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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織應稱為北部歷史文化鄰里理事會（Historic Cultural North Neighborhood Council，簡

稱“HCNNC”），是一個根據《洛杉磯市憲章》第一卷第九條組建的鄰里理事會。 
 
第二條  宗旨  

治理原則 - HCNNC 的宗旨是、包容、協助、負責和可選的方式作為一個機構參與有關我

們鄰里和洛杉磯市（“本市”）治理的議題。 

A.  HCNNC 的使命是：  

1. 保留 HCNNC 各社區獨特和豐富的文化歷史； 

2. 通過增加公民參與增強人民的權能；以及 

3. 在整個 HCNNC 培養和發展社區意識。 

B.  該組織的目標是：  

1. 提高公眾參與政府決策和問題解決的過程；以及 

2. 使政府更積極回應 HCNNC 社區的需求和要求。 

C.  HCNNC 組建的主要宗旨是：  

1. 保護 HCNNC 各社區的權益； 

2. 創造表達有關 HCNNC 社區議題的想法和意見的機會； 

3. 提高對本市服務和資源的認識； 

4. 向利益相關者通報本市的倡議、計劃和土地使用建議，以及對生活品質有直接

影響的其他活動； 

5. 識別和優先考慮社區需求和利益，與市政府進行有效的溝通； 

6. 改善獲得並確保向 HCNNC 各社區提供本市服務； 

7. 維持或擴大社區的利益，包括但不限於公園和其他綠地、健身和娛樂、藝術和

文化、教育和交通等領域； 

8. 提供包容和開放的論壇，供公眾討論 HCNNC 個社區關心的議題； 

9. 向本市通報 HCNNC 各社區關心的議題；以及 

 
 
 
 

10. 促進政府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和互動，並創造合作和建立夥伴關係的機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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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當地需求。 

D.  HCNNC 的政策是：  

1. 作為討論社區內的各種議題的論壇。 

2. 以上級組織的身份行事 - in 使尋求代表社區發起某些活動但不是 HCNNC 會員的人

可以向 HCNNC 表達他們的關切，並且尋求 HCNNC 的支持。 

3. 運營和加強與地方、州和聯邦關於的溝通管道，藉以讓政府機構瞭解社區的真正需

求。 

4. 支持和促進被視為有益於 HCNNC 各社區的議題，但是絕對不能是被視為對我們

作為其中的一部分的大洛杉磯地區有損害的議題。 

5. 通過並提交總結了 HCNNC 對本市議題的官方立場的《社區影響聲明》，供市議

會及其個各委員會和城市委員會在對這些議題採取從動之前進行考慮。 

 
第三條  邊界  
HCNNC 包含洛杉磯的下列鄰里： 
A. 華埠 B. 埃爾普韋布洛 C.索拉諾峽谷 D. 維克多崗 
 
第一節邊界描述  
因此，HCNNC 的形狀不是正方形、矩形或圓形。相反，HCNNC 是多邊形和不規則區域

的組合： 

從 Broadway 和洛杉磯和的交匯處沿洛杉磯河向南延伸，一直到 101 高速公路，沿 101 高

速公路到與 110 高速公路交匯處，繼續員 110 高速公路向北延伸，到 Sunset 大道。沿

Sunset 大道向西北延伸，到 Everett 節和 Marview Ave.之間的郵遞區號線，沿郵遞區號線

到 Stadium 路，沿 Stadium 路東南延伸，左轉到 Lilac Terrace，繼續通過 Lookout 路，左

轉到 Stadium 路，繼續延伸，左轉到 Dodger Stadium 路，沿 e Elysian Park 邊界和 Dodger 
Stadium 路延伸，右轉到 Academy 路，在 Park Row 路的西南邊沿 Elysian Park 邊界線延

伸，進入 North Park Row 路，左轉到 Casanova 街，包括 Casanova 的兩邊，左轉到 
Broadway，延伸到洛杉磯河。 
 
 
 
 
 

第二節內部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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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 HCNNC 的四個鄰里中每一個鄰里的具體邊界如下： 

