的目的維持在與項目類型最
佳做法相稱的時間。

86086. (a) (1) 根據本條獲得項目資金的
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可
以使用不超過20％的資金，建立專門用於支
付該項目維護和監測費用的信託基金。

(2) 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
織如果使用本條資金獲取項目權益，並將項
目權益轉讓給另一個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
或非營利組織，那麼還須轉讓為維護項目權
益而建立的信託基金之所有權。

(3)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b)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
組織沒有根據第 (a) 項設立信託基金，那麼機
構、部落或組織應向撥款的州機構證明它可
以利用在其他情況下的可獲資金，維護進行
即將開展的項目。

(c) 信託基金利息只能用於監督項目的實施，
並維護根據本條實施的項目及其供水和水質
效益。

(d) 如果項目權益已不適用，或者地方公共機
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確定，項目權

(2) 從森林與消防保護部的資金中撥款五千
萬美元 ($50,000,000)，在Sierra Nevada管
理委員會管轄權之外的區域，向第86166節
第 (a) 項定義的合資格實體撥款，以減少會對
流域健康造成消極影響的野火的威脅。項目
可用於減少危險燃料，火災過後的流域修復
和恢復，增加森林抗大火災、氣候變化和其
他干擾能力的森林管理做法，以及製定地方
計劃以減少可能對流域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
野火風險。優先考慮包含配套資金的撥款，
但對於惠及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的撥
款，可以降低和取消該優先權。

86083. 根據本條的其他要求，按照本卷規
定支出的資金可以提供給第86166節第(a)項
定義的合資格實體。授予合資格實體的資金
可以用於州或聯邦機構所擁有土地有關的項
目。除提供給撥款計劃的資金外，也可由獲
撥資金的州立機構直接使用，以實施與本條
一致的流域改善項目。根據本條撥款時，各
機構應優先考慮包含成本分攤的申請，以及
惠及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的撥款，無論
撥款是否包括成本分攤。

86084. (a) 對於根據本條規定有資格獲
得資助的項目，項目須包括流域保護和恢
復、供水或水質效益或者與河流、溪流、
森林、草地、濕地等水資源相聯繫的生態
系統效益。

(b) (1) 根據本條撥放的資金可用於保護和
恢復森林、草地、濕地、河岸棲息地、沿海
資源和近岸海洋棲息地，用於購置土地和地
役權以保護這些資源並避免可能導致流域健
康下降的開發，並對本條全額或部分資助的
項目採取其他措施保護或改善下游供水的質
量或數量。森林恢復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減
少危險燃料，火災過後流域恢復以及使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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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目標是控制和根除入侵植物，恢復河岸棲
息地、草地和濕地，以及其他改善土地水流
並減少入侵植物物種用水的項目。

86096.  根據本條規定有資格獲得資助的項
目須具有供水或水質效益或兩者兼而有之。
只有在申請人保證入侵植物被清除的土地可
以繼續維持的情況下，針對清除入侵植物以
提高供水的項目才能獲得資金。

86097.  (a)  (1)根據本條規定獲得資金的地
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可以
使用不超過百分之20的資金，建立專門用於
支付受資助項目維護和監測費用的信託基金。

(2) 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
織如果使用本篇資金開展項目且無法繼續維
持該項目，則須將信託基金所有權轉讓給另
一個願意且能夠維護該項目的公共機構、印
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

(3)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b)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
組織沒有根據第(a)項設立信託基金，那麼機
構、部落或組織應向撥款的州機構證明它可
以維持項目保持良好狀態。

(c) 根據本節提供資金而創立的信託基金利息
只能用於維護根據本條實施的項目及其供水
和水質效益。

(d) 如果項目權益已不適用，或者地方公共機
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確定，項目權
益無法實現本條資金所針對的用途，那麼信
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利息都撥給且退回給
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返還的資金只能用於
本條授權的項目。

86098.    實施本條的規定時，野生動物保育
委員會可以提供獎勵，以鼓勵土地所有者在

益無法實現本條資金所針對的用途，那麼信
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利息都撥給且退回給
提供資金的機構。返還給該機構的資金只能
用於本條規定的項目。

86087.  根據本條分配的資金可授予合資格
的申請人，用於符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
6.5章（從第1650節開始）的單個或多個小
型項目，無論該章是否仍然有效。

86088.  在2019年4月30日之前，自然資源
機構須把撥款批准指導方針規定推薦給根據
本條獲得撥款的每個州機構，以確保指導方
針適當一致。每個機構在採納各自的指導方
針時，必須考慮自然資源機構的各項建議。

86089.  根據本條規定獲得資金的機構應優
先考慮惠及California本地野生動物、鳥類和
魚類的項目。

第2條.  針對供水改善的土地和水資源管理 

86090.  從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的資金中撥
款一億美元 ( $ 100 , 000 , 000 )，用於向
第86166節第  (a)  項定義的合資格實體提供
競爭性撥款，以提高公共和私人牧場、荒
地、草地、濕地、河岸地區和水域的質量，
目的是增加這些土地的地下水補給和供水，
並實現改善水質同時保護和恢復生態價值。

86091.  根據本條分配的資金可授予合資格
的申請人，用於符合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
6.5章（從第1650節開始）的單個或多個小
型項目，無論該章是否仍然有效。

86094.  根據本條規定撥款時，野生動物保
育委員會須最優先考慮以下項目：

(a) 最具成本效益地提供改良供水或水質，並
給魚類和野生動物最大的利益。

(b) 包含配套資金。

(c) 惠及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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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聯邦墾務局、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
管理局和國家海洋漁業局等，製定了恢復
Central Valley本地魚類和漁業棲息地的政策和
計劃，但這些政策和計劃並未得到充分資金。

(e) 許多州和聯邦法律要求恢復Central Valley
本地魚類數量和漁業棲息地，但尚未得到充
足資金用於執行這些法律的要求。

(f) 從自然資源機構的資金中撥款四億美元
($400,000,000)，用於恢復Central Valley本
地魚類數量和漁業棲息地。

(1)  (A) 自然資源機構書記官任命Central 

Valley漁業諮詢委員會，其代表來自Central 
Valley鮭魚棲息地合資公司、適當的地方、州
和聯邦魚類和水資源管理等機構、非營利組
織、商業捕魚組織、大學、地方機構、具備
相關科學專業知識的印第安部落，包括來自
上游流域的代表。委員會應就按照本條規定
撥發的資金之年度開支為書記官提供建議。
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徵求項目並指導項目的
創建，由書記官來批准。

(B) 委員會須和地方政府與水務局、印第安
部落和非營利組織等每個Central Valley流域
的代表密切合作，以制定最適合流域條件並
滿足本節其他要求的項目。

(C) 在提議項目時，委員會應考慮到將來受
益的魚類其整個生命週期，以及流域內每個
項目的影響與其他流域項目的相互作用。委員
會還應考慮由於流域健康不佳導致的不良影
響，包括嚴重的野火和樹木的大範圍死亡。

(2) 根據本節資助的項目應增加自我維持的本
地魚類數量，或促使現有魚類種群在未來實
現自我維持，同時使繼續運作該項目的支出
要求降到最低。資金不得用於魚苗孵化場。

私人的土地上採取保育措施或使用自願的棲
息地信用交換機制。

86099.  在根據本節規定提供的撥款中，至
少有百分之10應撥給為弱勢社區提供直接利
益的項目。這些利益可包括改善牧場以及其
他利益。這些項目可包括向弱勢社區提供技
術援助、外展和聯繫。

第3條.  保育隊

86105.  從California保育隊的資金中撥款四
千萬美元($40,000,000)，用於保護、恢復
和改善林地、草地、濕地、叢林、河岸棲息
地等流域土地健康的項目。項目可包括但不
限於公共土地上的區域和社區燃料危害植被
減少項目、入侵物種清除以及溪流、河流和
河岸恢復項目。California保育隊應根據本節
規定，分配至少百分之50的資金用於向經認
證的地方保護隊撥款。項目應改善水質，提
高供水可靠性，或改善河岸或流域健康。項
目應與非營利組織或公共機構協調進行。

第4條.  Central Valley漁業恢復

86106.  (a) California民眾發現並聲明保護、
恢復和增強Central Valley的溯河鮭魚等本地魚
類數量，對於California州的生態和經濟健康
十分必要。

(b) 魚類既需要合適的棲息地，又需要河流及
其支流保持適當的流速。

(c) 由於州委員會確定了恢復Central Valley本
地魚類數量和漁場所需水流量，因此州委員
會須注意本條提供的資金以及由此實施的魚
類棲息地恢復。

(d) 許多州立和聯邦部門，包括漁獵與野生動
物部、三角洲管理委員會、三角洲管理委員
會、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Central Valley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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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amento山谷鮭魚恢復能力戰略（由自然
資源機構於2017年6月發佈，並可能進行修
訂）擬議行動、國家海洋漁業局發佈的
California  Central  Valley三文魚和硬頭鱒恢復
計劃和經兩者採納的其他類似戰略的項目。

(h) 根據本節規定撥款中，至少提供三千五百
萬美元 ($35,000,000) 用於恢復河川和溪流
以支持漁場和野生動物的項目，包括但不限
於California河岸棲息地保護計劃（垂釣和狩
獵法規第2篇第4.1章（從第1385節開始））
規定的重連河流與其洪氾平原，恢復河岸和
旁道棲息地，以及恢復和保護對魚類和野生
動物資源非常重要的上層流域森林和草地系
統。第79738節第 (f) 項的規定適用於本項。
應優先考慮受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公部門或
私部門或兩者兼有的合作支持，使用基於科
學的方法和可測量的目標來指導如何確立、
設計和實施有利鮭魚與北美鱒魚的地區措施
的項目。

( i )   本節規定的撥款應提供五百萬美元
($5,000,000) 用於援助 Central Valley鮭魚棲
息地合作關係實施計劃。

(j) 如果仍然需要額外資金完成大壩的拆除，
那麼書記官應優先考慮Tuolumne河的Dennett
大壩拆除。

(k) 根據本條獲得資金的地方公共機構、印第
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不超過百分之20
的資金，建立信託基金，其收入專門用於支付
或幫助支付受資助項目的維護和監測費用。

(1)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
利組織不能維持和監測該項目，那麼就可以
在自然資源機構書記官的批准下，把信託基
金的所有權轉讓給另一個地方公共機構、印
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

(3 )   委員會應優先考慮提供多重利益的項
目，包括改善洪水管理，改善水質，改善供
水，加強地下水可持續性，含水層修復，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改善本地魚類及其棲
息地的條件。委員會還應優先考慮可融入現
有流動制度並在各種流動條件下提供多種類
利益的項目。委員會還應優先考慮與
California本地魚類恢復計劃和恢復力策略一
致的項目。

(4) 支出應用於資本支出項目，如保護地役
權、衡量項目影響所需的水資源測量、恢復
或加強洪氾區擴建等漁業棲息地的項目、魚
類重新引入其歷史棲息地、提高魚類遷徙機
會、產卵和養殖棲息地的創建或增強等項
目。作為漁業增強項目一部分的土地購買和
地役權必須來自於自願賣方。項目成本包括
規劃、環境審查、減輕項目影響和許可的成
本。優先考慮為成年魚和幼魚提供進入或通
過農田或漫灘棲息地的項目，從而提供更好
的幼魚養殖和食物生產機會。

(5) 自然資源機構書記官可以從本節授權的資
金中拿出不超過一千萬美元($10,000,000) 
作為一項或多項資本支出和相關的計劃撥
款，提供給高等教育機構，用於可改善這些
機構、部門漁獵與野生動物部和州委員會等
其他州立機構之間進行科學和技術協調、溝
通和培訓的設施，以確保生態系統和漁業科
學與管理的發展成果在整個高等教育機構和
州政府機構中得到有效部署和利用。

(g) 根據委員會的建議，自然資源機構書記官
可以向任何州立或地方機構、印第安部落和
非營利組織撥款，以實施本節的目的。書記
官應優先考慮包含配套資金的項目，由地方
機構作為牽頭機構的項目，以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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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11.  (a) 根據第10721節第(k)項規定，
第86110節授權的資金中拿出六億四千萬美
元($640,000,000)用作撥款，提供給實施地
下水可持續性計劃的地下水可持續性機構，
用作以下目的：

(1) 地下水供給和存儲項目，包括但不限於
從自願賣方那裡購置土地和獲得地下水抽水
經費、可行性研究和環境合規等設施規劃、
分配系統和監測設施。根據本節規定發放的
撥款不得超過二千萬美元 ($20,000,000)。

(2) 根據第6篇第2.74部分（從第10720節開
始）規定實施地下水可持續性計劃的項目。
符合資助條件的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可行性
研究、環境合規、用於為特定項目開發地下
水用途和可持續性產量的工程作業、井用測
量和創新性決策支持工具。

(3) 評估和解決海水入侵，包括與氣候變化
有關的未來影響的項目。

(4) 根據第10721節第 (k) 項規定，提供給地
下水可持續性機構用於制定地下水可持續性
計劃的配套撥款。撥款不得超過一百萬美元
($1,000,000)，任何地下水可持續性機構只
能獲得一項撥款。

( b )   在本節授權的資金中提供五百萬美元
($5,000,000) 用於研究，以指導根據本節規
定開展的投資。研究活動可包括但不限於地
球物理調查、系統級建模和分析、適用於地
方決策的新方法和新工具的開發、新型補給
方法的跨部門經濟政策分析以及開發可以顯
著增強地下水補給和適合用途的水處理和再
利用的新方法。

(c) 該部門可從本節授權的資金中撥出不超過
一千萬美元($10,000,000)，用於開發公眾

(2)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3)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
利組織沒有根據第(1)段設立信託基金，那麼
機構、部落或組織應向自然資源機構的書記
官證明，它可以利用在其他情況下的可獲資
金，對項目進行維護。

(4) 如果整個和部分項目無法維持或已不適
用，那麼信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利息都撥
給自然資源機構。返還給該機構的資金只能
用於本條規定的項目。

(I)  從根據本節規定給予自然資源機構的撥款
中向漁獵與野生動物部撥款七百萬美元
($7,000,000)，用於與Orovil le大壩下的
Feather河上游有關的本地魚類恢復項目，
用於礫石修復、河床恢復和鮭魚棲息地恢復
項目。

第7章. 地下水可持續發展和儲存

86110.  (a)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六億七千五
百萬美元($675,000,000)，用於與第6篇第
2.74部分（從第10720節開始）一致、支持
可持續地下水管理的項目和計劃。這些資金
將用作競爭性撥款，透過實施地下水可持續
性計劃和實施保護、加強或改善地下水供應
的項目，推進可持續的地下水管理。根據本
段提供的所有撥款中，至少將10％撥給其地
下水流域構成弱勢社區之基礎的地下水可持
續性機構。

( b )   從州委員會的資金中撥款一千萬美元
($10,000,000)，由可持續水資源解決方案
辦公室使用，為小型和弱勢社區實施多學科
技術援助計劃，支持弱勢社區和公眾與地下
水可持續性機構建立聯繫以及參與製定和實
施地下水可持續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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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無法實現本章資金所針對的用途，那麼
信託基金和任何未耗盡的利息都撥給提供資
金的機構。返還給該機構的資金只能用於本
章規定的項目。

86112.  (a) 部門應優先考慮提供本章規定
的資金撥給以下事項，這些事項同等重要：

(1 )   部門定為是嚴重透支流域的地下水流
域、有可能嚴重透支的地下水流域，以及地
表水和地下水相互連接的地下水流域。

(2) 地下水流域經文件證明存在水質問題、
地面沉降、對地表水流或依賴地下的水生態
系統有影響或第10721節第 (x) 項定義的其他
不良結果。

(3) 保護州立公園和野生動物區等重要州屬
資源的地下水流域。

(4) 支持使用水質可以接受的洪水來補給地
下水流域的項目。這一創新的多重利益概念
匯集了四個重要的California水資源管理目
標：減少洪水危害、可持續地下水管理、生
態系統恢復和供水可靠性。

(A) 項目可包括對水庫的洪水和保護性儲水
運作進行適應性修改，修改現有水庫的洩洪
道設施，淹沒新的或擴建的洪水旁路或臨時
洪水儲存土地區域，在休耕或休眠季節向農
田灌溉洪水，或提高現有的地下水補給設施
的使用。

(B) 項目可包括使用洪水來補給地下水的項
目，其同時具有降低洪水災害和實現地下水
可持續的益處。

(C) 有助於減少洪水災害和實現地下水可持
續性的項目。生態系統恢復與供水效益也可
以支持項目的可行性。

可以使用的決策支持工具，以協助地下水可
持續性機構進行飲用水水質分析，包括開發
和評估可持續產量、不良結果、可衡量的目
標和其他要求的目標。決策支持工具還應支
持脆弱性評估，以幫助確定可能面臨供水或
污染挑戰的社區。這些工具應該可用於乾旱
脆弱性評估等其他工作，並應與州委員會的
用水人權指標相關聯。

(d) 部門可以從本節授權的資金中拿出不超過
五百萬美元($5,000,000)作為一項或多項資
本支出和相關的計劃撥款，提供給高等教育
機構，可改善這些機構和國務院之間溝通和
協調的設施，以確保地下水科學和管理的發
展成果在整個高等教育機構和州政府機構中
得到有效部署和利用。

(e) 根據本節獲得資金的地方公共機構、印第
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不超過百分之
20的資金，建立信託基金，專門用於支付或
幫助該機構或組織根據本節所得土地權益之
維護和監測費用。

(1) 使用本節資金獲取土地權益的地方公共
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如果決定將
土地權益轉讓給另一個公共機構、印第安部
落或非營利組織，那麼還須轉讓為維護土地
權益而建立的信託基金之所有權。

(2)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3) 如果地方公共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
利組織沒有根據本項設立信託基金，那麼機
構、部落或組織應向撥款的州機構證明它可
以對在其他情況下可獲資金所獲得的土地進
行維護。

(4) 如果土地權益已不適用，或者地方公共
機構、印地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確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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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根據本章的規定進行撥款時，必須要求
地方分攤至少百分之50的項目總成本。直接
惠及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的項目部分，或
以恢復依賴地下水的生態系統為主要效益的項
目，可以免除或降低費用分攤要求。

(f) 除非漁獵與野生動物部證明項目而對魚
類或野生動物造成的傷害將得到緩解，確保
任何潛在影響都會低於顯著水平，否則不得
撥款。

(g) 合資格的項目可包括提高渠道和滲透能力
等基礎設施的改善。

86113.  (a) 對於本節而言，「行政區」是
指Borrego水利行政區。

(b) 從第86110節的撥款中拿出三千五百萬
美元($35,000,000)作為撥款提供給行政區，
用於以下計劃：

(1) 根據《可持續地下水管理法案》（第6篇
第2.74部分（從第10720節開始））的規定，
收購土地，並為減少地下水抽取而從自願賣方
那裡獲取抽取地下水權利，使Borrego河谷地
下水流域的Borrego Springs亞流域邊界內的地
下水抽取達到可長期持續的水平。購置的土地
可以轉讓給公園與休閒部門、非營利組織和另
一個公共機構在今後進行管理。

(2) 水資源終端使用效率，包括城市和農業
節水以及高爾夫球場等休閒設施節水等。

(3) 根據本節購置的土地的恢復。

(4)   針對地下水流域補給和再利用的雨水
收集。

(5) 其他實施《可持續地下水管理法案》的
行政區項目。

(b)   部門可以從第86110節的撥款中拿出
一千萬美元($10,000,000)，用於以下目的：

(1) 評估全州範圍內使用洪水補給的可能性，
按照洪水災害減少和地下水可持續性的需
求，對根據在本州的遠近和輸水連接所確定
的各個地點進行排序。

(2) 完成優先地點的試點研究，以展示潛在
的水資源管理創新，減少洪水災害和促進地
下水補給。

(3) 確定並展示分析工具和水資源管理創新
技術的使用，以支持可用洪水的開發和地下
水流域的補給。

(4) 開發地下水補給效益經濟貨幣化的技術。

(5) 展示部門的氣候變化方法在供水和洪水管
理中的應用。

(6) 為地下水可持續性和地方洪水管理機構
提供技術援助，並與州和聯邦洪水機構相互
協調。

(c) 部門進行撥款時須考慮下列標準：

(1) 項目是否可能防止或糾正因地下水使用
而產生的不良後果。

(2) 項目是否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下水儲
存、可靠性、補給或聯合使用。

(3) 項目是否可能支持可持續的地下水管理。

(4) 該項目實現Sustainable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ct《可持續地下水管理法案》
（第6篇第2.74部分（從第10720節開始））
目標的年度成本效益。

(d) 第86166節第  (a) 項定義的地下水可持續
性機構等合資格實體有資格獲得撥款。優先
考慮實施《可持續地下水管理法案》的地方
機構。



擬議法律正文 | 39

擬議法律正文 第3號提議（續）

3

金所針對的用途，那麼信託基金和任何未耗
盡的利息都撥給該行政區。返還給該行政區
的資金只能用於本章規定的項目。

(f) 行政區不需要用來執行本節所述計劃的任
何資金可由該行政區撥予非營利組織或公園
與休閒部門，以購置Anza-Borrego沙漠州立
公園鄰近或就近的土地，防止開發或灌溉可
能影響公園地下水資源的土地。這些土地可
以位於行政區邊界的內部或外部，但必須位
於Borrego河谷地下水流域的Borrego  Springs
亞流域的邊界內，該亞流域是B o r r e g o 

Springs社區和公園遊客所有飲用水的水源。
土地可用作野生動物棲息地。

(g) 行政區可撥款給非營利組織，以實施本節
授權的全部或部分計劃。

第8章. 野生動物用水、太平洋鳥類遷徙路
線恢復和動態棲息地管理。

86120.  從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的資金中
（本節下文簡稱「委員會」）撥款三億美元
($300,000,000)，用於從自願賣方那裡獲取
水資源和獲得儲存和交付權，改善溪流、河
流、野生動物保護區、濕地棲息地和河口的
魚類和野生動物的環境。應優先考慮達到
(Federal Central Valley Project Improvement

Act)聯邦Central Valley項目改進法案的供水目
標（公共法律102-575第34編）。如果委員
會確定水權的購置、長期租賃或轉讓有利於
野生動物保護，則可安排此類行動。如果委
員會發現銷售、轉讓或儲存水資源或儲存權
不會對魚類和野生動物造成傷害，那麼委員
會可以進行出售、轉讓或儲存。委員會在其
不需要將水資源用於魚類和野生動物用途的
年份，可以暫時出售或租賃水權或交付權。

(c)  (1) 本節的實施不需要行政區分攤成本。
此舉正當合理，因為Borrego Springs社區是
一個嚴重弱勢社區，同時因為過度抽取地下
水會影響Anza-Borrego沙漠州立公園的重要
資源，公園每年500,000名的遊客量為該地
區貢獻了四千萬美元 ($  40,000,000)，並且
提供了600個就業崗位。

(2) 根據第 (b) 項第 (2) 段和第 (4) 段進行撥
款時，行政區可要求受益方分攤成本。

(d) 作為這項撥款的條件，行政區必須同意以
下兩項：

(1) 實施議案以確保目前沒有灌溉的土地在將
來不會灌溉，而目前灌溉的土地在將來不會
更加集中地灌溉。

(2) 需要新的發展來支付行政區所產生的所
有購水成本以及行政區開展的水資源項目的
所有成本，以適應該發展。

(e)  (1) 根據本章獲得資金來獲取土地權益的
行政區或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不超過百分之
20的資金，建立專門用於幫助支付該土地權
益維護、監測和恢復費用的信託基金。

