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斯廷市
市議會選區考慮

外聯和參與工作

2021年10月25日



議程

• 迄今為止的外聯和接觸工作

– 時間線和方法（概述）
– 多媒體外聯——數碼、印刷品、電話等（概述）
– 專屬網站（概述）
– 第1次和第2次公衆研討會（回顧）
– 第1次、第2次和第3次公衆聽證會（已更新）
– 公佈地圖草案截止日期（已更新）
– “解說員”動畫影片（新！）
– 發佈第4次公衆聽證會（新！）

• 未來的外聯和接觸

– 持續接觸，公佈流程中的最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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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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推廣

• 數字化
– 網站
– 電子郵件
– 社交媒體
– 數字化廣告
– 網路媒體新聞稿發佈

• 印刷
– 草坪標誌
– 公告
– 印刷媒體新聞稿發佈

• 電話
– 給社區團體打電話 給訂戶的電子郵件示例



專門網站

DrawTustin.org，
8月30日推出，
持續更新資訊和
資源。



第1次和第2次公衆研討會

• 第1次和第2次公衆研討會
於8月31日和9月22日舉行
– 共享了背景資訊，介紹了公
開地圖工具，並回答了有關
流程/工具的問題

– 由Tripepi Smith主持，國家
人口統計公司出席

示例影片發佈到DrawTustin.org 



第1次、第2次和第3次公衆聽證會

• 第1次、第2次和第3次公衆
聽證會於9月7日、9月17日
和10月9日舉行
– 公衆聽證會指導社區成員了解潛在的
轉變，回答了關於流程的問題，並徵
求公衆意見

– 第3次聽證會包含供審議的選區地圖
草案第一次發佈

– 聽證會材料（包括公告、幻燈片、影
片和公衆評論）都可以在
DrawTustin.org/Schedule上找到

示例影片發佈到DrawTustin.org 



公佈地圖草案截止日期

• 社交媒體

• 電子郵件

• 網站更新

• 傳單

• 直接聯絡社群團體

示例電子郵件



“解説員”動畫影片

上傳至塔斯廷市YouTube，包含英文、西班牙文、中文（繁體）、
韓文和越南文字幕



宣傳第4次公衆聽證會

• 社交媒體
• 數字廣告
• 新聞稿
• 電子郵件
• 網站更新
• 公告
• 傳單
• 社區團體直接接觸

Facebook推廣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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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聯和參與工作向前推進



向前推進

• 持續接觸，公佈流程中的每個時間點
– 將在最後的時間點和流程的完成上採用同樣的多媒體途徑



有什麽問題？



塔斯廷
地圖草案展示

2021年10月25日 Justin Levitt博士，National Demographics Corporation



選區劃分流程

步驟 描述

初步研討會
2021年8月31日

宣傳選區組成並征求意見。

兩次初步聽證會
9月7日和9月17日

在地圖草案發佈之前舉行。
宣傳選區組成並征求意見。

人口普查資料發佈
2021年8月12日

人口普查局發佈2020年官方人口普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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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和10月25日

兩次會議，討論和修改地圖草案並討論選舉序列。

地圖採用
2021年11月1日

通過法令進行的地圖採用。
最終地圖必須在採用前張貼至少7天。

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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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地圖

¨ 居民共提交了16份地圖
¤ 10月9日顯示11份原始地圖
¤ 5份新的公共地圖

n 1份新的人口均衡四區地圖
n 在提交截止日期後但在張貼截止日期前收到一份地圖

¨ 5份由國家人口統計公司根據社區意見和公共地圖概
念繪製的地圖
¤ 2份新的地圖120和121，基於10月9日收到的方向

¨ 地圖可供公眾查閱：
¤ 城市網站提供PDF檔案
¤ 線上檢視器
¤ 提供紙質複本

2021年10月25日



額外的新地圖

2021年10月25日



準時收到的其他地圖

2021年10月25日

116 117

118

非人口均衡
非人口均衡

需要完成廣泛的分析以確定是
否符合聯邦人口均衡要求



人口均衡地圖

2021年10月25日



109號地圖



112號地圖



113號地圖



114號地圖



地圖115

2021年10月25日



地圖120

2021年10月25日



地圖121

2021年10月25日



地圖比較表

2021年10月25日

地圖 109 112 113 114 115 120 121
總偏差 4.01% 5.17% 8.70% 2.76% 3.17% 3.68% 8.58%

最高拉丁裔

CVAP
60% (D1) 58% (D2) 60% (D2) 59% (D2) 57% (D2) 57% (D2) 54% (D2)

最高亞裔

CVAP
35% (D4)
34% (D3)