A. 華埠：從 Broadway 與洛杉磯河的交匯處開始，沿洛杉磯河向南延伸，右轉到 101 高
速公路，右轉到 Alameda 街，左轉到 Cesar Chavez 大街，繼續向西延伸，左轉到

Spring 街，向南延伸，右轉到 101 高速公路，向西延伸，右轉到 110 高速公路，向北

延伸，右轉到 Cottage Home 街，然後左轉到 Broadway，向東北延伸至與洛杉磯河交

匯處。 

B. 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從 Cesar Chavez 大街與 Spring 街的交匯處開始，向東到 
Alameda 節，向南到 101 高速公路，向西到 Spring 街，向北到 Cesar Chavez 大街。 

C. 索拉諾峽谷：從 90026 郵遞區號線與 Stadium 路的交匯處開始，沿 Stadium 路向東南

延伸，左轉到 Lilac Terrace，繼續通過 Lookout 路，左轉到 Stadium 路，先前延伸，然

後左轉到 Dodger Stadium 路，沿 Elysian Park 邊界和 Dodger Stadium 路延伸，右轉到 
Academy 路，在 Park Row 路南邊沿 Elysian Park 邊界延伸到 North Park Row 路，左轉

到 Casanova 街，包括 Casanova 的兩邊，右轉到 Broadway，向南延伸，右轉到 Cottage 
Home 街，向西延伸，左轉到 110 高速公路，向南延伸，通過 Lilac Terrace，右轉連接 
Stadium 路，直到 90026 郵遞區號線。 

D. 維克多崗：從 Stadium 路上的邊界 90026 郵遞區號線開始，向東延伸，右轉到 110 高

速公路，向南延伸，右轉到 Sunset 大道，向西延伸到邊界 90026 郵遞區號線，繼續到 
Stadium 路。 

 

HCNNC 的邊界在附錄 A -歷史文化北部鄰里理事會地圖中上闡明。 
 

第四條  利益相關者  

鄰里理事會的會員資格向所有利益相關者開放。“利益相關者”的定義為在該鄰里居住、工

作或擁有不動產的人，並且包括那些聲明作為社區利益相關者在該鄰里擁有權益的人，其定

義為斷言在鄰里理事會的邊界內實質性和持續參與的人，可能是在社區組織中，例如包括但

不限於教育、非營利及/或宗教組織。 

 
 
 
 
 
 

第五條  監管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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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NNC 的管理機構為監管委員會（“理事會”）。理事會應由利益相關者選舉及/或理

事會任命的十七（17）名代表組成。理事會的組成如下： 

	
第一節組成  

A. 代表華埠，兩（2）名居民 

B. 代表華埠，一（1）名企業主或僱員 

C. 代表華埠，一（1）非營利組織代表 

D. 代表華埠，一（1）名一般企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或物業主 

E. 代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一（1）名企業主或僱員 

F. 代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一（1）名非營利組織代表 

G. 代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一（1）名一般企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 

H. 代表索拉諾峽谷，兩（2）名居民 

I. 代表索拉諾峽谷，一（1）名企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或物業主 

J. 代表維克多崗，兩（2）名居民 

K. 代表維克多崗，一（1）名企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或物業主 

L. 一（1）名一般青年代表，15-20 歲 

M. 兩（2）名一般利益相關者 

除非存在情有可原的情況並且獲得鄰里賦權部（“部門”）的批准，，否則任何一個利益

相關者團體均不得擁有理事會的多數席位。 
 
第二節法定人數  

理事會會員的法定人數為至少九（9）名理事會成員。法定人數可以處理 HCNNC 的事

務。高管董事會多數成員應構成高管會員的法定人數。 
 
 
 
 
 
 
 
 
 

第三節正式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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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本章程另有規定，否則採取正式行動需要有出席法定人數和投票理事會成員的多數表

決（不包括棄權）。 
 
第四節任期和任期限制  
當選的理事會成員的任期為四年；理事會的任期應重疊，以便在每個選舉年選出大約一半

的成員，交替選出（在一個選舉年選出 9 名，在下一個選舉年選出 8 名）。作為 HCNNC
的理事會成員，任何成員的任職不得超過連續八（8）年。 
 
理事會任期應自選舉證明發出後第一次召集理事會會議的日期開始。現任理事會成員繼續

擔任其當選/任命的職位，直到解決重新計票或選舉質疑並證明選舉為止。 
 
第五節職責和權力  
理事會的主要職責是管理 HCNNC 並實現其目標。除非獲得理事會正式行動的授權，理

事會的任何個人成員不得代表理事會發言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發表理事會的立場。理事會

