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2022 年 10 月 17 日
下午 6:30 - 晚上 8:00
外展委員會會議
在線公開會議或通過

在線電話： https://us02web.zoom.us/j/97707779151
電話：撥打 (888) 475-4499 (免費電話），然後輸入此網絡研討

會 ID：977 0777 9151並按 #
以下電話號碼也可用於 HCNNC 的 Zoom 會議：

(669) 900-6833 • 免費電話：(833) 548-0276 • (833) 548-0282 • (877) 853-5257
歷史文化北部社區委員會會議將完全通過電話或基於互聯網的服務選項進行。

希望向鄰里委員會發表講話的每個人都必須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參加會議：(1) 通過 Zoom 鏈接，或
(2) 撥打 上面列出的電話號碼，輸入 網絡研討會 ID， 然後按 # 加入會議。 在主持官員的提示下，
在鄰里委員會會議上提供公眾意見時，將要求公眾在委員會對某個項目採取行動之前撥打 *9 或
使用“舉手”按鈕就任何議程項目向董事會發表講話。公眾對議程項目的評論只有在相應項目被審
議時才會被聽取。 會議開始時將向聽眾提供有關如何註冊公眾意見的說明。
提供公眾意見： (1) 在線用戶 – 使用“舉手”功能。
(2) 電話用戶 – 按* 9 舉手，按* 6 取消靜音。

郵寄地址：HCNNC, 200 N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網站：HCNNC.org

https://us02web.zoom.us/j/9770777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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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致辭 - 呼籲命令和介紹
2 –––建立法定人數 - 點名
3 –––關於非議程項目的一般公眾意見 （每位發言者最多兩分鐘）
4 –––討論和可能採取的行動批准 2022 年 8 月 8 日外聯委員會會議的會議記錄。 會議紀要草案

在這裡。

5 –––遵守鄰里委員會數字通信政策。
5.1 討論和可能採取的行動，任命負責管理和維護 HCNNC 數字通信的帳戶管理員。任命須經

董事會批准。

帳戶管理員的職責包括：

(1) 確保定期維護居委會的數字通信並定期檢查評論；
向居委會委員會通報居委會

通過定期報告

(3) 審查發佈到居委會數字通信的內容，以確保內容及時、專業、與居委會的活動和資源相
關，並符合居委會的章程和常設規則、城市政策，包括由社區專員委員會、社區賦權部和適
用法律； (
4) 確保居委會遵守所使用的第三方網站、社交媒體網站、時事通訊、平台和賬戶的規則、指
南和政策； (
5) 確保 (a) 賬戶處於活躍使用狀態； (b) 居委會發布的內容及時準確； (c) 定期檢查和審查
意見； (d) 評論根據本政策進行審核。

5.2 討論和可能採取的行動，承認 HCNNC 現有的數字通信賬戶為歷史文化北鄰里委員會的官
方賬戶。這些帳戶是 HCNNC 的 Facebook (historicculturenorth)、Instagram
(historicculturenorth)、Twitter (HCNorthNC) 和 Mailchimp 帳戶。

6 –––關於 HCNNC 外展活動的口頭報告 - 在“洛杉磯之心”CicLAvia 舉行會議 22
年 10 月 9 日
7 ––– 討論重新設計 HCNNC 外展/宣傳材料以包括多種語言。
8 –––委員會 成員公告
9 –––對未來議程項目的要求和動議
10 –––休會

郵寄地址：HCNNC, 200 N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網站：HCNNC.or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adC8pJGs-K_WqVOicORhWVGIYzEQC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EadC8pJGs-K_WqVOicORhWVGIYzEQC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8RmwmLGBsgM-0Z0xWD0R8ezwgIir3y6/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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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Phyllis Ling

Solano Canyon 居民
代表
（主席）

Valerie Hanley

El Pueblo

非盈利代表

Miho Murai

一般會員代表
Don Toy

Victor Heights 居民
代表

在鄰里委員會會議上的公眾意見。 請公眾在會議主持人的提示下撥打 *9， 在委員會對某個項目採
取行動之前，公眾對議程項目的評論只有在相應項目被審議時才會被聽取。公眾對委員會管轄範
圍內未出現在議程上的其他事項的意見將在一般公眾意見徵詢期內聽取。請注意，根據《布朗法
案》，委員會無法就您在一般公眾意見徵詢期內提請其註意的事項採取行動；但是，公眾提出的問
題可能會成為未來委員會會議的主題。公眾評論僅限於每位發言人 2 分鐘，除非主持人調整。

公開發布議程。 鄰里委員會議程公佈如下供公眾審查：
(1) Solano Avenue小學，615 Solano Avenue，(2) Public Notice Board，Plaza el Pueblo de Los Angeles（街對面
，555 N Main St），(3) Alpine Recreation Centre, 817 Yale St, (4) Eastside Market Italian Deli, 1013 Alpine St, (5)

www.hcnnc.org

您還可以訂閱洛杉磯市的早期通知系統，通過電子郵件接收我們的議程：
https://www.lacity.org/subscriptions或 HCNNC 的郵件列表 https://hcnnc.org/subscribe/。

AB 361 更新。 • 不能要求在會議之前提交公眾意見，只需要實時的公眾意見。如果有任何廣播中斷
妨礙公眾觀看或收聽會議，會議必須休會或休會。 • 如果公眾成員由於鄰里委員會控制範圍內的
問題而無法提供公眾意見或發表意見，則會議必須休會或休會。• 任何消息傳遞或虛擬背景都在其
個人董事會成員的控制之下能力，並不反映鄰里委員會或洛杉磯市的任何正式立場。

給付費代表的通知。如果您因監督、出席或在此會議上發言而獲得報酬，城市法律可能會要求您
註冊為說客並報告您的活動。參見洛杉磯市政法 §§ 48.01 et seq。更多信息，請訪問
ethics.lacity.org/lobbying。聯繫道德委員會 Ethics.commission@lacity.org

美國殘疾人法案。作為《美國殘疾人法案》第二章所涵蓋的實體，洛杉磯市不會因殘疾而歧視，並將
根據要求提供合理的便利，以確保平等地獲得其計劃、服務和活動。可應要求提供手語翻譯、助聽
設備和其他輔助工具和/或服務。為確保服務的可用性，請在您希望參加的會議前至少 3 個工作日（
72 小時）通過電子郵件聯繫社區賦權部提出請求： NCSupport@lacity.org或電話：(213) 978- 1551.

公開訪問記錄。根據《政府法典》第 54957.5 節的規定，可在 200 N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2 或在我們的網站上查看在會議召開前分發給董事會大多數或所有成員的非豁免著作：www.

hcnnc.org或在預定的會議上。此外，如果您需要與議程項目相關的任何記錄的副本，請致電 (323)

716-3918 或發送電子郵件 HCNNC。

Servicios De Traducción。 Si requiere servicios de traducción, favour de notificar a la oficina 3 días de trabajo (72

horas) antes del evento。 si necesita asistencia con esta notificación, por llame al (323) 716-3918.

翻譯服務。如果您需要在活動前3個工作日（72小時）通知辦公室。幫助，請致電(323) 716-3918。

郵寄地址：HCNNC, 200 N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網站：HCN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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