(2) 行政區或非營利組織如果使用本章資金
獲取土地權益，並將土地權益轉讓給另一個
公共機構或非營利組織，那麼還須轉讓為維
護土地權益而建立的信託基金之所有權。

(3) 本項不適用於州機構。

(4) 如果行政區或非營利組織沒有根據本項
設立信託基金，那麼該機構或組織應向部門
證明它可以對在其他情況下可獲資金所獲得
的土地進行維護。

(5) 如果土地權益已不適用，或者行政區或
非營利組織確定，土地權益無法實現本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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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從本節的撥款中支出不超過一億美元
($100,000,000)作為配套撥款向地方機構提
供，用於資本支出項目，以實施改善魚類遷
徙機會的計劃，並恢復洄游鮭魚的棲息地，
特別是春季鮭魚的育苗飼養棲息地，這些棲
息地位於Sacramento山谷有大壩阻塞主幹的
河流之上。

( c )   從本節的撥款中支出至少一億美元
($100,000,000)在Sacramento河、San 
Joaquin河及其支流、三角洲安裝魚屏，以從
水源入口篩選溯河魚類。優先考慮Sacramento
山谷鮭魚恢復能力戰略（由自然資源機構於
2017年6月發佈，並可進行修訂）中確定為優
先級的項目。

86123.  (a) 從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的資金
中撥款兩億八千萬美元 ($280,000,000)，用
於透過棲息地獲取、地役權、恢復等保護候
鳥的項目，並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和野生動物
棲息地供水，以實現Central Valley合資企業實
施計劃中確定的目的（可做修改）包括：

(1) 實施本節、可能包括對私人土地保護行
動的項目。

(2) 保護和恢復Sacramento河流域的河岸和
濕地棲息地。

(3) 保護和恢復San  Joaquin河與Tulare河流域
的河岸和濕地棲息地。

( b )   從本節的撥款中將四千萬美元 
($40,000,000)  存入根據垂釣和狩獵法規第
3467節規定所創建的California水禽棲息地保
護帳戶，以實施垂釣和狩獵法規第4篇第1部
分第2章第7條（從第3460節開始）規定的
California水禽棲息地計劃，以及漁獵與野生
動物部的California土地所有者獎勵計劃、野

儘管有政府法典第13340節規定，但是根據
本節進行的任何水資源銷售的收入，不管是
哪個財政年度，都要直接撥給委員會。委員
會須將出售、租賃或轉讓水權或交付權的收
入用於實現本節授權的保護目的。使用根據
本章規定所支出的資金來獲取的水資源只能
用於提供漁業、野生動物或生態系統效益的
項目。

86121.  (a) 從漁獵與野生動物部的資金中
撥款五千萬美元($50,000,000)，用於為私
人土地的魚類和野生動物改善供水和水質條
件。漁獵與野生動物部可以提供獎勵，以鼓
勵土地所有者在私人土地上採取保育行動或
使用自願的棲息地信用交換機制。這種激勵
的設計應適當靈活，應對魚類和野生動物所
需水量的高度變化。

(b) 漁獵與野生動物部應使用本節提供的部分
資金，制定計劃性授權，目的是為了加快批
准棲息地恢復和水質改善項目，因為垂釣和
狩獵法規第2篇第6.5章（從第1650節開始）
未涵蓋該項目，以及為了實施本章。

86122.  (a) 從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的資金
中撥款三億美元 ($300,000,000)，用於沿海
和Central Valley鮭魚和硬頭鱒漁業恢復項目。
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應優先考慮對於垂釣和
狩獵法規第3篇第1.5章(開始於第2050節))
California瀕危物種法案或聯邦的瀕危物種法
案(《美國法典》第16卷第1531節及以下規
定)所列的鮭魚和硬頭鱒物種，有助於這些物
種恢復的項目，以加強商業和休閒型鮭魚漁
業，並實現垂釣和狩獵法規第6篇第1部分第
8章(開始於第6900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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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標的項目或計劃。該機構將成為供水和
節水項目的受讓人。Sacramento市代表水資
源論壇，成為環境保護、水溫研究和棲息地
恢復項目的受讓人。

(c) 一整套項目的總經費不得超過項目總成本
的百分之50。

(d) 根據本節撥放的資金不得用於建造新的地
表貯藏庫或增加現有水庫的高度。

第9章. 灣區區域水資源可靠性

86125.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兩億五千萬美元
($250,000,000)，由撥予統稱為灣區區域可
靠性合作關係 (BARR)  的八個水務局，用於
擴大地表水儲存效益的新設施，在以下任何
領域實現區域效益：乾旱供水可靠性、飲用
水水質和緊急儲存，San  Francisco灣區區域
可靠性乾旱應變計劃包含的最終減緩項目清
單中對此作出了一般性描述。除非BARR合作
關係的治理結構在撥款時已經成型，從而有
資格直接獲得資金，否則Contra  Costa水務區
可以作為代表來獲取撥款。San  Francisco灣
區區域可靠性乾旱應變計劃將確定並指定一
個或任何所列項目的資金，但任何單個項目
所確定的金額不得超過項目總成本的50％。
根據本節撥放的資金不得用於建造新的地表
貯藏庫或增加現有水庫的高度。

第10章.  改善輸水與節水

86126.  儘管乾旱已經緩解，但整個州的許
多地區仍然能感受到乾旱的影響，包括San 
Joaqu in河谷。限制從Sac ramento -San 

Joaquin三角洲抽水的法律要求進一步加劇了
乾旱條件對水資源用戶的影響。乾旱以及抽
水限制的後果之一是地下水抽水的顯著增
加，將其作為替代地表水供應的手段。地下

生動物保育委員會的永久性濕地地役權計
劃，在休耕土地上建立或加強水禽築巢和其
他野生動物棲息地掩蔽處，包括第1018節授
權的項目。

( c )   從本節的撥款中將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存入根據垂釣和狩獵法規第
1572節創建、由漁獵與野生動物部管理的增
強休閒共享棲息地聯盟  (Shared  Habitat

Alliance  for  Recreational  Enhancement, 

SHARE)  帳戶，旨在透過與私人土地所有者
的自願協議向公眾提供狩獵和其他依賴野生
動物的休閒機會。

(d) 從本節的撥款中支出至少一億一千萬美元
($110,000,000)，向野生動物保護區和相關
基礎設施項目採購和運送水資源，以完全符
合聯邦Central Valley項目改進法案的供水目
標（公共法律102-575第34編）第3406節第
(d) 項的條款。

第8.6章. SACRAMENTO區域水資源可靠性和 
棲息地保護

86124.  (a)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撥予區域水務局和代表
Sacramento地區水資源論壇的Sacramento
市，用於與水資源論壇協議同等目標一致的
項目。合資格的項目包括實現以下目的的設
施、研究和其他行動：改善美國河下游的流
量與溫度條件以及棲息地，提高用水效率和
節水，或改善地表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整合，
從而為乾旱年份供水的可靠性做準備。

(b) 區域水務局和水資源論壇應共同制定和批
准獲得撥款資助的研究、項目或計劃。最優
先考慮如何改善美國河下游水溫條件，考慮
有助於水資源論壇之改善供水和保護環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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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OROVILLE大壩防洪安全

86131.  Oroville大壩為Sacramento河谷提
供防洪用途。將Oroville大壩防洪列入項目並
不是從Oroville大壩獲得用水的公共水務局之
義務。由聯邦政府支付Oroville大壩的防洪
功能。

8 6 1 3 2 .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兩億美元
($200,000,000)，用於修復和重建Oroville大
壩的洩洪道。

86133.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二千一百萬美元
($21,000,000)。與Sutter  Butte防洪機構協
調，花費一千五百萬美元($15,000,000)，用
於在Live Oak和Verona之間進行Feather河沉積
物管理和清除。從這些資金中向Sutter Butte
防洪機構撥款六百萬美元  ($6,000,000)，用
於Oroville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洪水衰減項目，
提供下游防洪減災和生態系統恢復。

86134 .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一百萬美元
($1,000,000)，作為Bu  tte縣的撥款，用於與
緊急服務辦公室標準化應急管理系統
(Standardiz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SEMS) 一致的資本支出項目和應急準備協調和
通訊設備。

第12章. 總則

86151.  (a) 在涉及自願棲息地恢復、水質
改善和多重利益洪氾區恢復的項目中，管理
本篇規定的每個機構應鼓勵機構間協調，並
製定和利用有效的項目批准和許可機制，包
括但不限於垂釣和狩獵法規第2篇第6.5章的
規定（從第1650節開始）（無論該章是否仍
然有效）和自願棲息地恢復的計劃許可，以
避免項目延誤並最大限度地利用項目實施所
花費的金額。

水抽水量的增加會降低地下水位，反過來導
致水井乾涸以及土地下沉，San  Joaquin河谷
的東側更是如此。Friant Kern運河提供消耗用
水和地下水補給的輸水能力已經喪失了百分
之60。除非運輸能力得到恢復和提高，否則
沉降將繼續惡化，並且主要依靠地下水為其
居民提供服務的弱勢社區等地方社區將繼續
遭受不利影響。這項州投資將帶來重大的公
共利益，包括避免失業率增加、穩定地下水
以及確保California的食品供應更加穩定。

86127.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七億五千萬美元
($750,000,000)，撥予Friant水務局，用於
恢復和增加Madera運河和Friant-Kern運河的
輸水能力等輸水資本改善，從而增加地下水
補給，改善輸水和洪水利用，以及用於節
水。利用本段提供的資金所進行的改善應根
據州和聯邦適用法律與合同來實現。

86128 .   從自然資源機構的資金中撥款
一億美元($100,000,000)，對和解協議第11
段定義的項目之行動進行支持，以恢復垂釣
和狩獵法規第2080.2節中提到的San Joaquin
河。在可能產生支出之前，協議和解方需要
就具體開展的項目正式達成同意。

86129.  從Barker Slough向North Bay渡槽引
水對列入保護範圍的魚類產生了不利影響，
並且也對大型城區的水質產生了不利影響。
把North  Bay渡槽的引水轉移到Sacramento河
將帶來多重公共利益。

86130 .   從部門資金中撥款五百萬美元
($5,000,000)，實施計劃將引水從Sacramento
河轉移到North Bay渡槽，以減少對列入保護
範圍的魚類的不利影響，並為渡槽提供更高
質量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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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目由第86166節第 (a) 項定義的弱勢社
區或合資格實體支持、或將裨益弱勢社區。

(2 )   對該項目的撥款金額少於一百萬美元
($1,000,000)。

(j) 合資格的撥款包括聯邦管理及預算辦公
室指南所定義的間接費用以及合理的經常
費用。

(k) 獲得指定用於特定計劃之資金的機構或受
讓人應透過為遵守現行的州法律法規和本篇
要求所需的最少程序，加快支出或轉移這些
資金。本篇的目的是，資金的支出或轉移應
該是有效的、具有成本效益的且迅速完成
的，並且通常應在接收方為所請求的資金作
資格證明起的90天內發生。

86152.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各機構應量
化因其按照本篇進行的擬議支出而產生的人
類和環境用水量。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各
機構應量化因其按照本篇進行的擬議支出而
產生的人類和環境用水所帶來的水質改善。

86153.  在符合該部門其他規定的範圍內，
根據本篇規定撥款的全部州機構應公平地分
配資金，用於整個州的合資格項目，包括南
California和北California、沿海和內陸地區以
及Sierra和Cascade山麓和山區。

86154.  申請本篇規定的撥款的申請人應說
明撥款提案是否符合當地的綜合區域水資源管
理計劃（如果有的話）。但是，與綜合區域水
資源管理計劃的一致性不得作為任何撥款的條
件，並且如果撥款提議與綜合區域水資源管理
計劃不一致，也不得降低其優先權。

86155.  (a) 儘管有本篇的其他規定，但地
方公共機構如果人口少於100,000且家庭收
入中位數低於州家庭平均收入的百分之

(b) 以透過購買、地役權、修復等項目保護候
鳥為主要目的的項目應符合包括California部
分地區的聯邦候鳥合資企業合作關係所制定
的計劃和建議。

(c) 任何根據本篇為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
提供資金的機構，可以提供資金以協助這些
社區申請該資金，包括技術和撥款申請協
助。這些資金可以提供給協助這些社區的非
營利組織和地方公共機構。

(d) 根據本篇獲得資金的任何機構可根據公共
資源法規第9003節，就資源保護區服務簽訂
合同。

(e) 機構可以將不超過項目總成本百分之25
的實物捐款看作成本分攤的一部分。機構可
以將廉價銷售中捐贈土地的價值看作成本分
攤的一部分。

(f) 考慮土地購置提議的機構還應考慮擬議的
土地最終所有者是否有能力在保持土地購買
價值的情況下維持土地，並預防因土地管理
不善而在鄰近土地上出現任何問題。

(g) 根據本節設立的信託基金應根據Probate 
Code《遺囑檢驗法典》第9篇Uniform  Prudent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al Funds Act《機構
資金統一管理法案》（第7部分（從第18501
節開始））的要求進行管理。

(h) 以透過購買、地役權、修復或其他項目保
護河岸棲息地為主要目的的項目應考慮
California河岸棲息地保護計劃根據垂釣和狩
獵法規第2篇第4.1章（從第1385節開始）所
制定的計劃和建議。

(i) 管理機構應為符合以下兩個標準的項目預
先支付50％的撥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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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許可證和計劃檢查費用以及與建設管理相
關的合理行政和間接項目費用與成本應視為
建設成本的一部分。分配給項目規劃和設計
的項目費用，以及直接和間接管理費用應在
項目預算中單獨列為項目。

86159.  儘管有政府法典第16727節的規
定，根據第6章（從第86080節開始）和第8
章（從第86120節開始）規定提供的資金可
以作為非營利組織的撥款和貸款，償還《金
融法典》第22064節所述、與這些章節目的
一致的項目的融資。

86160. 分配給本篇任何州機構的資金中，可
以使用總共不超過百分之5的金額，支付本篇
規定的計劃和項目的管理費。

86161.  (a) 應按照與州委員會管理的地表
水監測數據系統或地下水監測數據系統兼容
和一致的方式，收集水質監測數據並報告給
州委員會，與第6篇第4.9部分（從第12400
節開始）一致。應按照與州資源保護部管理
的全州流域計劃兼容和一致的方式，向州資
源保護部收集和報告流域監測數據。

(b) 根據本篇提供撥款或貸款的州機構可包
括符合地方、州和聯邦許可等要求的具體
支出。

(c) 除了本篇規定的其他金額外，為本篇資助
的每個計劃所分配的資金中，還可以使用不
超過1％的金額，用於研究如何改善供水、與
水有關的棲息地以及與該計劃相關的水質。

86162.  (a) 在根據本篇撥款或貸款之前，
每個從本篇提供的資金中獲得撥款以管理本
篇撥款或貸款計劃的州機構應制定並採納項
目徵集和評估指導方針。指導方針應包括監
督和報告要求，並可能包括對頒發的讓與人

100，則需要提供不超過百分之35的配套資
金，作為完全在其管轄權內的項目的撥款。
如果州機構確定，要求地方公共機構等到項
目完成才得到付款會導致項目無法實施，那
麼向這些地方公共機構提供撥款的州機構可
以在項目部分建設之前提供資金。

(b) 本節中沒有任何內容禁止州機構向不需
要分攤費用的弱勢社區或經濟困難地區提供
撥款。

86156.  根據本篇償還的任何貸款，包括利
息支付和利息收入等，存入基金並且僅用於
授權貸款的章節。

86157.  (a) 獲得本篇撥款的每個州機構負
責制定成功指標，並在州債券問責網站上報
告項目進展和資金的所有使用情況。

(b )   獲得本篇撥款的每個州機構須做以下
事項：

(1) 評估本篇所資助項目的成果。

(2) 在第86003節規定的機構報告中加入第
(a) 項所述的評估。

(3) 使資金的受讓人負責按時在能力範圍內
完成本篇資助的項目。

86158.  (a) 對於州機構根據本篇開展的項
目，可以從本篇資助的每個計劃所分配到的
資金中支出不超過百分之10，用於項目之成
功設計、遴選和實施及利益核實所需的規
劃、監測和報告。根據本篇獲得項目撥款的
合資格實體也可以獲得足夠的資金，用於項
目之成功設計、遴選和實施所需的規劃、監
測和報告。本節不得以其他方式限制某機構
通常用於資本支出項目或撥款項目部分所定
義的「初步規劃」、「設計圖」和「建造」
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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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本篇授權的資金的撥款和開支中，優先
考慮利用私人、聯邦或者地方基金的項目或
者產生最大公共利益的項目。根據本篇規定
獲得資金的所有州機構應儘可能最大程度地
利用這些資金，但各機構應考慮到小型公共
機構以及尋求使弱勢社區和經濟困難地區受
益的機構其有限的成本分攤能力。

(c) 受資助的項目應推進為項目提供資金的章
或條的目的。

(d) 根據本篇製定水資源決策時，州和地方機
構將使用現有的最佳科學來為這些決策提供
資訊。

(e)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由本篇提供資金所
支持的項目將包含告知公眾該項目從《2018
年供水和水質法案》獲得資金的標識。

(f) 在可行的範圍內，由本篇收入資助的項目
應推進與政府法典第65041.1節規定一致的
州規劃優先事項，以及與政府法典第65080
節第 (b) 項第 (2) 段第 (B) 小段一致的可持續
社區戰略。

(g) 在可行的範圍內，本篇所包括的私人土地
流域目標應透過使用保育地役權和自願土地
所有者參與來實現，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根據
公共資源法規第10.2篇（從第10200節開
始）和第10.4篇（從第10330節開始）規定
的永久保育地役權、自願棲息地信用交換機
制以及私人土地上的保育行動。

86164.  本篇提供的資金不應用於支付設
計、建設、實施、清理污染或維護Delta水資
源運輸設施的費用。這些費用應由從設計、
建設、實施、污染治理或維護那些設施獲益
的水利機構支付。

貸款金額的限制。指導方針不得包括禁止地
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收回
合理經常費用或間接費用。如果州機構以前
制定並採用了符合本篇要求的項目徵集和評
估指導方針，則可以使用這些指導方針。地
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產生
的經常費用或間接費用有資格獲得報銷，並
且根據本篇規定，不得對資金提議的評估產
生負面影響。

(b) 在撥款或貸款之前，州政府機構應在最終
確定指導方針之前舉行三次區域公開會議，
以考慮公眾意見。州機構應在公開會議至少
30天前在其網站上公佈徵求和評估指導方針
草案。一次會議應在北California的某地點進
行，一次會議應在California中央谷地的某地
點進行，一次會議應在南California的某地點
進行。在這三個地區中的一個或多個地區沒
有管轄權的機構，在其沒有管轄權的那個地
區或那些地區可以不召開這些會議。一經採
納，州機構須將指導方針的副本發送給立法
院的財政委員會和撥款政策委員會。

(c )   在根據本篇徵集項目之前提早至少45

天，根據本篇管理資金的州機構須在其網站
上發佈電子版撥款申請人指導方針。項目徵
集和評估指導方針應僅包括基於本篇適用要
求的標準。

(d) 本篇的任何內容均不限制機構執行和遵守
現行法律。

86163.  每個本篇資助的項目須遵守以下
要求：

(a) 根據本篇投入的公共資金將產生公共利
益，解決由資金分配機構確定的、全州範圍
內最關鍵的公共資金需求和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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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和風景河流法案》(《美國法典》第16
卷第1271節及以下規定)。根據《California
野生和風景河流法案》或聯邦的《野生和風
景河流法案》，對任何有可能對野生和風景
河流或任何其他河流受保護的價值產生不利
影響的項目，不得提供本篇授權的資金。

(f) 本篇的任何內容均不取代、限制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Sacramento-San Joaquin Delta Reform 
Act of 2009《2009年Sacramento-San Joaquin
三角洲改革法案》(第35篇（從第85000節開
始））或任何其他適用法律，包括但不限於公
共資源法規第22.3篇（從第32300節開始）。

(g)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任何根據本篇
購買土地的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公共
資源法規的Na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ax 
Credit Act of 2000《2000年自然遺產保護稅
收抵免法案》（第28篇（從第37000節開
始）。根據本篇撥放但未指定用於競爭性撥
款計劃的資金也可根據《2000年自然遺產保
護稅收抵免法案》，用於償還一般基金。

(h)  根據本篇法律規定所提供的基金以及這
些基金的撥款或轉移，都不得被視為構成出
於垂釣和狩獵法規第3篇第9章（從第2780節
開始）目的的基金轉移。

86166.  (a) 根據本篇有資格獲得撥款、貸
款和合同的申請者為公共機構、州立大學、
包括大學管理的國家實驗室、資源保護區、
非營利組織、公用事業、共同用水公司、健
康與安全法規第116275節第  (h) 項定義的公
共供水系統、Water Code《水利法規》第
10617節定義的城市用水供應商、聯邦政府
認可的印第安部落、擁有或管理California土
地的聯邦機構以及美國原住民傳統委員會的
California州部落諮詢清單上列出的州印地安
部落。根據本節撥放資金的州機構應優先考

86165.  (a) 本篇不得以任何方式減少、損
害或以其他方式影響任何原產地、原流域、
原籍國或任何其他水權保護，包括但不限於
1914年12月19日之前根據法律規定獲得的
水權。本篇不限制或影響第2篇第2部分第1
章第1.7條（從第1215節開始）、第10505
節、第10505.5節、第11128節、第11460
節、第11461節、第11462節和第11463
節，以及從第12200節至12220節（包括第
12200節和12220節）的適用。

(b) 就本篇而言，利用Sacramento河水文區
域之引水和輸水、在Sacramento河水文區域
以外或三角洲以外使用的區域不應被視為毗
鄰水源或能夠方便地透過或者由於在2018年
1月1日之後透過可能為此目的而建造的設施
引水和輸水獲得供水。

(c) 本篇的任何內容均不取代、限制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第2篇第2部分第10章（從第1700
節開始）的適用性，包括與任何根據第35篇
第4部分第2章（從第85320節開始）建造或
運作的新型運輸工具有關的請願。

(d) 除非另有明確規定，否則本篇的任何內容
均不得取代、減少或以其他方式影響與州委
員會引水和用水規定相關的現有程序性和實
質性法律保護，包括但不限於水權優先權、
第106節和第106.5節向市政利益提供的保護
以及水權的變化。本篇的任何內容都不會擴
大或以其他方式改變州委員會現有的管理引
水和用水的權力或法院對California水權的現
有並行管轄權。

( e )   本篇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影響
California Wild and Scenic Rivers Act 

《California野生和風景河流法案》(公共資源
法規第5篇第1.4章（從第5093.50節開始））
或federal Wild and Scenic Rivers Act聯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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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68.  每個獲得本篇資金撥款的州機構應
負責在州債券問責網站上創建和報告以下各
項內容：成功指標、惠及弱勢社區和經濟困
難地區的指標、實現這些指標的進展情況、
受本篇資助的項目的狀態以及州機構在本篇
獲得的資金的所有使用情況。自然資源機構
書記官每年向立法院報告根據本篇所做的支
出，以及從這些支出中獲得的利益。

86169.  根據本篇發行和出售的債券所得收
入(不包括根據第86192節發行的任何調換債
券之收入)應存入由州財政部創立的2018年
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基金。

