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斯廷市
市議會選區考慮

外聯和參與工作

2021年9月7日



議程

• 迄今的外聯和參與工作

– 時間線和方式 
– 多媒體外聯 – 數字、印刷、電話等。

– 新的專門網站

– 第1次公衆研討會

• 外聯和參與工作向前推進

– 第2次公衆研討會

– “講解員”動畫視訊

– 持續參與，宣傳進程中的每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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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的外聯和參與工作



時間線和方式

• 時間線

– 人口普查數據延遲提供

– 塔斯廷市特別壓縮時間線

– 需要快速、清晰的溝通

• 方式

– 在外聯材料中加入5種語言（英語、西班牙語、中文（繁體）、
韓語、越南語）

– 多媒體方式



多媒體外聯

• 數字
– 網站 
– 電子郵件

– 社交媒體

– 數字廣告

– 線上媒體新聞稿發布

• 印刷
– 草坪標誌

– 公告

– 印刷媒體新聞稿發布

• 電話
– 社區團體致電



新的專門網站

DrawTustin.org網站於8月30日週一推出



第1次公衆研討會

• 第1次公衆研討會於8月31日
週二舉行
– 對社區成員進行有關潛在轉變
的教育並回答有關該過程的問
題

– 由Tripepi Smith主持，國家人口
統計公司參與

– 超過20名與會者

視訊發佈到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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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聯和參與工作向前推進



向前推進

• 第2次公衆研討會
– 目前正在確定日期/時間，暫定9月下旬

• “講解員”動畫視訊
– 目前正在推進

– 預期用途為社交媒體、網站、啟動演示等。

– 將提供多種語言的字幕

• 持續參與，宣傳進程中的每個里程碑
– 將在隨後的每次聽證會和公衆研討會上採用相同的多媒體方式，以繼續傳播資訊



有什麽問題？



附加參考幻燈片



後續步驟

步驟 説明

兩次初始聽證會
9月7日&日期待定

在地圖草案發布之前舉行。
教育並就選區組成徵求意見。
在第一次公衆聽證會之時，市議會將確定選區數量和市長的
形式。

地圖工具可用性 本市將提供地圖以開始確認利益社區。通過網站訂閱以獲取
更新。

第二次研討會
日期待定

分享關於參與流程和機會的資訊。

加州數據發佈
2021年10月上旬

加州全州數據庫發布加州官方的“囚犯調整後”2020年重新分
區數據。

發佈地圖草案 地圖必須在第3次聽證會前至少7天發布。

關於地圖草案的兩次聽證會
日期待定

兩次會議，討論和修改地圖草案並討論選舉序列。

可能的地圖採用
2021年11月1日前（暫定）

如果採用，地圖必須通過法令批准。
最終地圖必須在採用前至少7天發布。

2021年8月31日



塔斯廷市
選區劃分介紹

2021年9月7日 Jennifer Nentwig，總監，Tripepi Smith

Justin Levitt博士，副總裁。國家人口統計公司

塔斯廷醫院 塔斯廷

私立小學

塔斯廷牧場高
爾夫球場

畫廊公園（私人）

彼得斯峽谷地
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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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制度

1. “普選”

2. “來自地區”或“居住”地區

3. “分區”

加州投票權法案的編撰是為了特別
鼓勵分區選舉。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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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投票權法案（CVRA）

❑ 根據聯邦投票權法案（1965 年通過），一個司法管轄區必須經4次事
實檢驗不通過才算違法。

❑ 加州投票權法案通過取消兩項美國最高法院金格爾斯測試，使原告
更容易將司法管轄區強制納入“分區”選舉制度：

❑ 受保護階層能否構成一個地區的大多數？

❑ 受保護階級是否作為一個集團投票？

❑ 不屬於受保護階級的選民是否在一個集團中投票以擊敗受保護階級的偏
好候選人？

❑ “總體情況”是否表明種族是選舉的一個因素？

❑ 責任現在僅由種族兩極化投票的存在決定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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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投票權法案影響