35% (D4)
34% (D3)

35% (D4)
32% (D3)

35% (D4)
34% (D3)

35% (D4)
34% (D3)

35% (D4)
34% (D3)

34% (D3) 
32% (D4)

地區穿越I-5 D1 & D2 D1 & D2 D3 D1 & D2 D1 & D2 D1 & D2 D1



排序

2021年10月25日



選舉年排序

2021年10月25日

¨ 一旦地圖選定，每個地區必須指定一個最初選舉
年

¨ 轉向分區選舉不能縮短現任代表的任期
¨ 選區在當前任期結束後進行選舉（給定年份的選
舉次數不變）

¨ 任何其他組合都會導致在任人數錯誤
¨ 市長是選舉年必須任命的五個職位之一

塔斯廷必須在2022年的選舉週期中設立兩個選區，
2024年三個



“儘快代表”目標衝突

2021年10月25日

¨ 傳統上代表不足的地區通常希望儘快在新選區舉行分區選舉。
¤ 當下次選舉是總統選舉時（正如2016年制定選舉法第10010（b）條時
的情況），這使得做出決定很容易。

¤ 當下次選舉是州長選舉時（就像現在一樣），這可能與提高歷史上
投票率低的地區選出其偏愛候選人的能力的目標相沖突。

¨ 歷史上投票率低的地區，在州長選舉年和總統選舉年之間的
投票率差異往往更大
¤ 影響的程度與收入和移民狀況等其他因素相關，導致對代表最不足
的社區的影響最大。

¨ “下次選舉”是一次性事件，但分配一個地區的州長或總統
選舉基本上是一個永久性的決定。
¤ 一旦有人從該地區當選，未來人口普查後的重劃選區通常會使該地
區與當地代表處於同一選舉週期。

¤ 因為中期選舉週期的低投票率，一個選區可能會多次失敗



分配選舉年

2021年10月25日

¨ 排序目標：
¤ 選舉法第10010（b）條：

n “在決定分區選舉的最後順序時……管理機構應特別考慮2001年加
州投票權法案的目的，並應考慮各區成員表達的偏好。”

¤ 提高歷史上代表不足地區選出其偏愛候選人的能力
¤ 儘早為歷史上代表不足的地區提供代表性

n 當第一次分區選舉在州長選舉年舉行時，此目標可能與之前的目
標發生衝突

¤ 不能武斷地阻止選民再次選舉現任代表



“空缺”地區的代表

2021年10月25日

¨ 在後來的選舉年再次選舉的代表仍然是“普選”
代表，直到後來的選舉年，代表（並受其罷免）
整個司法管轄區。

¨ 被分配到後續年份選舉的任何地區的居民仍然由
後續年份選舉的普選代表代表。



再次選舉影響

2021年10月25日

代表居住在2022選區 代表居住在2024選區

代表任期於
2022年結束 代表任期結束後可在選區再次選舉。

代表任期結束后離職。

代表可以在兩年後競選，
但不是作為現任者。

代表任期於
2024年結束

（選項1）代表在任期結束時離職，兩年後
（2026年）可以再次選舉，但不是作為現任

者。

（選項2）2022年，代表將參加分區選舉。如
果被選上，分配普選席位（留下一個普選席
位2年空缺），並宣誓成為分區席位。如果
不成功，留任至2024年當前任期結束。＊

代表任期結束後可在選區
再次選舉。



排序對市議會的影響

2021年10月25日

地圖 1 2 3 4
109 空缺 Gomez Clark Cooper，Gallagher和Lumbard
112 Gomez 空缺 Clark Cooper，Gallagher和Lumbard
113 Gomez 空缺 Clark & Cooper Gallagher & Lumbard
114 Gomez & Cooper 空缺 Clark Gallagher & Lumbard
115 Gomez 空缺 Clark Cooper，Gallagher和Lumbard
120 Gomez & Cooper 空缺 Clark Gallagher & Lumbard
121 Gomez 空缺 Clark Cooper，Gallagher和Lumbard

當前任期結束日期：
2022年 –倫巴德臨時市長，庫珀議員
2024年 –克拉克市長，戈麥斯和加拉格爾議員



討論和聽證

2021年10月25日

¨ 後續步驟：
1. 就選區地圖的選擇和分區選舉的順序舉行公衆聽證會，

聽取公衆意見
2. 批准選擇選區地圖和決定分區選舉順序的動議
3. 通過一項動議，提出採用分區選舉的條例並進行一讀



舊地圖

2021年10月25日



非人口均衡地图：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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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口均衡地图：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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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口均衡地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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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14號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