86169.1.  儘管有政府法典第13340節的規
定，但2018年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基金的
資金，不論財政年度如何，都按照本篇規定
的方式不斷撥款，用於本篇的目的。根據本
篇授權並提供的資金只能按照本篇章的規定
撥放和支出，並且不得由立法院或州長出於
任何其他目的進行撥款或轉讓。

86170. 《政府法典》第2編第3篇第1部分第
3.5章（從第11340節開始）不適用於計劃的
制定或實施，也不適用於本篇授權和資助的
項目。

86171.  (a) 除根據本篇資助項目的環境緩
解成本外，本篇提供的資金不得用於支持或
支付其他環境緩解成本。

(b) 本篇提供的資金用於環境改善或其他公共
利益。

(c) 儘管有  (a) 和  (b) 的規定，但與本篇規定
的支出直接相關以及在本篇規定支出的範圍
內的環境影響緩解成本可以透過本篇提供的
資金支付。

慮在規劃、設計和開發這些機構所資助的項
目類型方面具有經驗或在這些領域可以獲得
諮詢幫助合資格申請者。

(b)  (1) 為了有資格獲得本篇的資金，由公用
事業委員會管理、公用事業公司擬議或共同
用水公司擬議的項目應具有清晰明確的公共
目的，並且該項目應惠及供水系統的消費者
而非投資者。

(2) 為了有資格獲得本篇的資金，城市用水
供水商須根據城市用水管理規劃法案(第6篇
第2.6部分（從第10610節開始），採納並提
交城市用水管理計劃。

(3) 為了有資格獲得本篇的資金，農業用水
供水商須根據農業用水管理規劃法案 (

第6篇第2.8部分（從第10800節開始），採
納並提交農業用水管理計劃。

(4) 按照第10608.56節，除非符合第6篇第
2.55部分（從第10608節開始）的要求，否
則農業用水供應商或城市供水供應商沒有資
格獲得本篇的撥款資金。

(5) 儘管有本篇的其他規定，但根據本篇獲
得資金的機構在向預算少於一百萬美元
($1,000,000) 的非營利組織撥款不超過一百
萬美元 ($1,000,000) 的時候，如果確定這樣
的撥款是實現本篇目的的最有效方式，那麼
就可以減少或取消成本分攤要求

86167.  在可行的情況下，根據本篇資助的
項目可以使用公共資源法規第14507.5節所
定義的使用California保育隊或經認證的社區
保育隊的服務。根據本篇獲得資助的公共機
構應優先考慮包含California保育隊或經認證
的社區保育隊服務或其他非營利實體的項
目，為參與保護或恢復項目的退伍軍人、寄
養服務接受者、農場工人或地方青年提供就
業培訓和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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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產生的經常費用或間接費用有資
格獲得報銷，並且不會對資金提議的評估產
生負面影響。合資格的撥款包括聯邦管理及
預算辦公室指南所定義的間接費用以及合理
的經常費用。對於非營利組織，包括應透過
運用組織的聯邦協商間接費率(如果有的話)，
償還間接費用。如果不存在協商費率，組織
可以選擇使用由聯邦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定義
並修改過的總直接費用的百分之10作為默
認的間接費率。

86179.3.  根據本篇所作的撥款，不得導
致社區暴露於洪水災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或任何公有防洪設施的洪水輸送能力整體
下降。

86179.4.  撥款購買土地時，野生動物保育
委員會應優先考慮自願繳納財產稅的組織。

第13章. 財政規定

86180.  (a) 可發行和出售債券八十八億七千
七百萬美元 ($8,877,000,000)  的債券，或
其中所需的大部分，不包括根據第86192節
發行的任何退款債券的金額，以提供基金用
於執行本篇所傳達的目的，並根據政府法典
第16724.5節償還普通責任債券開支周轉資
金。這些債券出售時，應成為且構成一項有
約束力的California州有效債務，並且特此以
California州的全部誠信及信用擔保在這些債
券的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會準時支付本
金和利息。

(b) 州財務長應根據第86182節的規定出售
委員會授權的債券。債券的出售，須基於委
員會根據政府法典第16731節規定採納的一
項或多項決議所規定的條款和條件。

(d) 本篇提供的資金不應用於支付設計、建
設、實施、清理污染或維護Delta運輸設施的
費用。

86172.  實施本篇的每個實體應優先考慮
資助成本效益較高、持久且提高環境質量的
項目。

86174.  只能從自願賣方那裡開展本篇第6
章（從第86080節開始）規定的購買。

86177.  項目具有成本效益的要求不需要全
面的收益和成本分析。

86178. 實施本篇的機構應特別考慮採用新型
或創新技術或實踐的項目，包括支持多種戰
略和管轄權整合的決策支持工具，包括但不
限於供水、減少野火、改善棲息地、入侵雜
草控制、防洪、土地使用和衛生。

86179.   為開展本篇或第26.7篇（從第
79700節開始）資助的工作，由公共機構、
印第安部落或非營利組織與漁獵與野生動物
部或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之間簽訂的任何合
同，包括撥款合同，應視為受垂釣和狩獵法
規第1501.5節要求所約束的合同，因此不應
視為公共工作或公共改進項目，並且不受《勞
工法》第2篇第7部分第1章（從第1720節開
始）的約束。

86179.1.  應優先考慮將資金用於影響三角
洲及依賴三角洲的物種的活動，這些活動基本
符合由San Francisco河口學院水生科學中心
2016年制定的“恢復的三角洲：Sacramento-
San  Joaquin三角洲基於科學的生態恢復指南”
的報告。

86179.2.  在本法案生效後，任何機構根
據本法案或第26 .7節（從第79700節開
始）撥款時，地方公共機構、印第安部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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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官員都有責任執行為收繳此額外款項
必須的每一項行動。

86186.  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如何
規定，就本篇而言，特此從州財政部的一般
基金劃撥等同於下列各項總和的金額:

(a) 在基於根據本篇規定所發行且出售的債券
的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每年用於償還此
本金和利息所必須的金額。

(b) 執行第86189節的規定所必須的款項，
撥款時不考慮財政年度。

86187.  出於執行本篇之目的，管理委員會
可根據《政府法典》第16312節的規定請求
共同儲備金投資委員會從共同儲備金投資帳
戶中發放貸款，減去根據第86189節撤回的
任何金額。所請求的金額不得超過委員會已
依決議出於執行本節目的而授權出售但尚未
出售的債券金額，不包括任何第86192節授
權的調換債券。該委員會必須執行共同儲備
金投資委員會所要求的文件以獲取及償還此
貸款。任何借貸的款項應存入該資金中，按
照本篇的要求進行劃撥。

86188.  無論本篇或《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的其他規則如何規定，如果財務長出售的債
券包含債券顧問意見書，其大意為這些債券
的利息在指定的條件下將不計入出於繳付聯
邦稅目的的總收入中，或者以其他方式有權
享有聯邦稅優惠，那麼財務長可設立獨立帳
戶用於投資的債券收入以及基於這些債券收
入的投資收益，並且可以用或命令用這些收
入和收益來支付任何依據聯邦法律的回扣優
惠、罰款或其他款項，或在依照聯邦法律為
必須或適宜的情況下，採取任何其他關於這
些投資的行動並使用這些債券收入，以維持

86181.  本篇授權的債券須按照《州普通責
任債券法》規定來準備、執行、發行、出
售、償還和贖回，並且該法律所有的規定
（可修改）適用於本債券以及本篇，由此被
納入本篇如同在本篇中全文所述，政府法典
第16727節第 (a)和 (b) 項除外。

86182.  (a) 僅為了授權對本篇規定的債券
按照州普通責任債券法進行發行和銷售，特
此設立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財務委員會。
就本篇而言，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財務委
員會即州普通責任債券法中使用的術語「委
員會」。

(b) 財務委員會由財務主管、財務長和主計官
組成。無論其他法律如何規定，任何委員都
可以指定一名代表就一切事宜代表該會員行
事，就像該委員親自在場一樣。

(c) 財務長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

(d) 財務委員會的多數會員可以代表財務委員
會行事。

86183.  該委員會應當決定是否是必須或適
宜發行本篇所授權的債券，從而實行本篇所
指定的行動，以及如果發行債券，應發行和
出售的債券額。可能會授權依次發行與出售
債券以逐步實行這些行動，並且任何時候都
不必一次性出售授權發行的所有債券。

86184.  就《州普通責任債券法》而言，在
《政府法典》第16722節所定義的「委員
會」指自然資源保護局秘書。

86185.  除了加州的普通稅收，每年應當按
照同收繳其他加州稅收一樣的時間與方式收
繳數額相當於每年償還本債券的本金和利息
所需金額的款項。所有依據法律負責收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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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該已償還的債券並且根據不時進行修訂
的決議中規定的方式和範圍進行作廢處理。

86193.  本篇授權出售的債券收入不構成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B卷所用術語「稅收收
入」，並且這些收入的支付不受制於該卷所
規定的限制。

第2節. 根據2018年11月6日全州大選的該
節規定，本法案第1節一旦經2018年供水和
水質法案的選民批准就立即生效。為了儘早
資助供水可靠性和乾旱保護計劃，該法案必
須立即生效。

第3節. 衝突的規定.

(a) 2018年供水和水質法案的規定和意圖優
先於任何與本節相衝突的州法律、法規、規
定或政策，並且本法案的政策和意圖優先於
任何相衝突的法律、法規、規定或政策。

(b) 如果本篇得到選民的批准，但被同一選舉
中得到更多選民批准的任何其他相衝突的選
票篇目所取代，並且相互衝突的選票篇目後
來被視為無效，則選民的意圖為該法案應當
被賦予全部法律效力。

(c) 如果動議管理由本法案處理的事項，與
法案出現競爭或相互衝突並且得到了更高
的贊成票，則本法案的所有非衝突部分均應
生效。

第4節.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規定或適用被認
定為無效，則該無效性不應影響本法案中、
即使沒有該無效規定或適用依然可以生效
的其他規定或適用；為此目的，本法案可以
分割。

第5節. 第2799.7節加入垂釣和狩獵法規，
內容如下：

這些債券的免稅狀態及代表本州基金獲取其
他依據聯邦法律的優惠。

86189.  出於執行本篇的目的，財務主管可
以授權從一般基金中取出一項或多項款項，
這些款項不得超過委員會授權出售但未出售
的債券金額，其中不包括根據第86192節授
權的調換債券，減去任何根據第86187節借
入的款項。取出的任何款項應存入該基金
中。任何依據本節規定可用的資金應當連同
按在公共儲備金投資帳戶中的利率所獲利
息、為執行本篇目的而銷售的債券所得一併
退還至一般基金。

86190.  來源於基於根據本篇規定的債券的
溢價和應計利息的存入該基金的資金應當留
存在該基金中，並且應當可用於以債券利息
支出抵付款的形式轉賬至一般基金，除了向
一般基金的任何轉賬前來源於溢價的金額可
以被留存並用以支付債券發行成本之外。

86191.  根據州普通責任債券法，債券發行
的成本應使用債券收入，包括溢價(如果有的
話)進行支付。如果到了債券發行成本無法透
過出售債券所獲得的溢價而支付，那麼這些
成本應由透過本篇由適用債券出售資助的每
項計劃按比例進行分攤。

86192.  根據本篇所發行和出售的債券可以
依照《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
第6條（從第16780節開始，此系《州普通責
任債券法》的一部分）的規定償還。加州選
民批准根據本篇的發行債券時必須包括批准
發行任何用於償還任何根據本篇規定最初發
行的債券、或任何先前發行的調換債券的債
券。根據本節授權且已使用調換債券收入償
還的債券，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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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79702節第  (k)  項（可作修改）定義的
惠及經濟困難地區的項目。

(e) 根據本節規定的所有支出必須滿足健康與
安全法規第26篇第2部分第4 .1章（從第
39710節開始）的要求。部門和行政區向州
空氣資源委員會提供上一年度項目實施情況
以及本年預實施計劃的年度報告。

(f) 本部分提供的資金不得用於支付設計、
建設、實施、清理污染或維護新的三角洲輸
水設施的費用。本節提供的任何資金不得用
於支付新的地表水儲存設施建造成本，或用
於擴大California渡槽或Colorado河渡槽的
容量。這些費用應由從設計、建設、實施、
污染治理或維護那些設施獲益的水利機構
支付。

(g) 應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法案，減少、避免
或減輕依照本節開展的項目對環境造成的重
大負面影響。

11861.  (a)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包
括政府法典第13340節和《健康與安全法
規》第39710至39723節，Contra Costa水務
區因《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5篇（從第
38500節開始）而支付的費用、獲得的合規
工具的費用以及購買的更高電力成本不斷從
政府法典第16428.8節定義的溫室氣體減排
基金撥給該行政區，San Luis和Delta Mendota
水務局因實施《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5篇
（從第38500節開始）而支付的費用、獲得
的合規工具的費用以及購買的更高電力成本
不斷從《政府法典》第16428.8節定義的溫
室氣體減排基金撥給該行機構。

2799.7.  第2787節第(f)項不適用於第2795
節。儘管有本條和《政府法典》第13340節
的其他規定，但自2020年7月2日起，為了
實現水利法規第38篇第8章（從第86120節
開始）的目的，依照第2795節轉移的資金應
連續撥給野生動物保育委員會。

第6節. 在此將第8條（從第11860節開始）
加入《水利法規》第6篇第3部分第9章，內
容如下：

第8條.  溫室氣體減排基金

11860.  (a)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包括
政府法典第13340節和《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39710至39723節，州水資源部因《健康與安
全法規》第25.5篇（從第38500節開始）而支
付的費用、獲得的合規工具的費用以及購買的
更高電力成本不斷從政府法典第16428.8節定
義的溫室氣體減排基金撥給該部門，南
California大都會水務區因實施《健康與安全法
規》第25.5節(《1969年法規》第209章，可
修訂)而支付的費用、獲得的合規工具的費用
以及購買的更高電力成本不斷從《政府法典》
第16428.8節定義的溫室氣體減排基金撥給該
行政區。

(b) 根據本節撥予部門的資金應用於州水資源
開發系統內部，以及州水資源開發系統管轄
權內的消費者節水計劃。

(c) 根據本節撥予該行政區的資金應用於該行
政區的蓄水、處理、輸水和分配系統以及該
區管轄權內的消費者節水計劃。

(d) 在第  (b) 和第  (c) 項授權的消費者節水計
劃中，最應優先考慮第79505.5節第 (a) 項（
可作修改）定義的惠及弱勢社區的項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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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總則

1 1 7 9 . 8 1 .   ( a )   本部分應被大家以
CHILDREN’S HOSPITAL BOND ACT OF 2018

「2018年兒童醫院債券法案」的名稱所熟知
或引用。

(b) California的區域兒童醫院網絡為罹患危
及生命的疾病或傷情的兒童提供至關重要的
衛生健保服務。這些醫院每年為兒童提供超
過一百萬次醫療服務，無論其家庭是否有支
付能力。

(c) 兒童醫院還提供專業的治療和護理，從而
提高了罹患嚴重疾病（如幼兒白血病、癌
症、心臟缺損、糖尿病、鐮刀型紅細胞貧血
病和囊腫性纖維化）的兒童的存活率。

(d) 兒童醫院還為兒科醫生、兒科專家及其他
治療兒童疾病的醫師提供必要的培訓，並且
進行極其重要的醫療研究令California全體兒
童受益。

(e) 然而，提供免費護理的重擔和日益上升的
衛生健保成本嚴重影響了兒童醫院現代化改
造和擴充其設備以及購買護理患病兒童所需
的最新醫療技術和特殊醫療設備的能力。

(f) 因此，人們希望為兒童醫院的資本改善計
劃提供穩定且現成的資金來源，以改善
California兒童的健康、福利和安全狀況。

1179.82.  下面的術語用在此部分中時含義
如下：

(a) 「管理機構」是指根據《政府法典》第
15431節建立的California衛生設施融資管
理局。

(b) 「兒童醫院」是指下列任何一所醫院：

(1) 下文介紹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普通急
症護理醫院：

(b)  (1) 根據本節撥予Contra  Costa水務區的
資金應在該行政區邊界內使用，用於區內的
消費者節水計劃。

(2) 根據本節撥予給San Luis和Delta Mendota
水務局的資金應用於當局的蓄水、處理、
運輸和分配系統，以及當局管轄權範圍內的
節水、水質改善、水處理、供水和類似的水
計劃。

(c) 在根據第  (b) 撥款的資金中，最應優先考
慮第79505.5節第 (a) 項（可作修改）定義的
惠及弱勢社區的項目，以及第79702節第(k) 
項（可作修改）定義的惠及經濟困難地區的
項目。

(d) 根據本節規定的所有支出必須滿足《健康
與安全法規》第26篇第2部分第4.1章（從第
39710節開始）的要求。行政區和機構須向
州空氣資源委員會提供上一年度項目實施情
況以及本年預實施計劃的年度報告。

(e) 應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法案，減少、避免
或減輕依照本節開展的項目對環境造成的重
大負面影響。

4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這一動議案在《健康與安全法規》中增加了
小節；因此，擬議增加的新規定用斜體印
刷，以示為新增的規定。

擬議法律
第1節. 在此將第6.3部分（從第1179.81節
開始）加入《健康與安全法規》第1篇之中，
內容如下：

第6.3部分.  2018年兒童醫院債券法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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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由符合本部分規定資格的兩家或多家兒童
醫院共同承擔的前述一項或多項內容組合。

第2章. 兒童醫院計劃

1179.83.  根據本部分規定發行和出售債券
的收益應存入特此建立的兒童醫院債券法案
基金。

1179.84.  兒童醫院計劃的目的在於透過為
兒童醫院的資本改善項目提供穩定且現成的
資金來源來改善California危重患兒的健康和
福利。本部分提供的計劃符合公眾利益，以
服務大眾為宗旨且將改善本州市民的健康、
福利和安全狀況。

1179.85.  授權管理機構撥款給任何兒童醫
院用於如第1179.82節第(g)項定義的資助項
目，或者撥款給符合第1179.86節第(c)項規
定的醫院。

1179.86.  (a) 根據本部分規定可用於撥款
的全部資金中百分之十八的資金應當撥款給
如第1179.82節第(b)項第(1)段定義的兒童
醫院。

(b) 根據本部分規定可用於撥款的全部資金中
百分之七十二的資金應當撥款給如第
1179.82節第(b)項第(2)段定義的兒童醫院。

(c) 根據本部分規定可用於撥款的全部資金中
百分之十的資金應當撥款給向符合California
兒童服務計劃的兒童提供兒科服務的醫院，
可以是 (1) 如Welfare and Institutions Code《福
利與機構法規》第14105.98節第(a)項第(25)
段定義的公立醫院，或(2)根據該法規第1250
節的規定獲得許可，且本身屬於或其經營實
體屬於California非營利組織的普通急症護理
醫院。這些資金僅供合資格的醫院用於進行
兒科計劃建造、擴大、改造、翻新、裝置或
設備配備。如第1179.82節第(b)項定義的兒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兒童醫院。

(B) 位於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Mattel兒童醫院。

(C) 位於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大學
兒童醫院。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兒
童醫院。

(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兒童
醫院。

(2) 本身屬於或其經營實體屬於California非
營利組織的普通急症護理醫院，它按照第6部
分（從第1179.10節開始）或第6.1部分（從
第1179.50節開始）的規定接受撥款，為大
量符合政府計劃資格的兒童和符合California
兒童服務計劃且具有特殊衛生健保需求的兒
童提供全面兒科服務。

(c)「委員會」是指根據第1179.91節建立的
兒童醫院債券法案財務委員會。

(d)「基金」是指根據第1179.83節建立的兒
童醫院債券法案基金。

(e)「撥款」是指管理機構將基金內的資金分
配給符合本部分規定的兒童醫院項目或分配
給根據本部分規定合資格的醫院。

(f)「計劃」是指根據本部分的規定建立的兒
童醫院計劃。

(g)「項目」是指對兒童醫院進行建造、擴
大、改造、翻新、裝修、裝置配備、融資或
再融資，項目將利用根據本部分規定提供的
全部或部分資金融資或再融資。「項目」可
能包括報銷兒童醫院在2018年1月1日之後產
生的建造、擴大、改造、翻新、裝修、裝置
配備、融資或再融資成本。「項目」可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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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沒有用完，則應當供如第1179.82節第
(b)項第(1)段認定的任何兒童醫院經申請後
使用。

(d) 對於如第1179.82節第(b)項第(2)段認
定的兒童醫院，如果一項撥款將造成根據
第1179.86節第(b)項規定可用於撥款給所
有兒童醫院的總資金中給予該兒童醫院的
撥 款 總 額 超 過 一 億 三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135,000,000)，則該兒童醫院不得申請撥
款，且該管理機構不得撥款給該兒童醫院。
儘管有本撥款限制，如果符合第1179.86節
第(b)項規定的可用資金在2033年6月30日
之前沒有用完，則應當供如第1179.82節第
(b)項第(2)段認定的任何兒童醫院經申請後
使用。

(e) 在任何情況下，資助某個項目的撥款都不
得超過該項目的總成本，該總成本將由兒童
醫院決定且由該管理機構批准。

(f) 所有得到撥款的項目都應當在合理的時間
內完成。如果該管理機構裁定兒童醫院未能
按照給予撥款規定的條件完成項目，則該管
理機構可以要求補償，包括退還全部或部分
撥款。根據本部分規定收到撥款的兒童醫院
應當向該管理機構提交項目完成證明。

(g) 只有當該管理機構確定其在基金內有充足
的可用資金時，方可提供根據本節規定的撥
款。如果該管理機構確定其在基金內沒有充
足的資金用於撥款，本條規定不得要求該管
理機構進行撥款。

(h) 該管理機構可以每年確定可用於本部分目
的之金額。本計劃的管理成本不得超過其實
際成本或百分之1，以較低者為準。

童醫院不符合接受本項撥款的資格，不過如
果符合本項規定的可用資金在2033年6月30
日之前沒有用完，則應當供任何上述兒童醫
院經申請後使用。該管理機構應當根據其為
了促成本項目的而採用的程序進行撥款。

1179.87.  (a) 該管理機構應當在本法案通過
後90天內制定適用於本部分規定的撥款的書
面申請表。該管理機構應當基於以下因素，
以本部分規定的限制和促成本部分的目的為
條件，向合資格的兒童醫院撥款：

(1) 撥款將有助於擴展或改善有資格參與政府
衛生保險計劃的兒童和貧困、醫療服務不足
或無保險的兒童所能獲得的衛生健保服務。

(2) 撥款將有助於改善兒童衛生健保或兒科患
者治療效果。

(3) 兒童醫院為貧困或公立醫院兒科患者提
供無償或低補償護理。

(4) 兒童醫院為弱勢兒童群體提供服務。

(5) 兒童醫院推進兒科教學或研究計劃。

(6) 項目準備狀況和項目可行性證明。

(b)  (1) 資金申請表應提交至該管理機構，由
管理機構確定其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後批准。

(2) 該管理機構應當及時處理和給予撥款，
即不得超過60天。

(c) 對於如第1179.82節第(b)項第(1)段認定
的兒童醫院，如果一項撥款將造成給予該兒
童醫院的撥款總額超過根據第1179.86節第 
(a)項規定可用於撥款給所有兒童醫院的總資
金的五分之一，則該兒童醫院不得申請撥
款，且該管理機構不得撥款給該兒童醫院。
儘管有本撥款限制，如果符合第1179.86節
第(a)項規定的可用資金在203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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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管理機構出於《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
（從第16720節開始））的目的被指定為「管
理委員會」，並且應當根據本部分的規定管理
計劃。