可以通過正式行動授予任何個人在任何公共機構前表示理事會先前通過的 HCNNC 的立

場的權利。在理事會的指導下，理事會成員可以發表信息性聲明，指出 HCNNC 沒有充

足的時間就 HCNNC 面臨的事項提出立場或建議。理事會可隨時撤銷該授權。 
 
第六節空缺  
理事會的空缺應使用下列程序填補： 
A. 空缺的理事會席位應在下一次例行理事會會議上宣佈，並且為填補空缺列入議程的至

少二十一（21）天前實際張貼。 
B. 有興趣填補該理事會空缺的利益相關者應向理事會的任何成員提交書面申請，然後後

者把申請提交理事會的高級管理人員，在返回適當的機構進行面試之前確認利益相關

者的身份。 
C. 理事會主席指示將該事項列入下一次的理事會例行會議議程。 
D. 理事會將在會議上投票填補空缺。候選人必須至少獲得出席並參加投票的理事會成員

的多數票。 
E. 獲勝的候選人填補該理事會成員席位剩餘的任期。 
F. 如果大選預定在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的六十（60）天內舉行，則不得填補任何空

缺。 
 
 
 
 

G. 如果一個指定的席位在理事會會議上宣佈空缺並且實際張貼的九十（90）天或仍未填

補，則在下一次普選之前該席位自動變成一般席位，屆時應恢復為本章程定義一的原

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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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缺席  
如果理事會的任何成員在任何遊動的十二（12）月期間連續缺席三（3）次例行理事會會

議或共計四（4）次缺席理事會會議，則將被自動列入下一個議程，由理事會對罷免其職

務進行投票。每個成員的缺席應記錄在會議紀要或其他理事會記錄中。如果缺席的次數達

到了被罷免的特定次數，理事會主席或秘書應通知該理事會成員，抄送理事會，並且宣佈

在下次例行理事會會議上該成員將接受罷免表決，如果理事會表決罷免該成員，在該席位

將被宣佈為空缺。根據《布朗法案》安排和通知的任何例行會議，應構成確定成員出勤的

會議。為了確保有效地服務各社區，不存在任何正當的缺席理由。在公佈會議時間的開會

期間，錯過會議超過三分之一時間即構成缺席。 
 
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理事會應咨詢市檢察官辦公室。 
 
第八節指責  
HCNNC 可以通過在 HCNNC 理事會會議中指責理事會成員來公開指責理事會成員在進行

HCNNC 業務的過程中採取的行動。指責應列入議程，進行討論和採取行動。在採取任何

行動之前，理事會應咨詢市檢察官辦公室。 
 

第九節罷免  
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理事會應咨詢市檢察官辦公室。 
 
A.  利益相關者的請願  

向主席或秘書提出書面請願便可以罷免理事會成員，請願內容包括： 

1. 罷免理事會成員的身份，2. 詳細描述罷免的理由，以及 3. 一百（100）名利益相關者的

有效簽名。 

a) 收到罷免書面請願時，會書面通知該成員（把認證郵件寄到部門記錄在案的地址），

並且期望在 14 天內收到回復。如果在兩（2）次嘗試之後理事會沒有收到回復，主席或秘

書可以把該事項納入下次 HCNNC 例行會議的議程，由理事會進行表決。b) 對確定理事

會成員的罷免需要獲得理事會三分之二（2/3）的投票。c)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有權利 

 
 
 

在投票之前就該事項向其他理事會成員提交一份書面聲明，及/或在理事會會議上發言，

但是不得被計入法定人數，不得就該事項投票。d) 如果罷免投票的結果是肯定的，則該

職位應被視為空缺，並且通過 HCNNC 的空缺條款進行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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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理事會的請願  