❑ 由於加州投票權法案而切換
（或正在切換）：
❑ 至少240個學區

❑ 34個社區學院區

❑ 154個城市

❑ 1個縣監事會

❑ 35個水利和其他特區。

❑ 迄今為止的案例：
❑ 棕櫚谷、聖克拉拉和聖莫尼卡因案件

而接受審判。棕櫚谷和聖克拉拉輸
了。聖莫尼卡正在等待判決。

❑ 莫德斯托和棕櫚谷在辯護上各自花費
了大約180萬美元（除這些案件中的
律師費裁決外）。 

❑ 到目前為止，聖莫尼卡已經花費了大
約700萬美元。聖莫尼卡的原告在原
審後要求支付2200萬美元的法律費
用。

❑ 主要和解：
❑ 棕櫚谷：470萬美元

❑ 莫德斯托：300萬美元 

❑ 高地：130萬美元

❑ 阿納海姆：110 萬美元

❑ 惠提爾：100萬美元

❑ 聖巴巴拉：60萬美元

❑ 圖萊里醫院：50萬美元

❑ 卡馬里奧：23.3萬美元

❑ 康普頓統一：20萬美元

❑ 馬德拉統一：約17萬美元

❑ 漢福德聯合聯盟學校：11.8萬美
元

❑ 默塞德城：4.2萬美元

❑ 到目前為止，和解和法庭裁決的
總額估計為1600萬美元。

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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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劃分流程

步驟 説明

人口普查數據發佈
2021年8月12日

人口普查局發布2020年官方人口普查數據。

兩次研討會
2021年9月7日&日期待定

分享關於參與流程和機會的資訊。

兩次初始聽證會
9月7日&日期待定

在地圖草案發布之前舉行。
教育並就選區組成徵求意見。

加州數據發佈
2021年10月上旬

加州全州數據庫發布加州官方的“囚犯調整後”2020年重新
分區數據。

發佈地圖草案 地圖必須在第3次聽證會前至少7天發布。

關於地圖草案的兩次聽證會
日期待定

兩次會議討論和修改地圖草案並討論選舉序列。

可能的地圖採用
2021年11月1日前（暫定）

如果採用，地圖必須通過法令批准。
最終地圖必須在採用前至少7天發布。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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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平等
聯邦投票權法案
沒有種族歧視

盡量減少選民轉移到不同的選
舉年

尊重選民的選擇/狀態連續性

未來人口增長

保留現有地區的核心

1.聯邦法律
2.加州城市

標準

1. 地理上連續

2. 未被分割的街區和“利益社
區”
（應保持在一起的社會經濟地
理區域）

3. 易於識別的邊界

4. 緊湊
（不得繞過一個群體到達更遠
的一個群體）

禁止：

“不得偏袒或歧視政黨。”

3.其他傳統的重新分區原則

重新分區規則和目標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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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摘要

使用2020年官方
人口統計數據和
初步人口普查數
據進行估計

DrawTustin.org

塔斯廷市 – 2020年人口普查（初步數據）

類別 字段 計數 百分比 類別 字段 計數 百分比
2020年人口普查人口 80,276

年齡
年齡0-19 22,298 28%

總人口

西班牙裔 32,712 41% 年齡20-60 45,390 57%
非西班牙裔白人 22,901 29% 年齡60以上 12,375 15%
非西班牙裔黑人 1,982 2%

移民
移民 27,234 34%

亞裔美國人 20,685 26% 歸化 12,980 48%

公民投票年齡人口

總計 48,431

在家說的語言

英語 35,478 48%
西班牙裔 14,136 29% 西班牙語 23,259 31%

非西班牙裔白人 20,757 43% 亞洲語言 11,096 15%
非西班牙裔黑人 1,484 3% 其他語言 4,525 6%

亞洲/太平洋島嶼 11,731 24% 語言流利度
說英語“不是非常

好”
13,043 18%

選民登記
（2020年11月）

總計 40,200
教育程度（25歲以

上）

高中畢業 18,499 35%
拉丁裔估計 11,363 28% 學士 15,062 29%
西班牙姓氏 10,208 25% 研究生學歷 7,973 15%
亞洲姓氏 6,699 17% 家中的兒童 18嵗以下兒童 9,862 38%

菲律賓姓氏 770 2% 人口的百分比16嵗
以上

受僱 44,597 72%

非西班牙裔白人估計 19,356 48%

家庭收入

收入0-2.5萬 2,794 11%
非西班牙裔黑人 1,137 3% 收入2.5萬-5萬 3,944 15%

選民投票
（2020年11月）

總計 34,220 收入5萬-7.5萬 4,459 17%
拉丁裔估計 8,923 26% 收入7.5萬-20萬 10,893 42%
西班牙姓氏 8,016 23% 收入20萬以上 3,711 14%
亞洲姓氏 5,728 17%