1179.92. 該委員會應當決定是否必須或適
宜發行根據本部分所授權的債券，從而實行
第1179.84節所指定的行動，以及如果發行
債券，還應決定發行和出售的債券額。可能
會授權依次發行與出售債券以逐步實行這些
行動，並且任何時候都不必一次性發行或出
售所有債券。

1179.93. 除了本州的普通稅收，每年應當
按照同收繳其他本州稅收一樣的時間與方式
收繳數額相當於每年償還本債券的本金和利
息所需金額的款項。所有依據法律負責收繳
此收入的官員都有責任執行為收繳此額外款
項所需的每一項行動。

1179.94. 無論《政府法典》第13340節如
何規定，就本部分而言，特此從州財政部的
一般基金不斷劃撥等同於下列各項總和的
金額：

(a) 在基於根據本部分規定所發行且出售的債
券的本金和利息到期應付時，每年用於償還
此本金和利息所需的金額。

(b) 執行第1179.95節所需的款項，撥款時不
考慮財政年度。

1179.95. 出於執行本部分的目的，財務主
管可以授權從一般基金中取出一項款項，該
款項不得超過委員會出於執行本部分之目的
而授權出售但未出售的債券數額。取出的任
何款項應存入該基金中。任何依據本節規定

1179.88. California州審計官可以進行定期
審計，確保債券收益以及時且符合本部分要
求的方式給予相關項目，且債券收益的接受
者按照本部分適用規定使用這些資金。

第3章. 財政規定

1179.89. 可發行和出售總額為十五億美元
($1,500,000,000) 的債券，其中不包括任何
調換債券，以提供用於貫徹本部分所傳達的
目的的資金，並根據《政府法典》第
16724.5節償還普通責任債券開支周轉基
金。這些債券出售時應成為且構成一項有約
束力的本州有效債務，並且特此以本州的全
部誠信及信用擔保在這些債券的本金和利息
到期應付時，會準時支付本金和利息。

1179.90. 必須按照《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
（從第16720節開始））的規定、所有該法
律適用於本債券及本部分的規定，以及於此
被納入本部分而當作在本部分中完整列明的
規定來準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和贖
回本部分授權的債券。

1179.91. (a) 僅出於授權由本部分所授權
的債券的發行和銷售的目的，特此成立兒童
醫院債券法案財務委員會，其中提及債券的
發行和銷售必須符合《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
（從第16720節開始））。就本部分而言，兒
童醫院債券法案財務委員會即是指在《州普
通責任債券法》中使用的術語「委員會」。該
委員會由主記官、財務主管、財務長或其指
定代表組成。財務長應擔任委員會主席。委
員會的多數會員可以代表委員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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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債券顧問意見書，其大意為這些債券的利
息在指定的條件下將不計入出於繳付聯邦稅
目的的總收入中，那麼財務長可設立獨立帳
戶用於債券收入的投資以及基於這些債券收
入的投資收益。財務長可以用或命令用這些
收入或收益來支付任何依據聯邦法律的回扣
優惠、罰款或其他款項，或在依照聯邦法律
認為必須或適宜的情況下，採取任何其他行
動來投資或使用債券收入，以維持這些債券
的免稅狀態及代表本州基金獲取其他符合聯
邦法律要求的優惠。

第4章. 總則

1179.101. 民眾於此認可並聲明，由於根
據本部分授權出售的債券收入不構成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B卷所用術語「稅收收
入」，因而這些收入的支付不受制於該卷所規
定的限制。

1179.102. 儘管本部分有任何其他規定，
本部分的規定可以分割。如果本部分中任何
規定或其實施被認定為無效，其他在無該等
無效規定或實施的情況下有效的其他規定或
實施的有效性將不受影響。

5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對California州憲法的一節進行了修

訂，同時對賦稅法進行了修訂並增加了小

節；因此，擬議刪除的現有條款用刪除線格

式印刷，擬議增加的新條款用斜體格式印
刷，以示它們是新增的條款。

可用的資金應當連同為執行本部分目的而銷
售的債券所得一併退還至一般基金。

1179.96. 來源於出售的債券的溢價和應計
利息而存入該基金的所有資金應當留存在該
基金中，並且應當可用於以債券利息支出抵
付款的形式轉賬至一般基金。

1179.97. 根據《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
3部分第4章(從第16720節開始)，債券發行
成本應當由債券收入所支付。這些成本應當
由透過本債券法案獲得資助的兒童醫院按比
例分攤。

1179.98. 該管理機構可以請求共同儲備金
投資委員會從共同儲備金投資帳戶中貸款，
包括其他授權的臨時籌段形式，包括但不限
於為執行本部分目的而符合《政府法典》第
16312節規定的商業票據。所請求的金額不
得超過委員會依決議出於執行本部分目的而
授權出售但尚未出售的債券金額。該管理機
構必須執行共同儲備金投資委員會所要求的
任何文件以獲取及償還此貸款。任何借貸的
款項應存入該基金中，由該管理委員會按照
本部分的要求進行劃撥。

1179.99. 這些債券可以依照《政府法典》
第2編第4篇第3部分第4章第6條（從第
16780節開始，此系《州普通責任債券法》
的一部分）的規定償還。本州選民批准發行
本部分所述的債券時，必須包括批准發行用
於償還任何根據本部分規定最初發行的債券
或任何先前發行的調換債券的任何債券。

1179.100. 無論本部分或《州普通責任債
券法》（《政府法典》第2編第4篇第3部分
第4章（從第16720節開始））其他規定如何
規定，如果財務長根據本部分出售的債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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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年滿55歲的任何人士」包括已婚夫婦中
的其中一方年滿55歲的情況。就本節而言，
「替換

(ii) 「替換住所」指的是建築、結構，或是構
成住所的其他庇護所，無論是不動產或是動
產，以及其所坐落於的任何土地。就本節而
言，兩戶住所單位應當被視為兩個單獨的單
戶住所。本

(B) 本段應當適用於1986年11月5日當日或
之後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

此外，此

(4) 自198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1月1

日，立法院可授權各郡監督員委員會在與郡
行政範圍內的受影響地方機構協商之後採納
一項法令，以使本項中有關與轉讓基準年價
值的規定，同樣適用於替換住所位於該郡而
原有房產位於本州其他郡的情況。就本段而
言，「受影響地方機構」指的是獲得年度房
產稅收入撥款的任何市、特別區、學區或社
區學院區。本段適用於該郡採納了本項中有
關於轉讓基準年價值的規定之日當天或之後
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但不適用於
1988年11月9日之前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
換住所。

此

(5) 自1990年6月6日起，至2019年1月1

日，立法院可將本項中有關於將原有房產的
基準年價值轉讓給替換住所的規定的適用對
象，從年滿55歲的房主擴大至嚴重殘障的房
主，但僅限於在本段的生效日期當天或之後
所購買或新建的該等替換住所。

(6) (A) 自2019年1月1日起，根據法規所規
定的適用的程序和定義，年滿55歲的任何人

擬議法律
第1節 本項法案應當被作為「保護第13號
提議所節省的資金的民眾動議」所熟知或
引用。

第2節 在此對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
2節進行修訂，內容如下：

第2節 (a) (1)「完整現金價值」指的是郡評
估員對房地產的估價（如1975–76年稅費帳
單中的「完整現金價值」項下所示）或是其
後的不動產的估定價值（1975年評估之後進
行的購買、新建或是發生所有權變更之時）。
尚未按照1975–76年完整現金價值進行充分
評估的所有不動產均可能須進行重新評估以
反映該等估價。就本節而言，「新建」不包
括如州長所宣佈的在災難後重建的不動產（若
該等重建的不動產的公平市場價值，與其在
災難前的公平市場價值相當）。就本節而言，
術語「新建」不包括如立法院所定義的包
含抗震加固部件的建造或重建的現有結構
部分。

但是，此

(2) 自1986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1月1

日，立法院可規定，在適當的情況下，且根
據立法院所確立的定義和程序，居住在符合
第XIII卷第3節第(k)項以及任何實施法案所規
定的房主豁免資格的房產中並且年滿55歲的
任何人士，可將有資格享受豁免之房產的基
準年價值（包含第(b)項所授權的調整），轉讓
給該位人士在出售原有房產後的兩年內在同
一個郡內作為其主要住所而購買或新建的具
有同等或更低價值的任何替換住所。就

(3) (A) 就本節而言，「任何下列定義應當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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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段生效之日當天或之後為了使該住
所方便嚴重殘障人士通行而對單戶或多戶住
所的任何部分或結構部件進行的有資格獲得
房主豁免額的修建、安裝或修改。

(4) 在本段生效之日當天或之後為了使現有
建築物或構造方便殘障人士通行或使之更易
使用而修建、安裝、拆除或修改其任何部分
或結構部件。

(5) 在2019年1月1日當天或之後完成修建或
增添由立法機構所定義的雨水收集系統。

(d) 就本節而言，術語「所有權變更」不包括
購置不動產的人士在其透過土地徴用權程
序、公共實體收購或導致反向徴用的政府行
動而從被替換的房產中被動遷出之後購置不
動產作為同等房產的替換。所購置的不動產
若在大小、效用和功能上與被替換的房產類
似，或是若其符合規制因政府行動而被動遷
出之人士的重新安置的立法院所定義的州法
律規定，則應被視為與被替換的房產相當。
本項適用於在1975年3月1日之後購置的任何
房產，但僅影響在本項規定生效之後對該等
房產進行的評估。

(e) (1) (A) 儘管本節有任何其他規定，立法
院應當規定，遭到州長所宣佈的災難嚴重損
壞或損毀的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可轉讓給作
為遭到嚴重損壞或損毀之房產的替換而在同
一個郡內所購置或新建的同等房產。

(2)

(B) 除非第 (3) 段第 (C) 小段中作出規定，本
項段適用於在1985年7月1日當日或之後到
2019年1月1日之間購置或新建的任何同等替
換房產，並且適用於1985–86財政年度以及

士或是任何嚴重殘障的房主所擁有的符合第
XIII卷第3節第  (k)  項所規定的房主豁免資格
的房產的基準年價值，應當轉讓給在出售原
有房產後的兩年內作為其主要住所而購買或
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無論先前轉讓的次
數、替換住所的價值且替換住所是否位於同
一個郡內。

(B) 就本段而言，下列規定應當適用：

(i) 對於具有更高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資格可
轉讓其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所購買
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替換住所的基準年
價值的計算方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
價值與替換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之間的差
額，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相加。

(ii) 對於具有同等或更低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
資格可轉讓其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
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替換住所的
基準年價值的計算方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基
準年價值，除以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
再將得數乘以替換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

(b) 完整現金價值將按年體現通貨膨脹率（針
對任何給定年份不超過百分之2）或是針對稅
務管轄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參照數據所顯
示的下降，或者可能予以降低以體現導致價
值下降的重大損壞、損毀或其他因素。

(c)  就第(a)項而言，立法院可以規定術語
「新建」不包括以下任何一項：

(1) 修建或擴建任何積極使用的太陽能系統。

(2) 在本段生效之日後修建或安裝的由立法
院定義的任何消防噴淋系統、其他滅火系
統、火災探測系統或改進與火災相關的疏散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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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相當（如第(f)項第(2)段中所規定），且
無論該等替換房產是否位於同一個郡內。

(B) 就本段而言，下列規定應當適用：

(i) 對於具有更高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資格可
轉讓其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所購買
或新建的任何替換房產，替換房產的基準年
價值的計算方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
價值與替換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之間的差
額，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相加。

(ii) 對於具有同等或更低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
資格可轉讓其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
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房產，替換房產的
基準年價值的計算方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基
準年價值，除以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
再將得數乘以替換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

(f) 就第(e)項而言：

(1) 若房產遭到的有形損壞達到了其在災難
發生前的價值的百分之50以上，則房產被視
為遭到了嚴重損壞或損毀。損壞包括由於災
難導致的入口通路受限而造成的房產價值
下降。

(2) 若替換房產的大小、效用和功能與其所
替換的遭到嚴重損壞或損毀的房產類似，且
如果所購置房產的公平市場價值與被替換的
房產在災難前的公平市場價值相當，則替換
房產被視為與遭到嚴重損壞或損毀的房產條
件相當。

(g) 就第 (a) 項而言，術語「購買」和「所有
權變更」並不包括配偶之間在1975年3月1日
之後進行的不動產購買或轉讓，包括但不限
於下列：

其後的財政年度到2018–19財政年度為止的
財政年度的基準年價值的確定。

(3)

(C) (i) 除了轉讓第(1)段第  (A) 小段所許可的
位於同一個郡內的房產的基準年價值以外，
立法院還可授權各郡監督員委員會在與郡內
的受影響地方機構協商之後採納一項法令，
以允許將位於本州其他郡內的且遭到州長所
宣佈的災難嚴重損壞或損毀的房產的基準年
價值，轉讓給位於採納法令之郡內的並且在
原有房產遭到嚴重損壞或損毀的三年內作為
該房產的替換而購置或新建的具有同等或更
低價值的同等替換房產。根據本段規定透過
轉讓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而提供給房產所有者
的利益的範圍和金額，不得超過根據第(a)項
之規定透過轉讓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而提供給
房產所有者的利益的範圍和金額。就本段小
段而言，「受影響地方機構」指的是獲得從
價房產稅收入年度撥款的任何市、特別區、
學區或社區學院區。

本段

(ii) 本小段適用於作為遭到州長所宣佈的災難
（發生於1991年10月20日當天或之後到
2019年1月1日之前）嚴重損壞或損毀的房產
的替換而購置或新建的任何同等替換房產，
並且適用於1991–92財政年度以及其後的財
政年度到2018–19財政年度為止的財政年度
的基準年價值的確定。

(2)  (A) 儘管本節有任何其他規定，自2019
年1月1日起，遭到州長所宣佈的災難嚴重損
壞或損毀的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可轉讓給作
為遭到嚴重損壞或損毀之房產的替換而購置
或新建的任何房產，無論該等替換房產是否



60 | 擬議法律正文

擬議法律正文 第5號提議（續）

5

予以除外。根據一項可根據第(1)段予以除外
的購買或轉讓而轉讓給（外）孫/孫女的任何
不動產（主要住所除外）的完整現金價值，
以及由於前述條款而未能符合除外資格的主
要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均應被包含在適用
（就第 (A) 小段而言）第 (1) 段所規定的一百
萬美元 ($1,000,000) 完整現金價值限制的範
圍內。

(i) (1) 即便本節中有任何其他規定，除非第
(5)段中另行規定，否則立法院應當針對第 

(2) 段中所定義的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提供
下列其中一項（但不可二項同時）適用項：

(A) (i) 根據第 (ii) 條的限制，自1998年11月
4日起，直到2019年1月1日，符合資格的受
污染房產的基準年價值（根據(b)項所授權的
調整）可轉讓給作為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
的替換而購買或新建的替換房產，前提是，
該等替換房產的公平市場價值等同於或低於
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在未受污染的情況下
的公平市場價值，並且（除非本條另行規
定）該等替換房產位於同一個郡內。若另一
個郡的監督員委員會在與郡內的受影響地方
機構協商之後採納一項決議，以授權所描述
的基準年價值的跨郡轉讓，則符合資格的受
污染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可轉讓給位於該等另
一個郡內的替換不動產。

(ii) 本小段僅適用於在對於符合資格的受污染
房產的所有權出售或另行轉讓後的五年內購
置或新建的替換房產。

(B) 若針對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的環境問
題的補救方案要求銷毀或是導致嚴重損壞該
等房產中的一個結構，則術語「新建」不包
括在對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的環境問題進
行了補救之後，為該等房產修復嚴重損壞的

(1) 轉讓給受託人以供配偶（或是已故轉讓
人的未亡配偶）實益使用，或是透過該等委
託的受託人轉讓給委託人的配偶。

(2) 在配偶去世時生效的向配偶進行的轉讓。

(3) 與財產分割協議或是解除婚姻關係或合
法分居判令相關的向配偶或前任配偶進行的
轉讓。

(4) 僅在配偶之間進行的任何共同所有者利
益的創設、轉讓或終止。

(5) 在與財產分割協議或是解除婚姻關係或
合法分居判令相關的情況下，將法律實體的
房產分配給配偶或前任配偶，以交換配偶對
法律實體所擁有的利益。

(h) (1) 就第(a)項而言，術語「購買」和「所
有權變更」不包括立法院所定義的針對轉讓
人的主要住所進行的購買或轉讓（若購買或
轉讓發生在父母及其子女之間），以及立法
院所定義的針對父母及其子女之間的所有其
他不動產完整現金價值的首個一百萬美元 

($1,000,000)進行的購買或轉讓。本項同時
適用於自願轉讓以及法院命令或司法判令所
導致的轉讓。

(2) (A) 根據第(B)小段，從發生於新增本段
的議案生效之日當天或之後的購買或轉讓開
始，第(1)段所確定的除外條款亦適用於立法
院所定義的符合第(1)段項下資格的（外）祖
父母及其（外）孫/孫女之間進行的不動產購
買或轉讓，但前提是，該等（外）孫/孫女的
所有父母（符合該等（外）祖父母的子女資
格）截至購買或轉讓之日均已去世。

(B)  若受讓人（外）孫/孫女同時透過根據第 

(1) 段予以除外的另一項購買或轉讓獲得了一
處主要住所或是對於該等主要住所的利益，
則主要住所的購買或轉讓不應根據第(A)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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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該等所有者參與或默許了該等行為或不
作為：

(A) 為該等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外）
祖父母、（外）孫/孫女或兄弟姐妹。

(B)  為該等實體的母公司、子公司或關聯
企業。

(C) 為該等實體的所有者，或是對該等實體
具有控制權。

(D)  由該等實體所有，或是受到該等實體
控制。

若此項推定無法克服，則所有者不得獲得第
(1)段第(A)或(B)小段中所規定的豁免。此項
推定可透過向評估員呈遞令其滿意的證據的
方式來克服，評估員將不會受到主要政府機
構在判定此項推定是否已被克服時所得出的
結果的約束。

(4) 本項僅適用於在1995年1月1日當天或之
後購置或建造的替換房產，以及在該等日期
當天或之後進行的房產修復。

(5 )  (A )  即便本節中有任何其他規定，自
2019年1月1日起，且根據第(1)段第(A)小段
第(ii)條中的限制，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的
基準年價值應當轉讓給作為符合資格的受污
染房產的替換而購買或新建的替換房產，無
論該等替換房產的公平市場價值是否等同於
或低於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產在未受污染的
情況下的公平市場價值，以及該等替換房產
是否位於同一個郡內。

(B) 就本段而言，下列規定應當適用：

(i) 對於具有更高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資格可
根據本條款的規定轉讓其原有房產的基準年
價值的人士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房產，
替換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計算方式為：將原

結構或是建造一個結構以替換被損毀的結
構，但前提是，修復的或替換的結構在大
小、效用和功能上與原本的結構相類似。

(2 )  就本項而言，「符合資格的受污染房
產」指的是符合下列條件的住宅或非住宅不
動產：

(A) 倘若由於具有（包括但不限於）存在有
毒或危險材料之性質的環境問題，或是針對
該等環境問題進行的補救，而導致住宅不動
產變得無法居住，非住宅不動產變得無法使
用，除非所有者或是第(3)段中所描述的相關
個人或實體在不動產購置或建造之時已知悉
環境問題的存在。就本小段而言，住宅不動
產「無法居住」指的是由於環境問題所引發
的或是與環境問題相關的健康危害而使該等
房產不適宜人類居住；非住宅不動產「無法
使用」指的是由於環境問題所引發的或是與
環境問題相關的健康危害而使該等房產不健
康或不適合佔用。

(B) 位於一個被California州或聯邦政府的機
構指定為有毒或環境危害的場地，或是環境
清理場地。

(C) 在環境清理活動完成之前，不動產包含
一個或多個結構，該等結構由於該等環境清
理活動遭到了嚴重的損壞或損毀。

(D) 根據主要政府機構針對不動產的環境問題
或環境清理作出的規定，該等不動產並未由
於該等不動產的所有者參與的或默許的任何
行為或不作為而變得無法居住或無法使用（如
適用，根據第 (A) 小段的描述）。

(3) 應當可反駁地推定，若不動產的所有者
透過下列任何方式與採取了導致不動產變得
無法居住或無法使用（如適用）的任何行為
或不作為的任何個人或實體存在關聯，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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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委員會在與郡行政範圍內的受影響地方機
構協商之後採納了一項法令，以使第(1)段中
的規定同樣適用於替換住所位於該郡而原有
房產位於本州的另一個郡內的情況，則這項
限制將不適用於該郡。只有在郡監督員委員
會所採納的法令符合下列所有要求的情況
下，本段中所含的授權方可適用於該郡：

(A) 其是在郡監督員委員會與郡行政範圍內
的所有其他受影響地方機構進行協商之後採
納的。

(B) 其要求就轉讓位於另一個郡的原有房產
的基準年價值而提出的所有申請均獲得批
准，但前提是，該等申請須同時滿足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 (a) 項以
及本節中的適用要求。

(C) 其要求位於另一個郡內並且經評估員確
認的原有房產的所有基準年價值在針對基準
年價值轉讓申請進行批准時均獲得接受。

(D) 其規定，法令中所含的規定的有效期應
不少於五年。

(E) 法令明確指定了其條款規定應當開始適
用的日期。但是，所指定的日期不得早於
1988年11月9日。所指定的適用日期可以是
該郡採納法令之日之前的一個日期。

(b) 除了滿足第(a)項的要求之外，提出本節
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申請的任何人士僅在滿
足以下條件時方才符合該等豁免的資格：

(1) 申請人在原有房產出售時，或是在原有
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時，
或是在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之內，為
原有房產的所有者和居民。

(2) 在原有房產出售時，或是在原有房產遭
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時，或是在
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之內，由於申請

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與替換房產的完整現
金價值之間的差額，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
值相加。

(ii) 對於具有同等或更低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
資格可根據本條款的規定轉讓其原有房產的
基準年價值的人士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
房產，替換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計算方式
為：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除以原有房
產的完整現金價值，再將得數乘以替換房產
的完整現金價值。

(j) 除非另行明確規定，在1988年11月1日之
前採納的針對本節的修正案，對於在修正案
生效日期之後發生的所有權變更以及完成的
新建具有效力。除非另行明確規定，在1988

年11月1日之後採納的針對本節的修正案，
對於在修正案生效日期當天或之後發生的所
有權變更以及完成的新建具有效力。

第3節 在此對Revenue and Taxation Code賦
稅法第69.5節進行修訂，內容如下：

69.5. (a) (1) 即便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a) 

項，居住在符合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卷第3

節第(k)項和第218節項下之房主豁免資格的
房產中，並且年滿55歲的任何人士，或是嚴
重或永久殘障的任何人士，可根據本節中所
規定的條件和限制，將該等房產的基準年價
值，轉讓給該等人士在出售其原有房產後的
兩年之內作為其主要住所而購買或新建的具
有同等或較低價值並且位於同一個郡內的任
何替換住所，但前提是，原有房產的基準年
價值必須在原有房產售出之後方可轉讓給替
換住所。

(2) 即便第 (1) 段中的限制要求原有房產和替
換住所位於同一個郡內，若任何郡的郡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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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採用與該郡的記錄保存流程和本州的審計
程序相兼容的格式。

(c) 申請人的原有房產或是替換住所（或兩者
同時）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其中一項，則本節
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應當可獲取：