在理事會成員向理事會提出請願後，理事會成員可以出於正當理由被免責，包括但不限於

破壞性行為、妨礙 HCNNC 業務、違反《章程》、《操作程序》或《行為守則》，請願

內容包括： 

1. 罷免理事會成員的身份，2. 陳述罷免的理由，指出違反的內部規則或程序，並且具體說

明該人員的行為，以及 3. 包含全體理事會成員中至少一半（1/2）成員的簽名。 

a) 請願書應同時交付給所有理事會成員，書面通知該成員（把認證郵件寄到部門記錄在

案的地址），並且期望在 14 天內收到回復。如果在兩（2）次嘗試之後理事會沒有收到回

復，該事項將被納入下次例行會議的議程，進行表決。b) 對確定理事會成員的罷免需要

獲得理事會三分之二（2/3）的投票。c)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有權利在投票之前就該事

項向其他理事會成員提交一份書面聲明，及/或在理事會會議上發言，但是不得被計入法

定人數，不得就該事項投票。d)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必須因為同樣的行為先前被理事

會指責過一次。e) 如果罷免投票的結果是肯定的，則該職位應被視為空缺，並且通過

HCNNC 的空缺條款進行填補。 

 

C.  理事會主席的請願  

在理主席向理事會提出請願後，理事會成員可以出於正當理由被免責，包括但不限於破壞

性行為、妨礙 HCNNC 業務、違反《章程》、《操作程序》或《行為守則》，請願內容

包括： 

1. 罷免理事會成員的身份，2. 陳述罷免的理由，指出違反的內部規則或程序，並且具體說

明該人員的行為，以及 3. 包含主席的簽名。 

a) 請願書應同時交付給所有理事會成員，書面通知該成員（把認證郵件寄到部門記錄在

案的地址），並且期望在 14 天內收到回復。如果在兩（2）次嘗試之後理事會沒有收到回

復，該事項將被納入下次例行會議的議程，進行表決。b) 對確定理事會成員的罷免需要 
 
 
 
 
 
 
獲得理事會三分之二（2/3）的投票。c)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有權利在投票之前就該事

項向其他理事會成員提交一份書面聲明，及/或在理事會會議上發言，但是不得被計入法

定人數，不得就該事項投票。d)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必須因為同樣的行為先前被理事

會指責過一次。e) 如果罷免投票的結果是肯定的，則該職位應被視為空缺，並且通過

HCNNC 的空缺條款進行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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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規定的培訓  
在就任理事會成員之日起的 60 天內必須完成規定的培訓。所有隨後的培訓必須在成員確

認收到書面通知的 60 內完成（成員必須完成所有規定的培訓才可以投票）。 
1. 如果成員沒有完成培訓，他們會收到書面通知（把認證郵件寄到部門記錄在案的地

址），並且期望在 14 天內收到回復。如果在兩（2）次嘗試之後理事會沒有收到回復，該

事項將被納入下次下次會議議程，進行罷免表決。2. 對確定理事會成員的罷免需要獲得理

事會三分之二（2/3）的投票。3. 面臨罷免的理事會成員有權利在投票之前就該事項向其

他理事會成員提交一份書面聲明，及/或在理事會會議上發言，但是不得被計入法定人

數，不得就該事項投票。4. 如果罷免投票的結果是肯定的，則該職位應被視為空缺，並且

通過 HCNNC 的空缺條款進行填補。 
 
第十節辭職  
理事會成員可以辭去 HCNNC 的職位，然後該職位應視為空缺。 
理事會成員可以向理事會主席或秘書提交辭職信辭去職位，內容包括： 
 
1. 辭職的理事會成員的身份， 
2. 辭職理由說明。 
 
理事會主席或秘書將書面回復，然後該職位被視為空缺。 
 
第十一節社區宣導  
理事會將指示建立一套宣導系統，按照 HCNNC 的常規規則，通過電子郵件分發、社交

媒體和實際張貼的方式，向利益相關者在告知 HCNNC 的存在和活動。 
 
第六條  高管  

第一節理事會高管  
HCNNC 的高管應由理事會選出。為了鼓勵和促進該社區的廣泛參與和代表，理事會的高

管如下： 
 
 
 
主席；副主席（1 號）；副主席（2 號）；秘書和司庫。理事會的高管中每個社區至少擁

有一名成員。如果社區中沒有成員願意擔任高管，則該席位將向整個理事會開放。 
 
第二節職責和權力  

A.  主席  
1) 主持 HCNNC 的所有理事會和高管會議。 2) 與副主席和秘書一起準備會議議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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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委員會主席，但須經理事會一半（1/2）多數表決批准。 