住房統計數據

單戶 14,439 51%
菲律賓姓氏 634 2% 多戶 12,810 45%

非西班牙裔白人估計 17,192 50% 租賃 13,070 51%
非西班牙裔黑人 959 3% 自有 12,730 49%

選民投票
（2018年11月）

總計 23,087 2020年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數據。來自加州全州數
據庫的基於姓氏的選民登記和投票數據。拉丁裔選民登記
和投票數據為使用人口普查部少計估計調整的西班牙姓氏
計數。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非西班牙裔黑人登記和投票數由
NDC估計。來自2015-2019年美國社區調查和特殊表格5年
數據的公民投票年齡人口、年齡、移民和其他人口統計數

據。

拉丁裔估計 5,271 23%
西班牙姓氏 4,735 21%
亞洲姓氏 3,164 14%
菲律賓姓氏 385 2%

非西班牙裔白人估計 13,264 57%
非西班牙裔黑人估計 89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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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裔集中在本市西
部，尤其是I-5州際公
路附近

拉丁裔CVAP

DrawTustin.org

塔斯廷醫院

私立小學

塔斯廷牧場高爾夫球場

畫廊公園（私
人）

彼得斯峽谷地
區公園

綠道公園（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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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美國人集中在本市南
部和東部

亞裔美國人CVAP

美洲原住民或黑人/非洲
裔美國人沒有明顯的集中

DrawTustin.org

塔斯廷醫院

私立小學

塔斯廷牧場高爾夫球場

畫廊公園（私
人）

彼得斯峽谷地
區公園

綠道公園（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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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多戶住宅

日期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塔斯廷醫院

私立小學

塔斯廷牧場高
爾夫球場

畫廊公園（私人）

彼得斯峽谷地
區公園

綠道公園（私人）

多戶

沒有人口



11

界定街區

第1個問題：你的街區是什麽？

第2個問題：它的地理邊界是什麼？

界定街區邊界的物理特徵示例：

❑ 自然街區劃分線，如高速公路或主要道路、河流、
運河和/或山丘

❑ 公園或學校周圍區域

❑ 其他街區地標

在沒有公開證詞的情況下，規劃記錄和其他類似文件可以提供界
定。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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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街區：
界定利益社區

第1個問題：是什麼界定了你所在的社區？

❑ 地理區域，

❑ 共同的問題或特徵

❑ 共同的社會或經濟利益

❑ 受縣政策影響

❑ 將“你所在社區的故事”告訴我們

第2個問題：這個社區是否會因“為了有效和公平的代表而包含在一個單一
選區內”而受益。

❑ 或者它是否會因擁有多個代表而受益更多？

利益社區的界定可能不包括與政黨、現任者或政治候選人的關
係。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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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街區：社區

根據加州選舉法案，“利益社區”在對市縣進行分區和重新分區的
情況下擁有非常具體的定義：

“利益社區”是為了有效和公平的代表而應包含在一個單一選區內
的擁有共同社會或經濟利益的群體。 

利益社區不包括與政黨、現任者或政治候選人的關係。
（著重强調）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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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地圖

❑ 易於使用的人口統計和
其他數據的“故事”

❑ 類似於PowerPoint，
但具有交互性 

❑ 用於確認“利益社
區”

❑ 來自戈利塔的示例
地圖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沒有戈利塔市的利益社區

土地使用和分區

點擊下方以了解城市中的每個
地塊如何按土地用途分類和分
區。保留城市本身及其子區域
的邊界以作參考。

為了找出每種顏色代表的土地
使用和分區類別，請點擊左下
角的圖例按鈕。

城市土地使用

這是為了描述城市中每個地塊
的實際使用情況。類別數量較
少，但較為籠統。

城市分區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15df1ac9b585488b87ec74575934dd6f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15df1ac9b585488b87ec74575934dd6f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15df1ac9b585488b87ec74575934dd6f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15df1ac9b585488b87ec74575934dd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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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地圖查看工具

線上交互查看地圖

❑ ESRI的“ArcGIS Online” – 使用簡單，類似於Google地圖

❑ 用於查看、分析和比較地圖，而不是創建它們

❑ 包括“利益社區”和其他數據的疊加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圖層

HOA或其他協會

http://www.arcgis.com/apps/View/index.html?appid=f311a464f12c4ed78690d55f0d98d14a
http://www.arcgis.com/apps/View/index.html?appid=f311a464f12c4ed78690d55f0d98d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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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地圖繪製工具

紙質“公眾參與工具包”
❑ 適合無法上網或喜歡紙質版

的人

❑ 目前包含街道和地標

❑ 未來版本將包含總人口數量 

DrawTustin.org

將提供其他語言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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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 你所在的社區是什麼？它的邊界是什麼？

❑ 本市還有哪些其他的顯著區域，它們的邊界是什麼？

討論：

❑ “街區” 
❑ “利益社區”

2021年9月7日DrawTusti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