(1) 合作社式房產公司、社區公寓項目、獨
立產權公寓項目或規劃單元開發中的一個單
元或地塊。若該等單元或地塊構成申請人的
原有房產，則評估員應當僅向申請人的替換
住所轉讓申請人的單元或地塊的基準年價
值，以及申請人對於保留作為該等單元或地
塊的附屬物的任何公共區域所擁有的份額。
若該等單元或地塊構成申請人的替換住所，
則評估員應當僅將申請人的原有房產的基準
年價值轉讓給申請人的單元或地塊以及申請
人對於保留作為該等單元或地塊的附屬物的
任何公共區域所擁有的任何份額。

(2) 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活動房屋
所坐落於的申請人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本
段而言，「申請人所擁有的土地」包括根據
第62.1節第(b)項評估的對於居民所有制移動
房屋園區所擁有的按比例利益。

(A) 若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
的任何土地構成申請人的原有房產，則評估
員應當向申請人的替換住所轉讓活動房屋的
基準年價值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的任
何土地的基準年價值（如適用）。若構成申
請人的原有房產的活動房屋住所包括對於居
民所有制移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利益，則評
估員應當向申請人的替換住所轉讓申請人的
活動房屋的基準年價值以及申請人對於該等
園區的不動產所擁有的按比例部分。對於不
構成原有房產的一部分的土地部分，評估員
不得轉讓其的基準年價值（按照第(g)項第(4) 

段的規定）。

人擁有並佔用原有房產作為其主要住所，而
使得原有房產符合房主豁免的資格。

(3) 在原有房產出售時，申請人或是與申請
人同住的申請人的配偶年滿55歲，或是嚴重
或永久殘障。

(4) 在申請第(a)項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時，
申請人為替換住所的所有者並且將之作為其
主要住所，因此，該房產目前符合房主豁免
的資格或是可能將會符合豁免的資格，除非
由於原所有者提交的豁免申請，該房產已經
在獲取豁免。

(5) 申請人在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之
內出售了其原有房產。就本段而言，替換住
所的購買或新建包括購買符合以下條件的地
塊：為申請人的替換建築、結構或是構成住
所的其他庇護將會坐落的位置且根據第(g)項
第 (3) 段將會構成替換住所的一部分。

(6) 除非第(a)項第(2)段中另行規定，否則替
換住所（包括第(5)段中所規定的替換住所將
坐落的地塊）須完整位於申請人的原有房產
的同一個郡內。

(7) 申請人先前未曾作為申請人獲得本節所
規定的房產稅豁免，但本段不適用於在作為
申請人獲得本節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之後變
得嚴重且永久殘障的年滿55歲的任何人士。
為了防止本州內出現本節項下的重複申請的
情況，郡評估員應當按季度向州公平委員會
報告申請人依據第 (f) 項所提交的申請資訊，
以及委員會認為對於充分識別本節項下的評
估員和獲得豁免的所有申請人所允許的所有
申請而言必要的郡記錄資訊。委員會可規定
該等資訊須包含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全部或部
分姓名及社會保障號碼，以及其申請所適用
的替換住所的特性和地點。該等資訊可能須
以數據處理媒介或其他媒介的形式提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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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共同所有者的原有房產為多單元住所，
則第(2)和(3)段所規定的限制僅應當適用於在
第(b)項第(2)段所明確規定的時間佔用了原有
房產內的同一個住所單元的共同所有者。

( e )  在出售原有房產時，評估員應當依據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a)項和第
110.1節為該等房產確定一個新的基準年價
值，無論原有房產的原所有者後續是否購買
或新建了一處替換住所。

除非原有房產的轉讓為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條件
的所有權變更，否則本節將不適用：(1)使該
等房產須根據第110.1或5803節的規定，接受
當前公平市場價值的重新評估，或(2)由於該
等房產符合本節、第69節或第69.3節項下的
替換住所或房產的資格，從而導致須依據本
節、第69節或第69.3節確定其基準年價值。

(f) (1) 除非申請人使用州公平委員會所指定
的以及評估員根據請求所提供的表格向評估
員提供下列資訊，否則申請人不符合本節所
規定的房產稅豁免的資格：

(A) 身為替換住所記錄在案的所有者的各位
申請人及申請人的任何配偶的姓名和社會保
障號碼。

(B) 表明申請人或是與申請人同住在原有房
產的申請人配偶在原有房產出售時年滿55歲
或是嚴重或永久殘障的證據。表明嚴重永久
殘障的證據，應當被視為可佐證申請人嚴重
永久殘障狀態之證明（經適當專科的許可醫
師和外科醫師簽署）。若不具有證據可證明
該等人士年滿55歲，則申請人應當根據偽證
罪懲罰條例保證其已達到年齡要求。倘若為
嚴重永久殘障的申請人，則須提交以下其中
一項：

(i) 經適當專科的許可醫師或外科醫師簽署的
證明，指出殘障使得搬遷至替換住所有必要

(B) 若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
的任何土地構成申請人的替換住所，則評估
員應當將申請人的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
讓給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的
任何土地（如適用）。若構成申請人的替換
住所的活動房屋住所包括對於居民所有制移
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利益，則評估員應當將
申請人的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讓給申請
人的活動房屋以及申請人對於該等園區所擁
有的按比例部分。對於不構成替換住所的一
部分的土地部分，評估員不得向其轉讓基準
年價值（按照第(g)項第(3)段的規定）。

本項應當受制於第(d)項中所規定的限制。

(d) 本節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應當可提供給
身為原有房產的共同所有者的申請人（作為
聯合承租人、共同承租人、社區房產所有者
或是信託的目前受益人），但須受到下列
限制：

(1) 若所有共同所有者購買或新建了一處替
換住所，而每位共同所有者均保留對於替換
住所的利益，則申請人應當符合本節項下的
資格，無論任何或全部其餘共同所有者是否
亦為符合資格的申請人。

(2) 若兩位或以上共同所有者分別購買或新
建了兩處或以上替換住所，且超過一位共同
所有者為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則只有一位共
同所有者將符合本節項目下的資格。此等共
同所有者應當透過相互協議來確定其中哪一
位所有者應當被視為符合資格。

(3) 若持有作為社區房產的原有房產的兩位
共同所有者分別購買或新建了兩處或以上替
換住所，則只有年滿55歲或是嚴重永久殘障
的共同所有者方才符合本節項下的資格。若
配偶雙方均已年滿55歲，則雙方須透過相互
協議來確定其中哪一位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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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將以下兩項作為考慮因素納入第(A)小
段所描述的評估年份中：

(i) 依據第51節第(a)項第(1)段每年確定的通
貨膨脹。

(ii) 不符合房產稅豁免資格（依據第(h)項第
(4)段第(A)和(B)小段中所規定的標準）的標
準的不動產所發生的任何後續新建。

(g) 就本節而言：

(1)「年滿55歲的人士」指的是在原有房產出
售之時年齡已達到55歲的任何人士或是任何
人士的配偶。

(2)「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指的是依據第
110.1節確定的，並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
XIII A卷第2節第(b)項以及第110.1節第(f)項
的允許進行了調整的基準年價值，其是在申
請人出售原有房產之日之前確定的，若在原
有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且
所有者並未重建原有房產的情況下，則是在
災禍或災難發生之前確定的。

若替換住所是在原有房產轉讓之後所購買或
新建的，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還包
含第110.1節第(f)項針對原有房產出售後的期
間所允許的任何通貨膨脹因素調整。用於計
算「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基準年份應
當被視為基準年價值依據本節所轉讓給的任
何房產的基準年份。

(3)「替換住所」指的是申請人所擁有和佔用
的作為其主要住所的建築、結構或是構成住
所的其他庇護所（無論為不動產或是動產）
，以及建築、結構或其他庇護所坐落於的申
請人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本段而言，構成
替換住所的一部分的土地僅包含用作居住地
點的合理大小的區域，而「申請人所擁有的
土地」包含申請人擁有第61節第(c)項所描述
的租賃權益或是持有土地購買合同的土地。

性的具體原因以及替換住所中與殘障相關的
要求，包括任何地點要求。申請人應當證實
替換住所滿足所指出的與殘障相關的要求，
以及搬遷至替換住所的主要原因在於滿足該
等要求。若申請人或是申請人的配偶或監護
人，根據偽證罪懲罰條例作出聲明，應當可
反駁地推定，搬遷至替換住所的主要目的在
於滿足所指出的與殘障相關的要求。

(ii) 申請人證實，搬遷至替換住所的主要目的
在於減輕殘障所導致的經濟負擔。若申請人
或是申請人的配偶或監護人，根據偽證罪
懲罰條例作出聲明，應當可反駁地推定，
搬遷的主要目的在於減輕殘障所導致的經濟
負擔。

(C) 原有房產的地址以及（若已知）評估員
的宗地號。

(D) 申請人出售原有房產的日期，以及申請
人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日期。

(E) 申請人所作出的聲明，表明其在提出申
請之日佔用替換住所作為其主要居住地點。

(F) 本節項下的任何索賠，皆應當在替換住所
的購買之日或是替換住所的新建工程完工之
日起的三年之內提出（受制於第( k )或(m) 

項）。

(2) 若本節項下的基準年價值的轉讓申請是
在第(1)段第(F)小段中所規定的申請提交期限
結束之後提交的，則應由評估員予以考慮，
且須受制於下列所有條件：

(A) 依據該等申請而批准的任何基準年價值
轉讓，應當從提交申請的評估年份的留置日
期開始適用。

(B) 替換房產在第(A)小段中所描述的評估年
份中的完整現金價值，應當為不動產在進行
基準年價值轉讓的評估年份中的基準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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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替換住所是在原有房產出售之日起的
第二年內所購買或新建的，則為原有房產的
完整現金價值的金額的百分之110。

就本段而言，除非第 (h) 項第 (4) 段中另行規
定，否則若替換住所是部分購買部分新建
的，則「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日期為購
買之日或新建完工之日（以較遲者為準）。

(6)「替換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指的是在購
買或新建完工之日之前以及購買或新建完工
之後依據第110.1節確定的完整現金價值。

(7)「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指的是下列
其中一項：

(A) 依據第 (e) 項確定的新的基準年價值，不
適用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h) 

項，加上第XI I I   A卷第2節第(b )項以及第
110.1節第(f)項所允許的調整，時間期限為從
申請人出售房產之日到購買或新建完成替換
房產之日。

(B) 若原有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
或損毀，而所有者並未重建原有房產，則在
災禍或災難所導致的嚴重損壞或損毀之前，
由房產所在的郡的郡評估員依據第110節確
定的該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不適用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h)項，加
上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b)項以
及第110.1節第(f)項所允許的調整，時間期限
為從申請人出售房產之日到購買或新建完成
替換房產之日。

(8)「出售」指的是任何旨在獲得對價的原有
房產的所有權變更。

(9)「申請人」指的是申請本節項目下所規定
的房產稅豁免的任何人士。若該等人士的配
偶為替換住所記錄在案的所有者，則出於確
定配偶根據本節規定提出的任何未來申請是

多單元住所的每個單元均應當被視為一處單
獨的替換住所。就本段而言，若對於房產進
行的任何非住宅使用僅僅只是對於房產進行
的住宅使用所附帶的，則「用作居住地點的
合理大小的區域」包含所有土地。就本段而
言，「申請人所擁有的土地」包括根據第
62.1節第(b)項評估的對於居民所有制移動房
屋園區所擁有的所有權利益。

(4)「原有房產」指的是申請人所擁有和佔用
的作為其主要住所的建築、結構或是構成住
所的其他庇護所（無論為不動產或是動產），
以及建築、結構或其他庇護所坐落於的申請
人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本段而言，構成原
有房產的一部分的土地僅包含用作居住地點
的合理大小的區域，而「申請人所擁有的土
地」包含申請人擁有第61節第(c)項所描述的
租賃權益或是持有土地購買合同的土地。多
單元住所的每個單元均應當被視為一處單獨
的原有房產。就本段而言，若對於房產進行
的任何非住宅使用僅僅只是對於房產進行的
住宅使用所附帶的，則「用作居住地點的合
理大小的區域」包含所有土地。就本段而
言，「申請人所擁有的土地」包括根據
第62.1節第 (b) 項評估的對於居民所有制移
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所有權利益。

(5)「同等或更低價值」指的是替換住所的完
整現金價值的金額不超過下列其中一項：

(A) 若替換住所是在原有房產出售之日之前
所購買或新建的，則為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
價值的金額的百分之100。

(B) 若替換住所是在原有房產出售之日起的
第一年內所購買或新建的，則為原有房產的
完整現金價值的金額的百分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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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在原有房產出售之前購置的替換住所
的新基準年價值進行調整。

(4) 若本節項下的申請及時提交並獲得了批
准，但在進行了基準年價值轉讓之後對替換
住所開展了新建工程，則本節項下規定的房
產稅豁免應同樣適用於改進後的替換住所，
並且若同時滿足下列兩個條件的話，在新建
完工時則無須進行重新評估：

(A) 新建是在原有房產出售之日起的兩年內
完工的，並且所有者在新建完工後的六個月
之內透過書面形式通知評估員。

(B) 新建完工之日的公平市場價值，加上替
換住所購置之日的完整現金價值，不超過出
於批准原始申請之目的而根據第(g)項第(7)段
所確定的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

(i) 任何申請人均可撤回本節項目下的房產稅
豁免的申請且不應被視為已獲得該等豁免（就
第(b)項第(7)段而言），且若書面撤回通知按
照如下方式送達評估員辦公室，則評估員應
當批准該等撤回：

(1) 經原始提交申請人簽署的書面撤回通知
送達至提交原始申請所在的評估員辦公室。

(2) (A) 除非本段中另行規定，否則撤回通知
應當在郡首次簽發（作為批准本節項下豁免
的結果）針對替換住所徴收的房產稅的退款
支票之日之前送達評估員辦公室。若批准豁
免將不會導致退回房產稅，則通知應在首次
支付針對獲得了本節項下豁免的替換住所徴
收的任何房產稅或其中任何部分之前送達。
若未支付稅項，則通知應在針對獲得了本節
項下豁免的替換住所徴收的任何房產稅或其
中任何部分逾期之日之前送達。

(B) 即便本項中有任何其他規定，撤回通知
在豁免獲得批准後的六年之內的任何時候送
達評估員辦公室，前提是，在原始申請提交

否符合第(b)項第(7)段中所規定的資格條件之
目的，配偶亦為一名申請人。

(10)「符合房主豁免資格的房產」包含作為
房產所有者的主要住所並且有權享受
第205.5節項下之豁免的房產。

(11)「人士」指的是任何個人，但不包括任
何商號、合夥企業、協會、企業、公司或是
其他任何類型的法律實體或組織。「人士」
包含作為信託的當前受益人的個人。

( 1 2 )「嚴重永久殘障」指的是第7 4 . 3節
第 (b) 項中所描述的任何人士。

(13) 就本節而言，若土地或改善所遭受到的
有形損壞的價值達到了土地或改善在災禍或
災難發生前的完整現金價值的百分之50以
上，則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
損毀」。損壞包括由於災禍或災難導致的房
產入口通路受限而造成的房產價值永久性的
下降。

(h) (1) 在及時提交第(f)項第(1)段第(F)小段
中所描述的申請後，評估員應當依據本節的
規定對替換住所的新基準年價值進行調整。
這項調整應在下列日期中的最遲日期之前
作出：

(A) 原有房產出售之日。

(B) 替換住所購買之日。

(C) 替換住所的新建完工之日。

(2) 若稅金超過根據調整後的新基準年價值
所確定的應繳金額，則在提交申請之前根據
替換住所的新基準年價值針對替換住所徴收
的任何稅項以及其任何允許的年度調整，均
應當取消或退回給申請人。

(3) 即便有第75.10節的規定，第3.5章（從
第75節開始）應當被用於實施本項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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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三年以上的適用日期，則對於購買或建
造替換住所的日期是在法案採納日期之前三
年以上的潛在申請人以及因此無法及時提交
申請的申請人，倘若在法案採納之日起的三
年之內提交了申請，應當被視為已及時提交
了申請。本段不得被解讀為放棄本節項目下
的任何其他要求。

(2 )  倘若郡評估員對基準年價值進行了更
正，以反映在1989年1月1日至2002年1月1

日之間發生的對於居民所有制移動房屋園區
所擁有的所有權的按比例變更（依據第62.1

節第(b)項第(4)段），則對於購買或建造替換
住所的日期是在進行更正日期之前三年以上
的申請人以及因此無法及時提交申請的申請
人，倘若在對基準年價值進行更正以反映所
有權的按比例變更的通知之日起的三年之內
提交了申請，應當被視為已及時提交了申
請。本段不得被解讀為放棄本節項目下的任
何其他要求。

(3) 本項不適用於在提交申請之前已轉讓了
其替換住所的申請人。

(4) 本節所規定的但根據本項申請的房產稅
豁免應當僅預期地從提交申請的評估年份的
留置日期開始適用。在提交申請之日之前，
不得就稅項進行退回或取消。

(l) 若評估員依據一項已失效的授權可跨郡進
行基準年價值轉讓的法案，錯誤地批准了本
節項下的基準年價值轉讓，則不得進行任何
逃避評估。

(m) (1) 2001年法規第613章針對本節第(b) 

和(g)項作出的修正應當適用於以下情況：

(A) 針對向位於同一個郡內的替換住所轉讓
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則應當適用於在
1986年11月6日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的任
何替換住所。

後的90天內，作為申請人的主要住所的替換
房產已騰出，無論該等房產是否繼續獲得房
主豁免。若撤回導致房產的基準年價值上
升，或是房主豁免錯誤地獲得允許，則應當
施加適當的逃避評估或補充評估，包括第
506節中所規定的利益。針對任何逃避評估
或補充評估的限制期應當從撤回通知送達至
評估員辦公室的評估年度的7月1日開始。

(3) 通知應當連同評估員可能要求支付的費
用，前提是，該等費用不得超過與處理撤回
申請的預估成本相關的合理金額，包括直接
成本以及發展和間接成本，例如日常管理、
人員、用品、材料、辦公空間及電腦的
成本。

(j) (1) 針對向位於同一個郡內的替換住所轉
讓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本節（除非第 (3) 

或 (4) 段中另有規定）應當適用於在1986年
11月6日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
住所。

(2) 針對向位於不同郡內的替換住所轉讓原
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除非第(4)段中另有規
定，否則本節應當適用於在替換住所所在郡
頒布的法令的第(a)項第(2)段第(E)小段所指定
的日期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
所，但不得適用於在1988年11月9日之前購
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

(3) 針對嚴重永久殘障的人士所進行的基準
年價值轉讓，本節應當僅適用於在1990年6

月6日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的替換住所。

(4) 增加本段的法案對第(e)項作出的修正應
當僅適用於在1991年10月20日當天或之後
購置或新建的第69節項下的替換住所，且應
當從1991–92財政年度開始適用。

(k) (1) 倘若某個郡依據第(a)項第(2)段採納
了一項法案，從而確定了一個早於法案採納



擬議法律正文 | 69

擬議法律正文 第5號提議（續）

5

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必須在原有房產售出之
後方可轉讓給替換住所。

(2 )   出於計算替換住所的基準年價值之目
的，下列規定應當適用：

(A) 對於具有更高價值的並且是由符合資格
可在出售其原有房產的兩年內轉讓其原有房
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所購買或新建的任何
替換住所，替換住所的基準年價值的計算方
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與替換住
所的完整現金價值之間的差額，與原有房產
的基準年價值相加。

(B) 對於具有同等或更低價值的並且是由符
合資格可在出售其原有房產的兩年內轉讓其
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人士所購買或新建
的任何替換住所，替換住所的基準年價值的
計算方式為：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除
以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再將得數乘以
替換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

(b) 除了滿足第  (a) 項的要求之外，有權獲得
本節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的任何人士僅在滿
足以下條件時方才符合該等豁免的資格：

(1) 該等人士在原有房產出售時，或是在原
有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
時，或是在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之
內，為原有房產的所有者和居民。

(2) 在原有房產出售時，或是在原有房產遭
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時，或是在
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之內，由於該等
人士擁有並佔用原有房產作為其主要住所，
而使得原有房產符合房主豁免的資格。

(3) 在原有房產出售時，該等人士或是與該
等人士同住的該等人士的配偶年滿55歲，或
是嚴重或永久殘障。

(B) 針對向位於不同郡內的替換住所轉讓原
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則應當適用於在替換
住所所在郡頒布的法令的第(a)項第(2)段第
(E)小段所指定的日期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
的任何替換住所，但不得適用於在1988年11

月9日之前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

(C) 針對嚴重永久殘障的人士所進行的基準
年價值轉讓，則應當適用於在1 9 9 0年
6月6日當天或之後購買或新建的替換住所。

(2) 本節所規定的且以本項為依據的房產稅
豁免，應當僅預期地從提交申請的評估年份
的留置日期開始適用。在提交申請之日之
前，不得就稅項進行退回或取消。

(n) 在本節項下提交的申請並非公開文件，且
無須接受公開檢查，除非申請應當可供以下
人士檢查：申請人或申請人的配偶，申請人
或申請人配偶的法定代表人，申請人或申請
人配偶作為當前受益人的信託的受託人，以
及申請人或申請人配偶的遺產的執行人或管
理人。

(o) 增加本項的法案對本節作出的修正應當從
2012–13財政年度的留置日期開始適用。

(p) 本節僅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有效，並自
該日期起廢止。

第4節 賦稅法增加第69.5節，內容如下：

69.5.  (a)  (1) 即便有任何其他法律，根據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a)項，年
滿55歲的任何人士或是嚴重殘障的任何人士
的符合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卷第3節第(k) 
項和第218節項下之房主豁免資格的房產的
基準年價值，根據本節中所規定的程序，應
當轉讓給該等人士在出售其原有房產後的兩
年之內作為其主要住所而購買或新建的任何
替換住所，無論替換住所的價值，且無論替
換住所是否位於同一個郡內，但前提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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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若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的
任何土地構成該等人士的原有房產，則評估
員應當向該等人士的替換住所轉讓活動房屋
的基準年價值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的
任何土地的基準年價值（如適用）。若構成該
等人士的原有房產的活動房屋住所包括對於
居民所有制移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利益，則
評估員應當向該等人士的替換住所轉讓該等
人士的活動房屋的基準年價值以及該等人士
對於該等園區的不動產所擁有的按比例部
分。對於不構成原有房產的一部分的土地部
分，評估員不得轉讓其的基準年價值（按照
第(g)項第(4)段的規定）。

(ii) 若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於
的任何土地構成申請人的替換住所，則評估
員應當將申請人的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
讓給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其所坐落的
任何土地（如適用）。若構成申請人的替換住
所的活動房屋住所包括對於居民所有制移動
房屋園區所擁有的利益，則評估員應當將申
請人的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讓給申請人
的活動房屋以及申請人對於該等園區所擁有
的按比例部分。對於不構成替換住所的一部
分的土地部分，評估員不得向其轉讓基準年
價值（按照第(g)項第(3)段的規定）。

(2) 本項應當受制於第(d)項中所規定的限制。

(d) 本節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應當可提供給身
為原有房產的共同所有者的人士（作為聯合
承租人、共同承租人、社區房產所有者或是
信託的目前受益人），但須受到下列限制：

(1) 若所有共同所有者購買或新建了一處替
換住所，而每位共同所有者均保留對於替換
住所的利益，則申請轉讓基準年價值的人士
應當符合本節項下的資格，無論任何或全部
其餘共同所有者是否符合資格。