B.  副主席（1 號和 2 號）  
1) 在主席缺席或要求下，兩名副主席中至少一名主持 HCNNC 和理事會高管的所有會

議。2) 支持主席和秘書準備會議議程。3) 規劃和安排全體理事會會議。 

C.  秘書  
1) 秘書應真實、準確地記錄 HCNNC 和理事會高管會議，包括但不限於行動和票數。

2) 記錄並發佈會議紀要。3) 在會議上提供簽到表。記錄並定期提供出席報告。 

D.  司庫  
1) 擔任預算和財務委員會主席。 2) 根據預算檢查並驗證支出。 3) 向市書記官辦公室

提交《每月支出報告》（“MER”）。 4) 準確記錄所有資金，並準備在 HCNNC 例

行會議上向秘書和主席提呈的書面報告。 5) 根據要求提供財務報表，並在理事會會議

上提供月度更新報表。6) 編制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並提交理事會批准或推薦給整

個機構。 
 
第三節選拔高管  
理事會成員也可以擔任高管。在理事會選舉年的理事會選舉之後，應在每年的第一次理事

會正式會議上進行年度高管職位選舉，並在隨後的理事會非選舉年的高管選舉產生的一周

內紀念日選舉高管職位。 
 
第四節高管任期  
高管的任期為一年。高管按照理事會的意願任職。如果理事會高管沒有出席在缺席一節所

述的會議，在該高管將被罷免其高管職位。當選高管在任何職位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

年。 
 
 
 
 
 
 
 
第七條  各委員會及其職責  
所有常務和特設委員會應由理事會設立。利益相關者可以擔任委員會成員，但是不能與理

事會一起投票。每一名委員會成員的增加應獲得理事會半數（1/2）多數票。 
 
第一節常務  
理事會的各常務委員會是： 
1) 預算和財務 2) 宣導和溝通 3) 規劃和土地使用 4) 學校和圖書館 5) 藝術、公園、娛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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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6) 理事會高管 
 
第二節特設  
理事會可以根據需要設立特設委員會來處理臨時事務。一些特設委員會可能是： 
1) 選舉；2) 章程；以及 3) 其他必要的特設委員會。 
 
第三節委員會的設立和權力  
A. 委員會的權力–所有委員會的建議應重新提交全體理事會進行討論和採取行動。只有

監管理事會可以對委員會的建議進行投票。 
B. 委員會的結構–除理事會高級高管外，委員會成員應如有主席任命並由律師批准。 

1)委員會應由至少三（3）名、但不超過四（4）名律師成員組成，並且通過理事會一

半（1/2）多數票可以包含任何感興趣的利益相關者。2) 特設委員會應有不超過四

（4）名律師成員組成，並且通過理事會一半（1/2）多數票可以包含任何感興趣的利

益相關者。3) 除非存在情有可原的情況並且由理事會批准，否則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

團體或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組織均不得擁有委員會的多數席位。 
C. 委員會的任命–所有委員會主席應有 HCNNC 的主席任命，並由律師半數（1/2）多數

票確認。各委員會的主席們應保留所有會議、出席的書面記錄，並且定期向理事會報

告委員會事務。 

D. 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會受《布朗法案》管制並應根據該法案的規定行事。《布朗法

案》的規定不適用於特設委員會。每次委員會會議都應做出包括出席在內的會議紀

要。 

E. 委員會的變更–理事會可以根據理事會半數（1/2）多數票設立、解散任何常設或特設

委員會或經銷必要的變更。 

F. 罷免委員會成員–通過與其任命相同的方法或者通過辭職可以罷免委員會成員。 
 
 
 
 
 
第八條  會議  
遵守《布朗法案》：《布朗法案》要求公開舉行的所有會議應向公眾開放，並應遵守《布

朗法案》中與公開會議有關的所有其他規定。根據《拉爾夫·布朗法案》（《加利福尼亞

州政府法規》第 54950.5 等條）定義的所有會議，均應根據該法案、《鄰里理事會議程發

布政策》以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和政府政策進行通知和舉行。 
 
第一節會議時間和地點  
所有會議應在 HCNNC 邊界內在理事會確定的地點、日期和時間舉行。理事會應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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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曆年度的第一次例行會議上制定例行會議日曆。. 
A. 例行會議 - HCNNC 例行會議應在整個日曆年舉行。每個日曆年至少應舉行九（9）次

會議，並且理事會可以決定更頻繁地舉行會議。在理事會採取行動之前，應有一段公

眾意見徵詢期。理事會應確定適當的期限和格式。 

B. 特別會議–主席或理事會多數成員可以召集特別會議。 
 
第二節議程安排  
主席應設定每次 HCNNC 會議的議程。任何利益相關者可以向秘書提交書面請求或者在

理事會例行會議的公眾意見徵詢時段提出提案，由理事會採取行動。秘書應立即把該提案

提交給常務委員會或者在下次例行會議上提交。理事會應審議該提案，或者設立特設委員

會來審議該提案。理事會必須在委員會或理事會會議上審議該提案，但無需對該提案採取

進一步的行動。根據本小節提出的提案應遵守有關重新審議的規則。 
 
第三節通知 /發佈  
所有會議通知均勻根據《布朗法案》、適用的部門發佈政策（包括鄰里理事會會議議程發

佈政策）和《章程》第五條第 11 節的規定發出。 
 
第四節重新審議  
理事會可以通過以下的重新審議動議流程重新審議或修正其行動： 
A. 在理事會重新審議任何事項之前，理事會必須批准重新審議動議。重新審議動議必須

通過理事會的正式行動批准。在確定應重新考慮一項行動之後，理事會有權在重新審 
 
 
 
 
 
 
 
 
議動議中規定的任何頁數限制內，對作為重新審議對象的事項進行聽證、繼續或採取

行動。 
B. 必須提出重新審議動議，在理事會初始採取行動的同義詞會議期間，或者在提出重新

審核動議會議之後理事會的下一次例行會議中，理事會必須批准重新審議動議。理事

會還可以在這項指定時間範圍內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來處理重新審議動議。 
C. 重新審議動議只能由先前在理事會所採取的原始行動的佔優勢一方的理事會成員

（“提出動議的理事會成員”）提出。 
D. 提出動議的理事會成員可以在發生作為重新審議主題的行動的同一次會議上以口頭方

式提出，或者通過將重新審議動議適當地置於在上述允許的指定時間內召開的會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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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 
E. 為了適當地將重新審議動議列入下一次會議的議程，提出動議的理事會成員應在發佈

會議通知截止日期的至少兩（2）天之前向秘書提交一份備忘錄。備忘錄必須簡要說明

請求重新審議的理由，向秘書提供將被重新聽證的事項以及在重新審議動議被批准時

提議理事會可以採取的行動的充足描述。 
F. 適當地向律師提出的重新審議動議可以被理事會的任何成員復議。 
G. 本重新審議程序應始終根據《布朗法案》進行。 
 
第九條  財務  

A. 理事會應遵循市法律和市行政法規審查其財政預算，並且根據需要進行調整，遵守

《公認會計原則》和市政府使用標準預算和 低限度撥款要求的規定。 

B. 理事會應遵守適當的市政府官員頒布的有關 HCNNC 財務的所有規章制度，此處的

“適當的市政府官員”是指洛杉磯市政府對鄰里理事會具有管轄權的那些官員及/或機

構。 

C. 所有財務賬目和記錄應可供公眾檢查，並且在理事會網站（如果有的話）上發佈。 

D. 每個月，司庫應向理事會提供 HCNNC 賬戶的詳細報告。 

 
 
 
 
 
 
 
 

E. 主席和理事會指定的專頁司庫以外的至少一（1）名其他人士應至少每個季度檢查一次

HCNNC 的賬目並證明其準確性，然後將文件提交市書記官辦公室進行進一步審查。 

 
第十條  選舉  
 
第一節選舉管理  
HCNNC 選舉將由市書記官在每個奇數年中每兩（2）年根據市書記官辦公室發佈的規則

和條例進行。市書記官辦公室和部門制定的規則和條例由於本《章程》中任何不一致的語

言。 
 
第二節治理理事會結構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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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席位的數量、持有任何特定理事會席位的資格要求以及利益相關者可以投票選出的