(4) 在申請第(a)項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時，
該等人士為替換住所的所有者並且將之作為
其主要住所，因此，該房產目前符合房主豁
免的資格或是可能將會符合豁免的資格，除
非由於原所有者申請的豁免，該房產已經在
獲取豁免。

(5) 該等人士在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兩年
之內出售了其原有房產。就本段而言，替換
住所的購買或新建包括購買購買符合以下條
件的地塊：為該等人士的替換建築、結構或
是構成住所的其他庇護所將會坐落的位置且
根據第(g)項第(3)段將會構成替換住所的一
部分。

(c) (1) 該等人士的原有房產或是替換住所（或
兩者同時）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其中一項，則
本節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應當可獲取：

(A) 合作社式房產公司、社區公寓項目、獨
立產權公寓項目或規劃單元開發中的一個單
元或地塊。若該等單元或地塊構成該等人士
的原有房產，則評估員應當僅向該等人士的
替換住所轉讓該等人士的單元或地塊的基準
年價值，以及該等人士對於保留作為該等單
元或地塊的附屬物的任何公共區域所擁有的
份額。若該等單元或地塊構成該等人士的替
換住所，則評估員應當僅將該等人士的原有
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讓給該等人士的單元
或地塊以及該等人士對於保留作為該等單元
或地塊的附屬物的任何公共區域所擁有的任
何份額。

(B) 活動房屋，或是活動房屋以及活動房屋
所坐落於的該等人士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
本段而言，「該等人士所擁有的土地」包括
根據第62.1節第(b)項評估的對於居民所有制
移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按比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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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居住在該等房產之中並且符合房主豁免
資格的各位人士的姓名以及社會保障號碼。

(B) 表明該等人士或是與該等人士同住在原
有房產的該等人士之配偶在原有房產出售時
年滿55歲或是嚴重或永久殘障的證據。表明
嚴重永久殘障的證據，應當被視為可佐證申
請人嚴重永久殘障狀態之證明（經適當專科
的許可醫師和外科醫師簽署）。若不具有證
據可證明該等人士年滿55歲，則該等人士應
當根據偽證罪懲罰條例保證其已達到年齡要
求。倘若為嚴重永久殘障的人士，則須提交
以下其中一項：

(i) 經適當專科的許可醫師或外科醫師簽署的
證明，指出殘障使得搬遷至替換住所有必要
性的具體原因以及替換住所中與殘障相關的
要求，包括任何地點要求。該等人士應當證
實替換住所滿足所指出的與殘障相關的要
求，以及搬遷至替換住所的主要原因在於滿
足該等要求。若該等人士或是該等人士的配
偶或監護人，根據偽證罪懲罰條例作出聲
明，應當可反駁地推定，搬遷至替換住所的
主要目的在於滿足所指出的與殘障相關的
要求。

(ii) 該等人士證實，搬遷至替換住所的主要目
的在於減輕殘障所導致的經濟負擔。若該等
人士或是其配偶或監護人，根據偽證罪懲罰
條例作出聲明，應當可反駁地推定，搬遷的
主要目的在於減輕殘障所導致的經濟負擔。

(C) 原有房產的地址以及（若已知）評估員
的宗地號。

(D) 出售該等人士的原有房產的日期，以及
購買或新建替換住所的日期。

(E)   該等人士所作出的聲明，表明其在提
出申請之日佔用替換住所作為其主要居住
地點。

(2) 若兩位或以上共同所有者分別購買或新
建了兩處或以上替換住所，且超過一位共同
所有者符合資格可依據本節進行基準年價值
的轉讓，則所有共同所有者均可按照其對於
原有房產所享有的所有權利益的比例，將原
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轉讓給任何替換住所。

(3) 若持有作為社區房產的原有房產的兩位
共同所有者分別購買或新建了兩處或以上替
換住所，則只有年滿55歲或嚴重永久殘障的
共同所有者方才符合本節項下的資格。若配
偶雙方均已年滿55歲，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
價值應當按照雙方對於原有房產所享有的所
有權利益的比例被轉讓給任何替換住所。

(4) 倘若共同所有者的原有房產為多單元住
所，則第 (2) 和 (3) 段所規定的限制僅應當適
用於在第 (b) 項第 (2) 段所明確規定的時間佔
用了原有房產內的同一個住所單元的共同所
有者。

( e )   在出售原有房產時，評估員應當依據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  (a) 項和
第110.1節為該等房產確定一個新的基準年價
值，無論原有房產的原所有者後續是否購買
或新建了一處替換住所。除非原有房產的轉
讓為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條件的所有權變更，
否則本節將不適用：(1) 使該等房產須根據第
110.1或5803節的規定，接受當前公平市場
價值的重新評估，或 (2)  由於該等房產符合
本節、第69節或第69.3節項下的替換住所或
房產的資格，從而導致須依據本節、第69節
或第69.3節確定其基準年價值。

(f)  (1) 有權享受本節項下的房產稅豁免的人
士，應當使用州公平委員會所指定的以及評
估員在替換住所購買之時提供的表格，在替
換住所按照常規須接受當前公平市場價值再
評估時，向評估員提供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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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間所允許的任何通貨膨脹因素調整。用
於計算「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的基準年
份應當被視為基準年價值依據本節所轉讓給
的任何房產的基準年份。

(3)「替換住所」指的是該等人士所擁有和佔
用的作為其主要住所的建築、結構或是構成
住所的其他庇護所（無論為不動產或是動
產），以及建築、結構或其他庇護所坐落於
的該等人士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本段而
言，構成替換住所的一部分的土地僅包含用
作居住地點的合理大小的區域，而「該等人
士所擁有的土地」包含該等人士擁有第61節
第(c)項所描述的租賃權益或是持有土地購買
合同的土地。多單元住所的每個單元均應當
被視為一處單獨的替換住所。就本段而言，
若對於房產進行的任何非住宅使用僅僅只是
對於房產進行的住宅使用所附帶的，則「用
作居住地點的合理大小的區域」包含所有土
地。就本段而言，「該等人士所擁有的土
地」包括根據第62.1節第(b)項評估的對於
居民所有制移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所有權
利益。

(4)「原有房產」指的是該等人士所擁有和佔
用的作為其主要住所的建築、結構或是構成
住所的其他庇護所（無論為不動產或是動
產），以及建築、結構或其他庇護所坐落於
的該等人士所擁有的任何土地。就本段而
言，構成原有房產的一部分的土地僅包含用
作居住地點的合理大小的區域，而「該等人
士所擁有的土地」包含該等人士擁有第61節
第 (c) 項所描述的租賃權益或是持有土地購買
合同的土地。多單元住所的每個單元均應當
被視為一處單獨的原有房產。就本段而言，
若對於房產進行的任何非住宅使用僅僅只是
對於房產進行的住宅使用所附帶的，則「用
作居住地點的合理大小的區域」包含所有土

(2) 本項所要求的表格，皆應當在替換住所
的購買之日或是替換住所的新建工程完工之
日起的三年之內提出。在本段中所規定的
申請提交期限結束之後提交的任何表格，
應由評估員予以考慮，且須受制於下列所有
條件：

(A) 依據該等申請而批准的任何基準年價值
轉讓，應當從提交表格的評估年份的留置日
期開始適用。

(B) 替換房產在第(A)小段中所描述的評估年
份中的完整現金價值，應當為不動產在進行
基準年價值轉讓的評估年份中的基準年價
值，並將以下兩項作為考慮因素納入第(A)小
段所描述的評估年份中：

(i) 依據第51節第(a)項第(1)段每年確定的通
貨膨脹。

(ii) 不符合房產稅豁免資格（依據第(h)項第
(4) 段中所規定的標準）的標的不動產所發生
的任何後續新建。

(g) 就本節而言，下列定義應當適用：

(1)「年滿55歲的人士」指的是在原有房產出
售之時，年齡已達到55歲的任何人士或是任
何人士的配偶。

(2)  (A)「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指的是依
據第110.1節確定的，並依據California州憲
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 (b) 項以及第110.1節第
(f)  項的允許進行了調整的基準年價值，其是
在申請人出售原有房產之日之前確定的，若
在原有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
毀且所有者並未重建原有房產的情況下，則
是在災禍或災難發生之前確定的。

(B) 若替換住所是在原有房產轉讓之後所購
買或新建的，則「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值」
還包含第110.1節第(f)項針對原有房產出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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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土地或改善所遭受到的有形損壞的價
值達到了土地或改善在災禍或災難發生前的
完整現金價值的百分之50以上，則房產「遭到
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損毀」。損壞包括
由於災禍或災難導致的房產入口通路受限而
造成的房產價值永久性的下降。

(h)  (1) 在及時提交第  (f)  項中所描述的表格
後，評估員應當依據本節的規定對替換住所
的新基準年價值進行調整。這項調整應在下
列日期中的最遲日期之前作出：

(A) 原有房產出售之日。

(B) 替換住所購買之日。

(C) 替換住所的新建完工之日。

(2) 若稅金超過根據調整後的新基準年價值
所確定的應繳金額，則在申請本節項下的房
產稅豁免之前根據替換住所的新基準年價值
針對替換住所徴收的任何稅項，以及對新基
準年價值作出的任何允許的年度調整，均應
當取消或退回給該等人士。

(3) 即便有第75.10節的規定，第3.5章（從
第75節開始）應當被用於實施本項之目的，
包括對在原有房產出售之前購置的替換住所
的新基準年價值進行調整。

(4) 若本節項下的表格及時提交，但在進行
了基準年價值轉讓之後對替換住所開展了新
建工程，則本節項下規定的房產稅豁免應同
樣適用於改進後的替換住所，並且若新建在
原有房產出售之日起的兩年之內完工，且所
有者在新建完工後的六個月之內以書面形式
通知評估員，則在新建完工時將無須進行重
新評估。

(i) 針對向替換住所轉讓原有房產的基準年價
值，本節應當適用於在2019年1月1日當天或
之後購買或新建的任何替換住所。

地。就本段而言，「該等人士所擁有的土
地」包括根據第62.1節第(b)項評估的對於
居民所有制移動房屋園區所擁有的所有權
利益。

(5)「替換住所的完整現金價值」指的是在購
買或新建完工之日之前以及購買或新建完工
之後依據第110.1節確定的完整現金價值。

(6)「原有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指的是下列
其中一項：

(A) 依據第  (e) 項確定的新的基準年價值，不
適用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h) 
項，加上第XI I I  A卷第2節第(b )項以及第
110.1節第(f)項所允許的調整，時間期限為從
該等人士出售房產之日到購買或新建完成替
換房產之日。

(B) 若原有房產遭到災禍或災難的嚴重損壞或
損毀，而所有者並未重建原有房產，則在災
禍或災難所導致的嚴重損壞或損毀之前，由
房產所在的郡的郡評估員依據第110節確定
的該房產的完整現金價值，不適用California
州憲法第X I I I   A卷第2節第 ( h )項，加上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第2節第(b)項以及
第110.1節第(f)項所允許的調整，時間期限為
從該等人士出售房產之日到購買或新建完成
替換房產之日。

(7)「出售」指的是任何旨在獲得對價的原有
房產的所有權變更。

(8)「人士」指的是申請本節項目下的房產稅
豁免的任何個人，但不包括任何商號、合夥
企業、協會、企業、公司或是其他任何類型
的法律實體或組織。「人士」包含作為信託
的當前受益人的個人。

(9)「符合房主豁免資格的房產」包含作為房
產所有者的主要住所並且有權享受第205.5節
項下之豁免的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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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節  (a) 無論是否有其它法律規定，對
於機動車汽油或柴油燃料的銷售、儲存、使
用或消費，或California州居民在公路上駕駛
車輛或房車的特權，立法院不得徵收、提高
或延長任何如第3節定義的稅，除非向選民提
交徵稅提議並獲得多數選票批准。

(b) 本節不適用於在2017年1月1日生效的稅
率對機動車汽油或柴油燃料或駕駛車輛或房
車特權徵稅。2017年1月1日之後這些稅目稅
率的提高應終止，除非如本節所述獲得選民
的批准。

7 議
由2017-2018年眾議院定期會議的第807號
法案（2018年法令，第60章）擬議的法律條
文已經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10節的
規定呈交給民眾。

此擬議法律在《政府法典》中增加一個小節
並廢除了Daylight Saving Time Act《夏令時
法案》的幾個小節；因此，擬議刪除的條款
以刪除線印刷，待新增的法規以斜體印刷，
以示為新增的法規。

擬議法律
第1節. 如果聯邦法律授權本州申請全年夏令
時，且立法院考慮通過該申請，則該法案的
目的是建議立法院考慮全年夏令時對
California與其它州之間及California與墨西哥
之間的邊境社區的潛在影響。

第2節. 在此對《政府法典》增加第6808

節，內容如下：

6808.  (a) 本州的標準時間是聯邦法律規定
的第五區時間，即太平洋標準時間（《美國
法典》第15卷第261和263節）。

(j) 在本節項下提交的表格並非公開文件，且
無須接受公開檢查，除非表格應當可供以下
人士檢查：該等人士或其配偶，該等人士或
其配偶的法定代表人，該等人士或其配偶作
為當前受益人的信託的受託人，以及該等人
士或其配偶的遺產的執行人或管理人。

(k) 本節將自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第5節 經立法院各院成員三分之二投票贊
成，並且經州長簽署，可對本議案的法定規
定進行修訂，只要該修訂符合且促成本法案
的目的。

第6節 本法案的條款可以分割。如果本法案
中任何規定或其實施被認定為無效，其他在
無該等無效規定或實施的情況下有效的其他
規定或實施的有效性將不受影響。

6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這一動議案在California州憲法中增加了一個
小節；因此，擬議增加的新規定用斜體印
刷，以示為新增的規定。

擬議法律
第1節. 調查結果和目的聲明

(a) California州對汽油和汽車擁有權徵稅是
全國最高之一。

(b) 提高這些稅並未得到民眾的同意。

(c) 因此，民眾特此修訂憲法，要求對近期
2017年法令第5章規定的汽油及汽車稅的提
高以及將來對汽油和汽車稅的提高都必須得
到選民的批准。

第2節. 汽油及汽車稅提高須經選民批准

第2.1節 在此對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卷
增加第3.5節，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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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中，時間應按本法案所述規定、理解和意
指。

第7節. 在此廢除《夏令時法案》的第5節。

第5節 .  在此廢除與本法案衝突的所有法
案。

8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這一動議案在《健康與安全法規》中增加了
小節；因此，擬議增加的新規定用斜體印
刷，以示為新增的規定。

擬議法律
第1節. 名稱。

本法案應被稱為「透析合理定價法案」。

第2節. 調查結果和目的。

本法案經California州民眾批准生效，調查結
果及目的如下：

(a) 民眾調查結果如下：

(1) 腎臟透析指清除血液中的廢物及多餘的
水分（通常是透過使用體外及其進行），之
後血液重新流入患者體內的過程。如果需要
進行透析的人未能得到或承擔不起高質量的
護理，毒素會在體內累積，最終導致死亡。

(2) 在California，至少有66,000人接受了透
析治療。

(3) 然而，只有兩家跨國盈利性企業運營或
管理接近四分之三的California透析診所，他
們為California近百分之70的透析患者提供治
療。這兩家跨國企業每年從透析手術中賺取
了幾十億美元，單在California每年就可以賺
取$4億美元。

(b) 本州的標準時間在夏令時期間應提前一個
小時，夏令時開始於每年三月的第二個星期
天的凌晨2點，結束於每年十一月的第一個星
期天的凌晨2點。

(c) 儘管有上述第  (b) 項的規定，立法院在獲
得三分之二選票通過時仍可以修訂本節內
容，以更改夏令時的日期和時間，與聯邦法
律保持一致，並且如果聯邦法律授權本州申
請全年夏令時，立法院在獲得三分之二選票
通過時可以修改本節內容以通過該申請。

第3節. 在此廢除《夏令時法案》的第1節。

第1節. 本法案應當被大家作為「夏令時法
案」所熟知或引用。

第4節. 在此廢除《夏令時法案》的第2節。

第2節. 本州的標準時間（除非後面特別註
明）是格林尼治西經一百二十 (120) 度的時
間，其已在國會法案中被稱為、描述且指定
為「美國標準太平洋時間」。

第5節. 在此廢除《夏令時法案》的第3節。

第3節. 從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的凌晨1點
至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的凌晨2點，據此確
定的本州標準時間應比現被稱為「美國標準
太平洋時間」的標準時間提前一個小時。

第6節. 在此廢除《夏令時法案》的第4節。

第4節. 本州或州內任何郡、市及郡、市、
鎮或區的任何官員或部門簽發的任何法案的
生效時間，或者任何權利產生或確定的時
間，或受本州司法管轄的任何人員簽發或未
簽發的任何法案的時間，在與這些時間相關
的所有法律、法規、命令、法令、規章制
度、在本州或州內任何郡、市及郡、市、鎮
或區的所有公立學校及所有其他機構中以及
在本州已經生效或即將生效的任何合同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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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2019年1月1日或之後算起的每個財政
年度，管理單位及其慢性透析診所應每年向
付款人退款，具體如下：

(A) 管理單位應計算「不合理超收金額」，該
金額（如有）應當是管理單位的所有慢性透
析診所提供治療取得的收入超過合理治療費
用的部分。

(B) 管理單位或其慢性透析診所應該，根據
已付金額與合理預估的未付金額的比例（因
為這些金額都包含在治療收入中），退還給付
款人（除Medicare或其他聯邦、州、郡、市
或地方政府付款人）不合理超收金額的總
額。

(C) 根據本節要求，管理單位或其慢性透析
診所應在相應的財政年度結束後90天至210

天內將該財政年度的退款退還到位。

(D) 如果在某個財政年度管理單位或其慢性
透析診所需退還給單個付款人的金額少於二
十美元($20)，則不應退還該款項，而應將本
段所述未退還的款項總額退給如第(B)小段所
述的其他付款人。

(E) 自2020年1月1日或之後算起的每個財政
年度內，退款連同其利息應一併退還給付款
人，利率依據Civil Code《民事法典》第3289 

節的第 (b) 項規定，從付款人付款之日起計息。

(3) 自2019年1月1日或之後算起的每個財政
年度內，管理單位應按照本部要求的格式和
時間保存並向本部提交如第(2)段所述所有退
款的匯總報告，包括在提交期內未能全額退
還如第(2)段所述款項的每個案例的描述及其
原因和情況說明。管理單位的首席執行官或
其他主要官員應保證，經審核，其依據本段
要求向本部提交的所有資訊皆為準確和完整
的，否則須接受偽證罪懲罰。

(4) 由於聯邦法律規定，私人健康保險公司
必須提供並支付透析治療費用，因此私人保
險公司沒有能力代表其客戶與這兩家跨國透
析治療企業進行價格談判。

(5) 因此，對於相同透析治療，盈利性透析
治療企業向有投保私人健康保險的患者收取
的費用是向Medicare收取的費用的四倍之
多，從而產生暴利。

( 6 )  在一個被兩家跨國企業壟斷的市場
中，California必須確保透析治療的定價是合
理且民眾可以承受的。

(7) 其它州已經採取措施保護這些弱勢的患
者，免受這兩家跨國企業的霸凌。

(8) 人們為保護California腎臟透析患者所做
的努力在Sacramento遭到這兩家治療企業的
阻撓，他們在2017年的前六個月就花費$60

萬美元，以求影響California立法院。

(b) 目的：

(1) 本法案的目的是確保門診病人腎臟透析
診所向晚期腎病患者提供高質量和價格合理
的護理服務。

(2) 本法案希望實現預算中平，以期在本州
實施和執行。

第3節. 在此對《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
1226.7節，內容如下：

1226.7. (a) 應合理限制慢性透析診所收取
的患者護理費用；超過合理治療費用的金額
應退還。

(1) 就本節而言，「合理治療費用」應當等
於管理單位及其慢性透析診所要求所有患者
護理服務直接費用與所有衛生健保質量改進
費用之和的百分之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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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進行治療的數量。

(B) 患者護理直接服務費用。

(C) 衛生健保質量改進費用。

(D) 治療收入，包括開票未付金額與預估可
以實現收入之間的差額。

(E) 合理治療費用。

(F) 不合理超收金額。

(G) 各付款人的退款（如有），但各患者應
使用不會透露患者的真實姓名或身份的唯一
識別碼。

(H) 依據第 (a) 項第 (2) 段第 (D) 小段未支付
的退還款清單，包括付款人和未付款額，但
各患者應使用不會透露患者的真實姓名或身
份的唯一識別碼。

(2) 根據本項規定須存檔的資訊及須提交的
報告應由一名註冊公共會計師依據美國註冊
會計師協會審計標準委員會的標準進行獨立
審計，還應包括該註冊公共會計師的意見，
說明報告中涵蓋的資訊是否依據美國通用會
計準則完整且準確描述了第 (1)  段所規定的
需要報告的內容。

(3) 管理單位應每年向本部提交本項所規定
的報告，報告提交的時間表、格式和形式由
本部確定，且報告須在該財政年度結束後
210天之前提交。管理單位的首席執行官或
其他主要官員應保證，經審核，其依據第 (1) 

段條款向本部提交的報告內容準確且完整，
否則須接受偽證罪懲罰。

(4) 如果本部裁定，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
位未能依據本項的第 (1) 段或第  (a) 項第  (3) 
段規定保存此類資訊或及時提交報告，或慢
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依據本項第 (1)  段規
定報告的金額或比例不準確或不完整，或慢
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未能依據第 (a)項規定

(4) 如果管理單位或其慢性透析診所根據本
節規定被要求在某個財政年度結束後的210
天內支付退還款，則該管理單位應向本部支
付罰款，罰款金額為不合理超收金額的百分
之5，最高不超過十萬美元($100,000)。依
據本段徵收的罰款應由本部用於貫徹落實有
關慢性透析診所的法律。

(5) 如果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對本部依
據本項或第(b)項要求收取罰款的決定或某項
行政罰款金額提出異議，可以在10個工作日
內根據第131071節要求舉行聽證會。若所有
上訴權利都已用完，且本部仍維持原立場，
則該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應支付所有行
政罰款。

(6) 如果管理單位或慢性透析診所在法庭訴
訟中證明，在任何特定財政年度中，對其實
施本節內容將違反本州憲法或美國憲法規定
的正當程序或導致佔用私有財產（需要提供
公正補償）的情況，則本條款適用於該管理
單位或慢性透析診所，但對於該財政年度，
在本條款中任何地方出現的數字「115」均
應以儘可能小的整數替代，小到可以使本條
款的實施不會違反規定的正當程序或導致佔
用私有財產（需要提供公正補償）的情況。
在任何民事訴訟中，管理單位或慢性透析診
所有責任擬定一個替換數字，並證明用比該
替換整數更小的整數替換「115」對於該財
政年度來說將違反規定的正當程序或導致佔
用私有財產（需要提供公正補償）的情況。

(b) 慢性透析診所報告合規情況。

(1) 自2019年1月1日或之後算起的每個財政
年度，管理單位應保存並向本部提交報告，
報告內容包含有關該管理單位在California所
有或運營的所有慢性透析診所的所有下列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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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企業或其它實體，無論該執照是否
由此人或實體直接持有。