理事會席位均在附錄 B 中列明。 
 
第三節 小投票年齡  
所有年滿十五（15）歲的利益相關者都有權在選舉中投票。 
 
第四節核實利益相關者身份的方法  
選民將提供選舉管理員可接受的文件來核實其利益相關者身份。 
 
第五節對候選人競選多個席位的限制  
候選人在一個選舉週期內宣佈其在 HCNNC 理事會競選的職位不得超過一（1）個。 
 
第六節其他選舉相關的語言  
在理事會選舉時，理事會將設立一個特設選舉委員會，以進行社區宣導獲得和履行選舉所

需的其他職責。選舉委員會的構成不得超過五（5）名利益相關者，有理事會確定。 
 
第十一條  申訴程序  
A. 已經建立了正式的申訴程序，以處理和解決程序性爭議，即本《章程》或其他適用規

則。申訴程序不對用於解決利益相關者對 HCNNC 所持的立場或採取的行動的異議。

這類申訴可以在 HCNNC 會議上公開發表。 
B. 鄰里理事會申訴審查程序將根據與鄰里理事會申訴有關的所有市府表裡、政策和程序

進行。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理事會應向市檢察官辦公室咨詢。 
 
 
 
 

C. 利益相關者的任何有效申訴將有部門轉發給理事會，理事會應將該事項列入下一次

HCNNC 例行會議的議程。 
D. 在該會議上，理事會應將該事項提交特設申訴小組。該小組由理事會從願意不時在該

小組任職的利益相關者名單中隨機選出的三（3）名利益相關者組成。 
E. 在選出小組的兩（2）週內，理事會應協調該小組與提出申訴的人開會討論可以解決爭

議的途徑的時間和地點。 
F. 在召開此類會議後的兩（2）週內，一位小組成員應準備書面報告，由秘書轉發理事

會，概述小組對解決申訴的集體建議。理事會在舉行會議之前，可能會瘦的一份小組

報告和建議，但是根據《布朗法案》的規定，在下次 HCNNC 例行會議上公開聽證該

事項之前，該事項不得在理事會成員之間進行討論。 
G. 理事會成員不得向另一位理事會成員或 HCNNC 提出申訴，除非本市的申訴政策允許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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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議會權力  
新修訂的羅伯特《議事規則》和《羅伯特議會法》應適用於本《章程》或理事會可能通過

的《常設規則》未指明的所有程序和議會法問題。 
 
第十三條  修正案  
本《章程》可以在 HCNNC 的任何例行會議上通過理事會三分之二（2/3）的投票進行修

正，但前提是必須在上次會議上閱讀了本《章程》或提議的修正案，或在對提案採取訂單

的至少一週之前已經通知所有成員並且發送了書面文件（如果 2/3 的投票產生的小數為 .5 
以上，在將四捨五入）。生效前，修訂的《章程》必須經部門批准。 
 
第十四條  合規  
理事會及其代表和所有利益相關者應遵守本《章程》和理事會通過的任何其他《常設規則

或程序》，以及所有地方、州和聯邦法律，包括但不限於《全市政府系統計劃》（以下簡

稱“計劃”）、《本市行為守則》、《本市政府道德規範》（《洛杉磯市法規》第 49.5.1
款）、《布朗法案》（《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法典》第 54950.5 等節）、《公共記錄法

案》、《美國殘疾人法案》以及與利益衝突相關的所有法律和政府政策。 
 
 
 
 
 
 
 
 
第一節文明守則  
HCNNC 及其代表和所有社區利益相關者應以文明、專業和尊重的方式開展所有 HCNNC
業務。理事會成員將遵守委員會的《鄰里理事會理事成員行為守則政策》。 
 
第二節培訓  
所有理事會成員均應接受鄰里理事會的基礎培訓，包括但不限於市政府提供的道德規範、

撥款和工作場所暴力培訓，並且是在就職後部門規定的時間內，否則他們會失去理事會投

票權。所有委員會成員都必須接受《行為均質和道德規範》培訓，所有預算和財務委員會

成員還必須接受撥款培訓。所有理事會成員在提出動議和對撥款相關事務進行投票之前，

必須接受道德規範和撥款培訓。 
 
第三節自我評估  
HCNNC 應根據《計劃》第六條第一節的規定進行年度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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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北部歷史文化鄰里理事會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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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理事會結構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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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歷史文化鄰里理事會– 17 個理事會席位 
 