(3)「衛生健保質量改進費用」是指除患者護
理服務直接費用以外的費用，它用於為慢性透
析患者提供護理，且實際用於購買California的
商品或服務以保存、獲得或交換電子衛生資
訊，從而為衛生資訊技術提供支援，為參與
直接患者護理工作的慢性透析診所非管理層
職員提供培訓，及提供患者至上的教育和諮
詢服務。其它費用可以由本部透過相關規定
確定，但此費用應實際用於慢性透析診所為
慢性透析患者提供的服務，且是用於改進醫
療質量及推動實現相關醫療成果的活動中，
且客觀上這些改進應可量化並產生可證實的
成果和成績。

(4)「付款人」是指為某位患者的治療付款或
承擔付款財務責任的人，可以包括患者本人
或其他人、原保險人、第二保險人以及其他
實體，包括Medicare和任何其他聯邦、州、
郡、市或其他地方政府付款人。

(5)「治療」是指慢性透析診所為患者提供服
務的各個實例。

(6) 某個財政年度的「治療收入」是指在該財
政年度裡因提供治療而實際收到的所有金額
和預估可實現的收入。預估可實現的收入應
依據通用會計準則計算，且根據下列內容合
理預估：(i) 商業醫療保健計劃（管理單位和
診所與其簽署正式協議）為患者提供的合同
條款；(ii) 來自Medicare、Medicaid和Medi-
Cal的收入（具體費率依據法律法規確定），
以及來自政府付款人、商業醫療保險計劃第
二承保類別、患者及其他付款人的最終可代
收的預估金額；(iii) 此前的收款經驗。

第4節. 在此對《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
1226.8節，內容如下：

及時全額支付退還款且無法合理說明原因，
則本部將對該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處以
不超過十萬美元 ($100,000)  的罰款。如出
現違規，本部將根據違規行為的嚴重性、不
準確或遺漏資訊的重要性及解釋的合理性（如
有）來裁定罰款的金額。依據本段徵收的罰
款應由本部用於貫徹落實有關慢性透析診所
的法律。

(c) 定義。就本節而言：

( 1 )「患者護理服務直接費用」是指與在
C a l i f o r n i a運營一家慢性透析診所及在
California為患者提供護理服務直接相關的費
用。無論患者在何處接受透析，患者護理服
務直接費用應僅包括：(i)  慢性透析診所非管
理層職員的工資、薪水和福利，包括所有向
透析患者提供直接護理服務的診所人員，無
論其工資、薪水或福利是否直接由該慢性透
析診所支付或是透過協定的方式間接由關聯
或非關聯第三方支付，包括但不限於管理單
位、獨立勞務中介、醫師組織或由慢性透析
診所與醫師組織共同組建的合資公司；(ii) 員
工培訓和發展；(iii) 藥物和醫療用品；(iv) 設
施費用，包括租金、維護費和水電費等；(v) 
化驗測試；(vi) 建築物的折舊和攤銷、租賃改
良、患者供給、設備和資訊系統。就本節而
言，「慢性透析診所非管理層職員」包括所
有向透析患者提供直接護理服務的診所人
員，包括護士、技術人員和培訓師、社工、
註冊營養師和非管理層行政人員，但不包括
諸如設施管理者等管理層人員。本部可以透
過相關規定對患者護理服務直接費用類別作
出進一步規定。

(2)「管理單位」是指擁有或運營一個已獲得
執照的慢性透析診所的個人、公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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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動議案廢除了《民法典》中的數節並增加
了數節；因此，擬議刪除的現有條款以加刪
除線形式印刷，同時擬議加入的新規定以斜
體印刷以表明它們是新增的內容。

擬議法律
The Affordable Housing Act經濟適用房法案

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通過以下法律：

第1節 名稱

本法應被大家以《經濟適用房法》的名稱所
熟知或引用。

第2節調查結果和聲明。

California州居民特此認可並聲明以下所有
內容：

(a) 近年來房屋租金飆升。California的中位
數租金高於全國其他任何州，在所有50個州
中，California的租金漲幅位列第四。

(b) Apartment List的研究表明，California一
居室公寓的中位數租金為1,410美元，僅在一
年內即上漲了4.5%。Los Angeles 的一居室公
寓每月租金為1,350美元。San Francisco的
月租為2,450美元。San Diego的月租為1,560

美元。

(c) 聯邦政府的結論是，如果租房者需要將其
收入的30%以上用於住房費用，則他們將無
法負擔起房租。California州發現，超過一半
的加州租房者（300萬）將30%以上的收入
用於繳納房租，三分之一的租房者（超過
150萬）將50%以上的收入用於繳納房租。

(d) 根據國家低收入住房聯盟的說法，對於一
位領取最低工資標準的California州人來說，
必須每週工作92小時，才能夠租得起一間普
通的一居室公寓。

1226.8.  (a) 慢性透析診所在提供護理方面
不得存在歧視，不得因為患者治療的付款人
拒絕向患者提供護理，包括但不限於付款人
是患者本人、私人付款人或保險人、Medi-
Cal、Medicaid或Medicare。

(b) 慢性透析診所不得根據任何協議終止、縮
減、更改或拒絕為受Medi-Cal、Medicaid或
Medicare承保的患者提供本章節要求的服務。

第5節. 在此對《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
1266.3節，內容如下：

1266.3.  根據民眾的意願，California的納
稅人無需為透析合理定價法案的實施和執行
承擔經濟責任。為了實現此意願，在根據第
1266節計算、評估和向慢性透析診所收取費
用時，本部應考慮實施和執行第 1226.7節和
1226.8節規定時所產生的所有費用。

第6節. 本法案沒有試圖影響依據《健康與
安全法規》第1250節第 (a)、(b)或 (f) 項規定
獲得許可的衛生設施。

第7節. 州公共衛生部應出台必要的規定，
以確保在本法案生效日期後180天內實施本
法案。

第8節. 依據California憲法第II卷第10節第 

(c) 項規定，僅出於進一步促進本法案之目的
的實現，可透過在之後提交一個議案供民眾
在州選舉中投票通過，或透過立法院有效通
過且州長簽字的一項法規來修訂本法案。

第9節. 本法案的條款可以分割。如果本法
案中任何規定或其實施被認定為無效，其他
在無該等無效規定或實施的情況下有效的其
他規定或實施的有效性將不受影響。

10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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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導致加州住房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20年
前一部名為Costa-Hawkins Rental Housing 

Act《Costa-Hawkins出租房屋法案》的舊法
律。Costa-Hawkins允許住宅公寓和房屋的房
東對1995年以後建造的建築隨心所欲地提高
租金；儘管當地法律禁止，但是Los Angeles

的房東可以對1978年之後建造的建築物隨心
所欲地提高租金，而San Francisco的房東則
可以對1979年以後建造的建築物隨心所欲地
提高租金。

(m)  Costa-Hawkins還允許房東在1995年以
前建造的任何建築物空置時，將其租金提高
到市價，並由房東決定市價是多少。

(n)  Costa-Hawkins阻止城市實施使居民能夠
負擔得起房租的法律。

第3節目的和意圖。

California州居民特此聲明出於以下目的和意
圖制定本法案：

(a) 恢復California州市和縣的權力，以製定
和實施確保租房者能夠在其管轄範圍內找到
並負擔得起體面的住房的地方政策。

(b) 改善數百萬California州租房者的生活質
量，減少面臨嚴峻住房困難和無家可歸的
California居民人數。

(c) 廢除《Costa-Hawkins出租房屋法案》。

第4節通過《經濟適用房法案》廢除《民法
典》第1954.50、1954.51、1954.52、
1954.53節。

第4.1節廢除《民法典》第1954.50節。

1954.50. 本章應被大家以《Costa-Hawkins

出租房屋法案》的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第4.2節廢除《民法典》第1954.51節。

(e) 根據州統計數據，目前California州的租
房人數創歷史新高（580萬戶家庭），因為
California州的整體房屋擁有率已降至20世紀
4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四分之一的年齡較
大的千禧一代（25–34歲）仍然與父母同
住。（美國人口普查局）

(f) 全州的工會，如California州護士協會、服
務業僱員國際聯盟、California州教師協會
等，已經為其成員優先提供經濟適用房。例
如，California市中心的教師將40%至70%的
工資用於住房；為了承擔得起住房費用，許
多人不得不居住在距離工作單位一個鐘頭甚
至更遠的地方。

(g) 加州住在擁擠不堪的公寓的居民比例是整
個美國的三倍。（美國人口普查局） 

(h) 儘管California州人口只占美國總人口的
12%，但其無家可歸人口卻占了全國無家可
歸人口的22%。（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i) 無家可歸對公共衛生構成重大威脅。根據
國家無家可歸者衛生健保委員會(National 

Health Care for the Homeless Council) 的報
告，無家可歸者提早死亡的可能性是普通人
的三到四倍，並且更有可能患上傳染病。

(j) 聯邦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警告說，當弱勢
群體的家庭由於鄰居的貴族化而流離失所
時，他們的預期壽命縮短、癌症率提高、先
天缺陷增多。

(k) 住房費用的增加迫使通勤者居住在遠離工
作單位的地方，增加了通勤時間，從而加劇
交通擁堵、破壞環境。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的一份報告指出，2010年至2015年間，單
程通勤時間超過90分鐘的Californian居民增
加了40%；時間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地點
附近缺少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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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款不適用於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i) 前一租約已由所有者根據第1946.1節通知
終止的住宅或單元，或前一租約因根據第
827節通知的租賃條款變更而終止的住宅或
單元。

(ii) 未經細分商單獨出售給真正購買者以獲得
價值的公寓住宅或單元。除非租金金額受本
章其他規定的管轄，否則本章所指單元的初
始租金金額為2001年5月7日生效的合法租
金。然而，如果公寓住宅或單元符合 (a) 項第 

(1) 或 (2) 款的標準，或如果所有住宅或單元
都已被細分商單獨出售給真正購買者以獲得
價值，只留下一處未出售，且細分商在公寓
住宅或單元細分之後將剩餘未出售的公寓住
宅或單元作為其主要住所至少一年，則第 (3) 

段(A)項適用於該未出售的公寓住宅或單元。

(C) 如果某住宅或單元的初始或後續租賃費率
受1995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
制，則適用下列規定：

(i) 如果在1999年1月1日或之後生效的租約
是在1996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間
產生的，則本段所述的不動產所有者可以確
定1999年1月1日或之後生效的所有現有和新
立租約的初始和所有後續租賃費率。

(ii) 從1999年1月1日開始，如果前一租約於
1995年12月31日生效，則本段所述的不動
產所有者可以確定所有新立租約的初始和所
有後續租賃費率。

(iii) 本段所述的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
如果受1995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
控制，則在1999年1月1日之前不得超過根據
第1954.53節 (c) 項計算得出的金額。在1999

年1月1日之前，本段所述的住宅不動產所有
者，只有在租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61

1954.51. 下面的術語用在本章中時含義如
下：

(a)「可比單元」指具有大致相同的居住空
間、相同數量的臥室，位於相同或相似的街
區，並具有相同、相似或同等的生活設施和
住房服務的出租單元。

(b)「所有者」包括本人或通過代理人、有權
提供住宅不動產用於出租的任何人，包括對
房主擁有權益的前任，然而該術語不包括活
動房屋停車場的所有者或經營者，或者活動
房屋的所有者或其代理人。

(c)「現行市場租金」指根據42 U.S.C.A. 1437 

(f)批准的租賃費率，由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
部根據《聯邦法規彙編》第24編第888部分
計算。

(d)「公共實體」的含義與《政府法典》第
811.2節中的規定相同。

(e)「住宅不動產」包括用於人類居住的任何
住宅或單元。

(f)「租賃」包括合法佔用房產，包括租賃或
轉租。

第4.3節廢除《民法典》第1954.52節。

1954.52. （a）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
住宅不動產的所有者可以為符合以下任何一
項的住宅或單元確定初始和所有後續租賃費
率：

(1) 具有1995年2月1日後簽發的入住證明書。

(2) 根據新建單元的當地豁免，其已於1995

年2月1日或之前獲得公共實體的住宅租金管
制條例豁免。

(3) (A) 根據《商業和職業法規》第11004.5

節第 (b)、(d) 或 (f) 項的規定，其與任何其他
住宅單元的所有權分開，或者屬於某一地塊
上的細分權益。



82 | 擬議法律正文

擬議法律正文 第10號提議（續）

10

的記錄協議中的費率相同，加上合同或記錄
協議終止或取消後授權的任何漲租。

(B) 除非住宅或單元的先前空置是根據 (A) 項
所述的未續約或取消的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
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記錄
協議，否則 (A) 項不適用於2000年1月1日之
後、根據所有者的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
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記錄協
議而簽訂的任何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上的新租
約。

(2) 所有者另外與公共實體達成協議，以獲得
《政府法典》第7編第1篇第4.3章（由第
65915節開始）規定的直接財政補助或任何
其他形式的援助的情況。

(3) 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如果受1995

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則在
1999年1月1日之前不得超過根據 (c) 小節計
算得出的金額。

(b) (a) 小節適用於並包括同一承租人、租
戶、經授權的次承租人或經授權的轉租戶續
約初始出租，以初始出租時確定的租賃費率
承租整個居住期間。

(c) 住宅或單元的租賃費率，如果其初始租金
受1995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
制，則在1999年1月1日之前應按照本項確
定。如果前一租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161節第 (2) 段自願搬離、放棄或被驅逐，
則住宅不動產的所有者可以最多兩次確定住
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該費率不得高於
前一租約有效租賃費率的百分之15，或者該
費率為可比單元現行市場租金的百分之70，
以較高者為準。

根據該項確定的初始租賃費率不得取代或代
替依法授權的漲租。

節第 (2) 段自願搬離、放棄或被驅逐的情況
下，才能確定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

(b) 第 (a) 項不適用於所有者另外與公共實體
達成協議、以獲得《政府法典》第7編第1篇
第4.3章（由第65915節開始）規定的直接財
政補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的情況。

(c) 本節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影響其他可
能存在的、用以規範或監督驅逐租戶之依據
的公共實體的權力。

(d) 本節不適用於任何嚴重違反衛生、安全、
防火或建築規範的住宅或單元，而由適當的
政府機構簽發了傳票，且空置前至少六個月
內情況沒有改善的災害造成的違規不在此
限。

第4.4節廢除《民法典》第1954.53節。

1954.53. (a)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除
非適用以下任何一項，否則住宅不動產的所
有者可以確定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

(1) 前一租約已由所有者根據第1946.1節通
知終止，或因根據第827節通知的租賃條款
變更而終止，但法律允許的租金或費用變更
除外。就本段而言，所有者終止或不續簽合
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
供租金限制的記錄協議，應視為根據第827

節變更租賃條款。

(A) 在通過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住宅或單元的
租賃費率的司法管轄區內，終止或未能續簽
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
提供租金限制的記錄協議的所有者，在合同
或協議終止或不續約之日後三年內不得確定
初始租金。對於在這三年期限內訂立的任何
新租約，就該空置住宅或單元訂立的新租約
的租賃費率應與終止或未續約合同或與政府
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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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前一租戶搬離後所傳票的違規行為沒有
改善，且在其後至少60天內依然沒有改善。
然而，簽發傳票的相關政府機構可以延長此
規定的60天期限。

第5節欲通過《經濟適用房法案》還應在《民
法典》中增加第1954.54節。

第5.1節《民法典》中增加第1954.54節，內
容如下:

1954.54. (a) 市、郡、或市和郡有權通過當
地的章程規定、條例或法規，規定房東確定
和提高住宅或住房單元租金的權力。

(b) 根據California州法律，市、郡、或市和郡
不得刪減房東對房產享有的公平回報率權。

第6節廣義解釋

為實現其目的，本法案應廣義地解釋。

第7節修訂和廢除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10節第(c)項，
為進一步實現本法案的目的，立法院可以修
訂本法案；修法法令必須由參眾兩院進行唱
名表決，獲得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並由州
長簽署，記入立法院Journal《議事日誌》，
方可通過。除非多數選民投票通過，否則
任何限製或取消本法案交還給市、郡、或市
和郡的、確定住宅租賃費率之權利的法規均
無效。

第8節可分割性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規定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
的適用被認定為無效，則該無效性不應影響
本法案中、即使沒有該無效規定或適用依然
可以生效的其他規定或適用；為此目的，本
法案可以分割。

(d) (1) 本節或任何其他法律規定的任何內容
均不得解釋為妨礙在租賃協議中明確規定在
租賃單元轉租的情況下適用的租賃費率。本
節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損害1996年1

月1日之前簽訂的合同義務。

(2) 如果根據與所有者達成的租賃協議佔有住
宅或單元的原始住戶不再永久居住在那裡，
則所有者可以提高租金至本節允許的任何數
額，租給在1996年1月1日之前未居住在該住
宅或單元的合法轉租戶或受讓人。

(3) 如果根據與上述所有者達成的協議，住宅
或單元的一名或多名住戶仍然合法佔有該住
宅或單元，或者在1996年1月1日之前居住在
住宅或單元的合法轉租戶或受讓人仍然佔有
該住宅或單元，則對於該等住宅或單元的佔
用情況的部分變動，本項規定不適用。本節
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擴大或縮小所有
者拒絕同意轉租或轉讓的權利。

(4) 除非所有者收到作為協議一方的租戶的書
面通知、然後接受租金，否則所有者接受租
金並非表示其棄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強制
執行禁止轉租或轉讓的契約，或放棄所有者
確定初始租賃費率的權利。

(e) 本節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影響其他可
能存在的、用以規範或監督驅逐租戶之依據
的公共實體的權力。

(f) 本節不適用於任何滿足以下所有條件的住
宅或單元：

(1) 相關政府機構根據《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17920.3節的規定，在檢查報告中引證了
的、存在嚴重違反衛生、安全、防火或建築
規範的任何住宅或單元，不包括災害造成的
違規。

(2) 傳票是在空置日期之前至少60天內簽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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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車僱員的安全和準備法》的名稱所熟知或
引用。

第2條 調查結果和聲明

881. California州居民認可並聲明以下所有
內容：

(a) California擁有全國最多的人口和面積第三
大的陸地，並且容易發生地震、野火、洪水
等自然災害。因此需要一批訓練有素的急救
人員。

(b) 在California，私營公司為百分之74的州
居民提供主要的急救醫療技師(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EMT) 和護理人員服務。
不幸的是，在整個州和全國都經常發生自然
災害、無目標槍擊案、大規模傷亡事件等災
難。與所有其他先遣急救員一樣，EMT和護
理人員等急救車僱員必須經過充分培訓，才
能夠應對各種各樣的危機和求救。

(c) 應要求僱用急救車僱員（如EMT和護理人
員）的私營公司提供有償的年度培訓，以便
該等僱員不僅能夠應對自然災害，還能為應對
無目標槍擊案和大規模傷亡事件做好準備。

(d) 要成為急救車僱員（如EMT或護理人員），
全天候為周邊的人服務、提供保護和救生服
務，非一般人能夠勝任。急救車僱員（如
EMT和護理人員）經常目睹創傷性事件。僱
主應為急救車僱員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e) 急救車僱員（如EMT和護理人員）的工作
十分辛苦，輪班時必須隨叫隨到，以便提供
救生服務。因此，必須保證他們獲得足夠的
用餐和休息時間，才能保持最佳狀態。

第3條 目的聲明

882. 《急救車僱員的安全和準備法》旨在透
過確保急救車僱員（如EMT和護理人員）獲
得足夠的培訓、用餐和休息時間以及心理健

第9節衝突議案

如果本法案和任何其他涉及地方政府機構確
定住宅租賃費率的權利的議案出現在全州的
同一選票議案中，則該等其他議案的規定應
被視為與本法案相衝突。如果本法案得到的
贊成票數高於被認為與其相衝突的另一項議
案，則本法案的規定應全部生效，其他議案
應無效。

第10節法律辯護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然而如果州、政府機
構或其任何官員未能在選民通過本法案後捍
衛本法案的合憲性，則對於任何質疑本法案
合憲性的法院訴訟，無論是在州法院還是聯
邦法院，任何初審法院、上訴法院，還是由
California最高法院或美國最高法院進行自由
裁定的複審，支持者均有權進行干預，以捍衛
本法案的合憲性。訴訟辯護的合理費用應當由
California州司法部撥付的資金及時支付。

第11節生效日期

除非本法案另有規定，否則本法案自選民投
票通過之日起生效。

11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在《勞工法》中增加了數節；因
此，擬議增加的新規定以斜體印刷以表明它
們是新增的內容。

擬議法律
第1節《勞工法》第2篇第2部分增加第7章
（從第880節開始），具體內容是：

第7章 急救車服務

第1條 名稱

880. 本法案應被大家以Emergency Ambulance 
Employee Safety and Preparedness Act《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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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本節而言，「問題」指經歷精神健康疾
病，如壓力、抑鬱、悲傷、迷失、人際關係
緊張、濫用藥物、育兒困難以及EAP中描述
的其他精神健康疾病。

885. 用餐和休息時間

(a) 所有急救車僱員均有權享受工業福利委員
會在其他法律法規中規定的用餐和休息時間。

(b) 急救車僱員的用餐和休息時間應按正常的
小時工資率獲得補償。

886. 用餐時間的人員配備

(a)  (1)  急救車提供者不得要求急救車僱員在
輪班的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小時裡用餐，並且
必須允許急救車僱員在輪班期間的各個用餐
時段至少間隔兩個小時。

(2) 為符合本項的要求，急救車提供者應提供
足夠的人員配備，以便急救車僱員在輪班期
間能夠有時間休息。

(b) 任何不符合  (a) 項第  (1) 段的用餐時間，
不計入僱員在其輪班期間有權享有的用餐
時間。

887. 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而進行的溝通

儘管有任何相反的法律規定：

(a) 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急
救車僱員應在每次輪班過程中始終攜帶便攜
式通信設備，保持聯絡。

(b) 如果在用餐或休息期間聯絡急救車僱員，
則該特定用餐或休息時間不應計入僱員在其
輪班期間有權享受的用餐和休息時間。

(c) 如果在用餐或休息期間沒有聯絡急救車僱
員，則該特定用餐或休息時間應計入僱員在
其輪班期間有權享受的用餐和休息時間。

888. 定義

下面的術語用在本章中時定義如下：

康福利，並且確保其可以隨時響應911的緊
急醫療求助以提供幫助，來加強公共健康和
安全。

第4條 急救車僱員的安全和準備

883. 培訓

(a) 除其他最低就業資格和證明外，每位急救
車僱員應每年在以下各個領域接受由僱主付
費的培訓：

(1) 應對無目標槍擊案和大規模傷亡事件。

(2) 應對自然災害。

(3) 防止針對急救車僱員和患者的暴力行為。

(b) 應向急救車僱員免費提供  (a) 項所要求的
培訓。急救車僱員在參加 (a) 項所要求的培訓
時，應按正常的小時工資率獲得補償。

(c) 根據本節要求提供的培訓在內容、範圍、
質量方面通常應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應急
管理學院或國家培訓和教育司或兩者提供的
課程相當。

884. 心理健康

(a) 急救車僱員應在僱用後30天內接受僱主支
付的心理健康和保健教育，並在其後每個日
曆年接受僱主支付的心理健康和保健教育。
心理健康和保健教育應告知急救車僱員可獲
得的心理健康治療和支持服務，並提供有關
常見心理健康疾病的一般資訊。

(b) 每位急救車僱員均有權通過僱員援助計劃
（EAP）獲得僱主支付的心理健康服務。EAP
涵蓋的課程內容應每個日曆年每期提供多達
10種心理健康治療。

(c) 每位符合或有資格獲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
險的急救車僱員，均可獲得提供長期心理健
康治療服務的健康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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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本章的法案必須印刷、分發給立法院
議員，並在立法院任何一個議院通過之前在
互聯網上以最終形式公佈至少12個工作日，
才能通過或成為法令。