理事會職位  席位
數目 

選舉或任
命？  

競選席位的資格  對席位進行投票的資格  

 
華埠居民 

代表 
任期：4 年 

 
2 

 
選舉 

在華埠地區區域內居住且年

滿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居住、

工作、擁有財產、擁有企

業或參與非營利組織、學

校、協會和組織且年滿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華埠企業主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且年滿 
15 歲的企業主利益相關

者。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居住、

工作、擁有財產、擁有企

業或參與非營利組織、學

校、協會和組織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華埠非營利組織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來自非營利組織（並且有他/她
希望代表的組織正式指定）並

且作為其一部分且年滿 15歲

的利益相關者。該非營利組織

必須是在競選、選舉和任期信

譽良好的 501(c)3 類型的組織，

並且必須提供在華埠地理區域

的準確地址。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居住、

工作、擁有財產、擁有企

業或參與非營利組織、學

校、協會和組織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華埠一般企業主、僱員、非營

利組織或物業主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的企業

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

或物業主且年滿 15 歲的利

益相關者。 

在華埠地理區域內居住、

工作、擁有財產、擁有企

業或參與非營利組織、學

校、協會和組織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企業主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地理

區域內的企業主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地

理區域內居住、工作、擁

有財產、擁有企業或參與

非營利組織、學校、協會

和組織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

相關者。 

 
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 非營利

組織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來自非營利組織（並且有他/她
希望代表的組織正式指定）並

且作為其一部分且年滿 15歲

的利益相關者。該非營利組織

必須是在競選、選舉和任期信

譽良好的 501(c)3 類型的組織，

並且必須提供在洛杉磯埃爾普

韋布洛地理區域的準確地址。 

 

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地

理區域內居住、工作、擁

有財產、擁有企業或參與

非營利組織、學校、協會

和組織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

相關者。 

 

理事會職位  
席位
數目 

選舉或任
命？  

競選席位的資格  對席位進行投票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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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一般企業

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地理

區域內的企業主、僱員、非

營利組織代表或物業主且年

滿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洛杉磯埃爾普韋布洛地

理區域內居住、工作、擁

有財產、擁有企業或參與

非營利組織、學校、協會

和組織且年滿15歲的利益

相關者。 

 

索拉諾峽谷 

代表 

任期：4 年 

 
2 

 

選舉 
在索拉諾峽谷地裡區域內居住

且年滿15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索拉諾峽谷地理區域內居

住、工作、擁有財產、擁有

企業或參與非營利組織、學

校、協會和組織且年滿15歲
的利益相關者。 

 

索拉諾峽谷一般企業主、僱

員、非營利組織或物業主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索拉諾峽谷地理區域內的

企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

代表或物業主且年滿 15 歲
的利益相關者 

在索拉諾峽谷地理區域內

居住、工作、擁有財產、

擁有企業或參與非營利組

織、學校、協會和組織且

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維克多崗居民 

代表 

 任期：4 年 

 
2 

 

選舉 
在維克多崗地裡區域內居住

且年滿15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維克多崗地理區域內居

住、工作、擁有財產、擁

有企業或參與非營利組

織、學校、協會和組織且

年滿15歲的利益相關者。 

 

維克多崗一般企業主、僱員、

非營利組織或物業主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維克多崗地理區域內的企

業主、僱員、非營利組織代

表或物業主且年滿 15 歲的

利益相關者。 

在維克多崗地理區域內居

住、工作、擁有財產、擁

有企業或參與非營利組

織、學校、協會和組織且

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一般青年 

代表 

任期：4 年 

 
1 

 

選舉 
在 HCNNC 邊界內且年齡在

15 至 20 歲之間的利益相關

者。 

在 HCNNC 邊界內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一般 

代表 

任期：4 年 

 

2 
 

選舉 
在 HCNNC 邊界內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在 HCNNC 邊界內且年滿 15

歲的利益相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