第2節 廣義解釋

為實現其目的，本法案應廣義地解釋。

第3節 衝突議案

(a) 如果本動議案和任何其他有關急救車僱員
工作條件的動議案出現在全州的同一選票議
案中，則該等其他動議案應被視為與本議案
相衝突。如果本動議案得到更多的贊成票
數，則本議案的規定應全部生效，而該等其
他動議案的規定應無效。

(b) 如果本動議案得到選民投票通過，但其全
部或部分規定被選民在同一選舉中投票通過
的任何其他衝突動議案所取代，且該衝突動
議案後來被認定為無效，則本動議案自動生
效、具有完全效力。

第4節 可分割性

本法案的規定可以分割。如果本法案的任何
部分、章節、段落、條款、句子、短語、詞
語或適用，因任何原因，被任何具有司法管
轄權的法院裁決為無效，則該決定不得影響
本法案其餘部分的有效性。California州居民
特此聲明：其將通過本法案及其中沒有被宣
布為無效或違憲的各個部分、章節、段落、
條款、句子、短語、詞語和適用，無論本法
案的任何部分或其適用隨後是否會被宣布為
無效。

第5節 法律辯護

如果本法案在得到California州選民的投票通
過後，受到法律質疑，指控本法案違反州或

(a)「急救車僱員」指符合以下兩項要求的人：

(1 )   協助提供救護車服務的急救醫療技師
(EMT)、調度員、護理人員或其他有執照或經
認證的救護車運輸人員。

(2) 受僱於急救車提供者。

(b)「急救車提供者」指提供救護車服務的僱
主，但不包括作為符合 (a) 項第 (1) 段所述個
人的直接僱主的州或其任何政府分支機構。

(c)「聯絡」指透過便攜式通信設備接收消息
或指令，且需要對此作出響應。僅僅要求攜
帶便攜式通信設備並保持聯絡並不構成「聯
絡」。

(d)「便攜式通信設備」指尋呼機、無線電、
電台警報箱、內部通話系統、攜帶電話或其
他通信方法。

(e)「輪班」指具有明確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的、急救車僱員的指定工作時間，包括任何
用餐或休息時間。

889.  儘管有任何其他相反的法律規定，第
887和888節是對現有的California州法律的
聲明，並非更改或修訂現有的California州
法律；第887和888節適用於至2017年10
月2 5日未決或之後開始的、指控違反了
《California州法規》第8編第11090節（工
業福利委員會（IWC）第9-2001號命令）
或任何修訂、繼承或替代法律、法規或IWC
命令的所有訴訟。

第5條 修訂

890.  立法院可以修訂本章；修法法令必須由
立法院的參眾兩院進行唱名表決，獲得五分
之四的議員同意，並記入立法院《議事日
誌》，方可通過；且修法法令必須與本章的
目的一致並進一步實現本章的目的。任何旨



擬議法律正文 | 87

擬議法律正文 第11號提議（續）

11

12

食源性疾病的風險，增加了對California州財
政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3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990節修訂
如下：

25990. 禁止。除了其他適用的法律規定
外,:

，(a) 任何人 本州的農場主或農場經營者不
得拴住或圈養故意將任何受保護動物以殘忍
方式圈養。在農場內，該圈養方式使得動物
在任何一天的全部或大部分時間內無法：

(a) 躺下、站立、完全伸展肢體；及

(b) 自由轉身。

(b) 企業主或經營者不得故意在本州從事以下
任何一種銷售：

(1) 企業主或經營者知道或應知道是以殘忍方
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的肉的全小牛肉。

(2) 企業主或經營者知道或應知道是以殘忍
方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的肉的全豬肉，或
是以殘忍方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的直接幼崽
的肉。

(3) 企業主或經營者知道或應知道是以殘忍方
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生產的帶殼蛋。

(4) 企業主或經營者知道或應知道是以殘忍方
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生產的去殼蛋。

第4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991節修訂
如下：

25991. 定義。在本章中，以下術語的含義
如下：

(a)「種豬」指任何為商業育種目的而飼養
的、至少6個月大或懷孕的母豬。

聯邦法律，而州長和總檢察長都拒絕為本法
案辯護，則應採取以下行動：

(a) 儘管《政府法典》第2編第3篇第2部分第
6章（從第12500節開始）或任何其他法律有
任何相反規定，總檢察長應任命獨立辯護律
師，代表California州，忠實、有力地為本法
案辯護。

(b) 在任命或以後替換獨立辯護律師之前，總
檢察長應在確定獨立法律顧問的資格時進行
盡職調查，並獲得獨立辯護律師的書面確
認，保證其將忠實、有力地為本法案辯護。
書面確認應根據要求公之於眾。

(c) 一般基金特此將持續撥款給主記官（不考
慮財政年度），以支付聘請獨立辯護律師代
表California州，忠實、有力地為本法案辯護
的必要費用。

12 議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卷第8節規
定呈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修訂了《健康與安全法規》中的數
節並增加了數節；因此，擬議刪除的現有條
款以加刪除線形式印刷，同時擬議加入的新
規定以斜體印刷以表明它們是新增的內容。

擬議法律
California州民眾通過以下法律：

第1節 本法案被大家以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Farm Animals Act《防止虐待家畜法》的
名稱所熟知或引用。

第2節 本法案旨在逐步淘汰極端的家畜圈養
方法，防止虐待動物，此類圈養方法亦威脅
到California州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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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畜牧業產蛋牲畜指南：散養式籠舍指
南》的規定，或將產蛋雌禽圈養在非散養式
籠舍的圍場中。

(b)(f)「受保護動物」指任何懷孕期間的豬，
飼養在農場裡的肉用小牛、種豬或產蛋雌禽。

(c)(g)「產蛋雌禽」指為產蛋目的而飼養的
任何雌性家養雞、火雞、鴨、鵝或珍珠雞珍
珠雞。

(d)(h)  「圍場」指用於圈養受保護動物或
動物的任何籠子、板條箱或其他 某種結構
（包括通常被描述為豬的「妊娠箱」，小牛
的「小牛肉箱」，或產蛋雌禽的「層架式雞
籠」）。

(e)(i)「農場」指完全或部分用於作為食品或
纖維的動物或動物產品的商業生產的土地、
建築物、配套設施和其他設備；不包括活
體動物市場。，根據Federal  Meat  Inspection 
Act《聯邦肉類檢驗法》（21 U.S.C. Sec.601
等）提供強制檢驗的企業，或根據federal Egg
Products  Inspection  Act《聯邦蛋製品檢驗
法》（21  U.S.C.Se.1031等）進行強制檢驗
的官方工廠。

(j)「農場主或農場經營者」指擁有或控制農
場經營的任何人。

(f)(k)「完全伸展其肢體」指完全伸展所有肢
體而不接觸到圍場的一側，包括產蛋雌禽能
夠完全展開雙翅而不接觸到圍場的一側，或
其他產蛋雌禽或其他動物的翅膀。

（l）「去殼蛋」指產蛋雌禽產的、打碎了殼
的、供人類食用的蛋，其蛋黃和蛋白呈天然
比例，或蛋黃與蛋白分開、混合或混合和過
濾。去殼蛋不包括組合食品，包括煎餅粉、
蛋糕粉、餅乾、比薩餅、餅乾麵團、冰淇淋

(b)「企業主或經營者」指擁有或控制企業經
營的任何人。

(c)「散養式籠舍系統」指產蛋雌禽的室內
或室外受控環境，雌禽可在其內自由活動；
該系統應配備各類設施，使雌禽能夠表現出
天性行為，至少包括抓刨區、棲息地、產蛋
箱、沙浴區；農場員工可以在雌禽可用的
活動面積內站立著提供護理。在符合本小
節要求的範圍內，散養式籠舍系統包括以下
內容：

(1) 多層禽舍，雌禽可以通過禽舍進入多個高
架平台，平台頂部和底部均為雌禽提供可用
的活動面積。

(2) 部分板條系統，雌禽可以透過該層系統進
入高架平台，糞便透過地板落到下面的坑或
垃圾清除帶。

(3) 鋪著墊草的單層全墊草層系統，雌禽難以
或無法透過該層系統進入高架平台。

(4) 任何其他符合本項要求的系統。

(a)(d) 「肉用小牛」指為生產稱為小牛肉的
食品而飼養的任何牛種。

(e)「以殘忍方式圈養」指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1) 以動物無法躺下、站立、充分伸展肢體或
自由轉身的方式圈養受保護動物。

(2) 在2019年12月31日之後，每頭肉用小牛
的可用活動面積小於43平方英尺。

(3) 在2021年12月31日之後，每頭種豬的可
用活動面積小於24平方英尺。

(4) 在2019年12月31日之後，每隻產蛋雌禽
的可用活動面積小於144平方英吋。

(5) 在2021年12月31日之後，每隻產蛋雌禽
的可用活動面積小於蛋農聯合協會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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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全豬肉」指生的豬肉切塊，包括咸豬
肉、火腿肉、排骨、肋骨、肋條、腰肉、小
腿肉、腿肉、烤肉、胸肉、肉排裡脊或炸肉
片，除調味料、固化劑、著色劑、調味劑、
防腐劑和類似的肉類添加劑外，肉塊完全由
豬肉組成。全豬肉不包括組合食品，包括
湯、三明治、比薩餅、熱狗或類似的加工或
預製食品，其中不僅包括豬肉、調味料、固
化劑、著色劑、調味劑、防腐劑和類似的肉
類添加劑。

(v)「全小牛肉」指生的小牛肉切塊，包括  咸
豬肉、火腿肉、排骨、肋條、腰肉、小腿
肉、腿肉、烤肉、胸肉、肉排裡脊或炸肉
片，除調味料、固化劑、著色劑、調味劑、
防腐劑和類似的肉類添加劑外，肉塊完全由
小牛肉組成。全小牛肉不包括組合食品，包
括湯、三明治、比薩餅、熱狗或類似的加工
或預製食品，其中不僅包括豬肉、調味料、
固化劑、著色劑、調味劑、防腐劑和類似的
肉類添加劑。

第5節《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992節修訂
如下：

25992. 例外。本章不適用於：

(a) 在科學或農業醫學研究期間。

(b) 處於獸醫目的而進行的檢查、測試、個體
化治療，或手術期間。

(c) 運輸期間。

(d) 在牛仔競技表演、州或郡集市展覽、4-H

計劃和類似的展覽期間。

(e) 在根據Food and Agricultural Code《食品
和農業法規》第9篇第3部分第6章（從19501

節開始）有關人道屠宰方法的規定和其他適
用法律法規，屠宰受保護動物的過程中。

或類似的加工或預製食品，其中不僅包括去
殼蛋、糖、鹽、水、調味料、著色劑、調味
劑、防腐劑、穩定劑和類似的食品添加劑。

(g)(m)「任何人」指任何個人、公司、合夥企
業、合資企業、協會、有限責任公司、企
業、財產、信託、接管人或集團。

(h)「懷孕期間的豬」指主要為育種目的而飼
養的任何懷孕的豬。(n)「豬肉」指截至2017
年8月《California州法規》第3編第900節中
定義的、供人類食用的豬的肉。

(o)「銷售」指企業對本章所涵蓋的任何項目
的商業銷售，但不包括在根據《聯邦肉類檢
驗法》（21 U.S.C.  Sec.601等）提供強制檢
驗的企業進行的銷售，或在根據《聯邦蛋製
品檢驗法》（21 U.S.C. Sec. 1031等）進行
強制檢驗的官方工廠進行的銷售。就本節而
言，銷售應視為在買方實際擁有第25990節
所涵蓋項目的地點進行。

(p)「帶殼蛋」指產蛋雌禽產的、帶殼的、供
人類食用的完整的蛋。

(i)(q)「自由轉身」指在沒有任何障礙（包括
繫繩）的情況下轉一個完整的圈，並且不接
觸到圍場的一側或其他動物。

(r)「生的」指在人類食用前需要烹飪。

(s)「可用活動面積」指提供給每隻受保護動
物的活動空間的總面積，透過將提供給圍場
中動物的活動空間的總面積除以該圍場中的
動物數量計算得出。對於產蛋雌禽，可用活
動面積應包括地面空間和雌禽可在其上棲息
的高架平台，但不得包括棲息地或坡道。

(t)「小牛肉」指截至2017年8月《California
州法規》第3編第900節中定義的、供人類食
用的小牛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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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針對種豬，在種豬預產期之前的七天五天
期間，以及種豬餵養仔豬的任何一天。

(g) 在任何24小時內，用於畜牧業目的的臨時
期間不得超過6小時，而在任何30天內，用
於畜牧業目的的臨時期間總計不得超過
24小時。

第6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993節修訂
如下：

25993. 強制執行。(a) 食品和農業部以及
州公共衛生部應於2019年9月1日之前共同頒
布實施本法案的規則和條例。

(b) 違反本章任何規定的屬於輕罪；一經定
罪，將處以不超過一千美元($1,000)的罰
款，或不超過180天的郡監獄監禁，或同時
處以此等罰款和監禁。此外，違反第25990
節 (b) 項構成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商業和職業法規》第17200節定義的不正
當競爭，可根據《商業和職業法規》第7篇第
2部分第5章（從第17200節開始）的規定予
以處罰。

(c)  本章關於殘忍圈養受保護動物和銷售產品
的規定應取代任何衝突規定，包括《California
州法規》第22編第2篇第6小節第6章（從第
40601節開始）中的衝突規定。

第7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第25993.1節增
加如下：

25993.1. 如果任何企業所有者或經營者真誠
依賴供應商提供的書面證明，證明有爭議的
全小牛肉、全豬肉、帶殼蛋或去殼蛋並非來
自以殘忍方式圈養的受保護動物，或來自以
殘忍方式圈養的種豬的直接幼崽，則此構成
對於實施第25990節 (b) 項的免責辯護。

第8節 修訂本法案的法令必須獲得立法院的
參眾兩院五分之四的議員投票通過。本法案
的任何修訂必須與本法案的目的一致並進一
步實現本法案的目的。

第9節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規定或其對任何人
或情況的適用被認定為無效或違憲，則該無
效或違憲不應影響本法案中、即使沒有該無
效或違憲規定或適用依然可以生效的其他規
定或適用；為此目的，本法案可以分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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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查看您的選民狀態
訪問州務卿的我的選民狀態頁面，網址為
VoterStatus.sos.ca.gov，您可以在該頁面查看您的	
選民狀態，找到您的投票站或選民中心等等。

可使用我的選民狀態頁面進行如下操作：

•	 查看您是否已經登記投票，如果是的話，是在哪個郡
•	 查看您的政黨偏好
•	 找到您的投票站
•	 找到一個選民中心（僅限居住在以下郡的選民：Madera、Napa、Nevada、Sacramento 和  

San Mateo）
•	 查詢您所在地區即將舉行的選舉
•	 在各次州內選舉之前通過電子郵件接收您的州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VIG) 

•	 查詢您的郡選舉辦公室的聯絡信息
•	 查看您以郵寄投票的選票或臨時選票的狀態

選舉日資訊
投票站和選民中心的開放時間為 11 月 6 日星期二的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若您在下午 8 時前已開始 
排隊，則您仍然可以投票。如需找到您的投票站或選民中心：

 查看您所屬郡的選務人員寄給您的郡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致電 (800) 339-2857

 訪問如下網站：www.sos.ca.gov/elections/polling-place 或 VoterStatus.sos.ca.gov

 編輯短信Vote並發送至 GOVOTE (468683)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Vote California」（可在 iOS 或 Android 商店中獲取）

對州內的候選人的最高捐贈方和選票議案
當一個委員會（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通過收錢或花錢的方式來達到影響選民支持或反對候選人或選票議案的
目的）支持或反對一項選票議案或候選人並且籌措了至少 1百萬美元，那麼這個委員會必須向 California 
州公平從政會員會 (California Fair Political Practices Commission, FPPC) 匯報它的	
前十個最高的捐贈方。如果前十的名單有任何變化，委員會必須更新它的前十名單。

這些名單可以在 FPPC 網站上獲得，網址是	
http://www.fppc.ca.gov/transparency/top-contributors.html

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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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
若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作業，即不需辦理登記，除非您更改過姓名、住家地址、郵寄地址，或者您
想要變更或選擇一個政黨。

您可利用以下網站辦理在線選民登記：RegisterToVote.ca.gov，或撥打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
(800) 339-2857，索取登記表並郵寄給您。

選民登記表可在大多數的郵局、圖書館、市及郡政府辦公處、郡選舉辦公室以及 California 州務
卿辦公室索取。

條件性選民登記
如果您忘記登記投票了？沒問題！您知道嗎？在選舉日前 14 天至選舉日（含當天）這段時間內，
您可以前往您的郡選務人員辦公室或選民中心進行條件性選民登記和投票。該流程稱為條件性選
民登記（CVR）。以下為如何進行該流程：

1. 訪問您的郡選舉辦公室或選民中心（郡聯絡資訊的完整列表可在如下網站獲取：	
http://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ces/ ）

2. 完成選民登記卡或在線登記，網址為：RegisterToVote.ca.gov

3. 在您的郡選舉辦公室或選民中心投下您的 CVR 臨時選票。

一旦郡選務人員處理了選民登記宣誓書，確定了您有資格進行登記，並驗證了您的資訊，則該登
記將具有永久性，並且您的 CVR 臨時選票將被計入有效票。

若需更多資訊可訪問 http://www.sos.ca.gov/elections/voter-registration/conditional-voter-reg/

選民中心對居住在以下郡的居民可用：Madera、Napa、Nevada、Sacramento 和 San Mateo。若需
更多關於選民選擇法案和選民中心的資訊，請訪問VotersChoice.sos.ca.gov或參閱本指南第 93 頁。

選民登記隱私權資訊
安全之家保密性選民登記計畫：某些面臨生命威脅的選民 (例如家暴或跟蹤受害者) 有資格申請
保密性選民登記身份。若需詳細資訊，請撥打免費電話 (877) 322-5227 聯絡州務卿的安全之家
計畫（Safe At Home）或瀏覽網站www.sos.ca.gov/registries/safe-home/.

選民資訊隱私權：選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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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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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此類行為構成輕罪。選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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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選民資訊之使用有任何疑問，或者希望舉報任何對此類資訊之可疑的濫用
行為，請致電州務卿的選民熱線電話，電話號碼是(800) 339-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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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選舉的未來
從 2018 年開始，所有在 Madera、Napa、Nevada、Sacramento 和 San Mateo 郡的登記選民將在選
舉前的幾週內通過信件收到選票。參加選民選擇法案的各郡的選民將會有 3 種投票方式：
通過信件投票：您在收到您的選票後就可以寄出您填寫完整的選票。
投票箱：您可以在收到您的選票後前往任何郡設立的投票箱處投入您填寫完整的選票。投入投票箱不
需要郵票。
選民中心：選民中心將會取代投票站。您可以在您所在郡的任何選民中心親自投票。選民中心將會開
放至少11 天，直到選舉日當日結束。
在每個選民中心，您都可以：

•	 親自投票

•	 進行投票登記或更新您的登記資訊

•	 投入您填妥的選票

•	 獲取替代選票

•	 使用方便通行的投票機投票

•	 獲取多種語言的幫助和投票材料

為什麼要變更？
California 選民選擇法案於 2016 年成為法律，使投票更方便和便利。您可以選擇何時何地以及如何
投票。

我應該何時投票？
您會在選舉前的幾週內通過信件獲得您的選票。在填寫完畢您的選票後，您可以郵寄、投入任何郡設
投票箱或前往選民中心進行投票。選民中心將會為親自投票開放11 天，直到選舉日當日結束。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投票箱和選民中心？
VotersChoice.sos.ca.gov

如果我沒有收到我的選票怎麼辦？
訪問您所在郡的任何選民中心或給您所在郡的選務人員打電話要求獲得替換選票。

如果我不在參加選民選擇法案的郡裡怎麼辦？
如果您居住在目前沒有參加選民選擇法案的郡內，您將繼續通過郵寄或前往投票站進行投票。請撥打
州務卿免費選民熱線(800) 339-2857以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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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選舉結果網站
在投票站在晚上 8 點關閉後希望看到 2018 年 11 月 6 日大選結果嗎？訪問 California 州務
卿選舉結果網站 https://vote.sos.ca.gov/。

選舉結果網站在選舉夜每隔五分鐘更新一次，在此期間各郡向州務卿報告選舉結果。郡選務
人員在投票站於晚上 8 點關閉後將半正式選舉結果發送給州務卿，並繼續至少每隔兩小時發
送一次更新情況，直至計入所有選舉日選票。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6 日期間，各郡計算剩餘的選票，同時選舉結果網站將於每天
下午 5 點更新。

選舉官方結果將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下列網址公佈：www.sos.ca.gov/elections/

擬議法律正文也可在以下網址在線獲取： 
http://voterguide.sos.ca.gov。
如果您想再要一份該正文的打印副本：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州務卿： 
vigfeedback@sos.ca.gov

請撥打州務卿免費選民熱線  
(800) 339-2857。

為殘障選民所提供之協助
查看您所屬郡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您所屬郡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將會：

•	 說明殘障選民如何在私密和獨立的情況下投票
•	 若投票站方便殘障選民通行，則會顯示輪椅指示牌	

音頻版和大字版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可免費提供本指南的英文、中文、印地文、日文、高棉文、韓文、西班牙文、菲律賓文、泰文和越南
文版本。若需預定：

請撥打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  
(800) 339-2857。

訪問 http://voterguide.sos.ca.gov

可下載 MP3 格式的音頻版本，網址為 
http://voterguide.sos.ca.gov/audi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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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8 日
首日採用郵寄投票。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登記投票的截止日期。您可以在 

15 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後在
您的郡選舉辦公室「有條件地」
進行登記和投票。

2018 年 10 月 30 日
郡選務人員接受選民申請郵寄投
票選票的截止日期。

2018 年 11 月 6 日
選舉日！

請記得投票！
在選舉日，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7 時到晚上 8 時！

10 月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 月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7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記住這些日期！



CALIFORNIA

大選
擬議法律正文

2018 年 11 月 6 日週二
請記得投票！ 

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7 時到晚上 8 時。

10 月 8 日
首日採用郵寄投票。

10 月 22 日*
登記投票的截止日期。

10 月 30 日
郡選務人員 

接受選民申請郵寄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

如需下列語言編寫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或擬議法律 
正文的額外副本，請聯絡：

English: (800) 345-VOTE (8683) 
TTY/TDD: (800) 833-8683 
Español/Spanish: (800) 232-VOTA (8682) 

中文 /Chinese: (800) 339-2857 
/Hindi: (888) 345-2692 

/Japanese: (800) 339-2865 
/Khmer: (888) 345-4917 

/Korean: (866) 575-1558 
Tagalog: (800) 339-2957 

/Thai: (855) 345-3933 
/Vietnamese: (800) 339-8163

在voterstatus.sos.ca.gov網上在線查看您的選民登記狀態

為了降低選舉成本，州立法院授權州和各郡僅向各投票家庭郵寄一份官方選民資訊指南，並依要求
提供擬議法律正文副本。您可以聯絡郡選務人員或致電 (800) 339-2857，以獲得額外的副本。

CHINESE

* 您仍可以在 15 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後在您的郡選舉辦公室「有條件地」進行登記和投票。
編輯短信Vote發送至 GOVOTE (468683)，以查找投票站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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