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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轄區 

 

 

字母

編號 

議案 

SAN DIEGO  

縣 
A 

大麻營業稅  

是否應採納該議案，提供資金用於普通縣政之目的，包括但不限於公園、消防安全、道

路、健康和社會公平方面；在縣政府直轄區域針對大麻總收入徵收營業稅，最高稅率為

零售 6%、分銷 3%、檢測 2%、種植 3%或者每平方英尺大棚 10 美元（可按通脹率進

行調整），以及其他業務 4%；每年預計產生稅款 293 萬至 560 萬美元，直至選民投

票廢除爲止？ 
 

SAN DIEGO 

市 

B 

對《SAN DIEGO 市市政法典》第 66.0127 節固體廢物管理服務相關條款進行修訂：

是否應該對《San Diego 市市政法典》進行修訂，讓該市所有居民獲得相類似的垃圾、

再循環廢物以及其他固體廢物管理服務；允許該市向符合條件的住宅物業徵收服務提供

費，以便讓市政府能不需額外費用而提供其他服務，例如每週再循環廢物回收、大件物

品收取，以及路邊垃圾箱的更換和送遞？ 

C 

撤除 MIDWAY-PACIFIC 高速公路社區規劃區域內 30 英呎限高規定。 

是否應該對第 O-10960 號《公眾法令》進行修訂，以取消 Midway-Pacific 高速公路

社區規劃區域內沿海區建築限高 30 英呎之規定（包括運動賽場），而任何未來開發項

目仍須遵守其他管控法律？ 

D 

簽約更新。具有州資助資格的項目勞工協議：是否應該對《San Diego 市市政法典》進

行如下修訂，使 San Diego 市得以保留領取州基礎設施資金的資格，修訂內容包括：

允許在「城市建築項目」上使用「項目勞工協議」；在協議中規定相關條款，禁止就業

歧視，並確保公開競爭； 擴大公衆披露範圍；追蹤地方僱用規定；以及建立「公民監

督委員會」？ 

H 

關於第 V 款第 55 節的憲章修正案。是否應該對第 V 款第 55 節進行修訂，授權在專用

公園物業提供兒童保育服務，其中「兒童保育」是指家庭日託之外的任何擁有本州執照

的設施，為 18 歲以下的兒童, 以群組形式, 提供每天不多於 24 小時的非醫療照護和監

護（不包括公立、私立、家庭或特許學校提供的教育或教學用途）? 

CARLSBAD 市 J 

Monroe 街游泳池翻新/更換項目 

Carlsbad 市選民是否批准把來自各種資源（包括普通基金）的超過 100 萬美元的現有

城市資金用於位於「Monroe 街 3401 號」的「Monroe 街游泳池翻新/更換項目」；

該項目的估計成本範圍為 2200 萬美元至 2400 萬美元，且根據區域建築成本指數的百

分比增長每年進行調整？ 

CHULA VISTA 

市 
K 

是否應採納《城市憲章》修正議案，以符合州法律規定，刪除過時條款、澄清模糊條

款，對內容進行重組和格式重定，以提高其可用性；要求民選市檢察官在本市居住並擁

有更多經驗；取消大多數董事會和委員會成員必須為合格選民的要求；以及允許市議會

在特別議會會議上採取措施，透過郵遞投票填補空缺職位，並根據州普通法律批准債券

債務？ 

EL CAJON 市 P 

是否應廢除提案 J，即一項百分之零點五的銷售稅議案，並採納一項百分之一的銷售稅

議案，直至選民取消爲止；該稅收由地方政府管控，並接受獨立公民監督，每年可提供

大約 2400 萬美元，用作普通市政服務資金， 其中可能包括增加警務人員、減少無家可

歸者營地、增加無家可歸者介入工作資金、擴大消防服務、確保 911 緊急反應、增加

道路相關資金以及加強公園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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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INITAS 市 L 

爲了支付普通市政開支，包括執法、消防、緊急醫療服務、街道改善及康樂，本市是否

應該對大麻產品及經營大麻業務，總收入的年度稅率分別為：大麻零售業務 4%至 7%、

大麻非零售業務 1%至 4%，以及大麻種植業務每平方英尺大棚 2 美元至 10 美元；每年

預計可產生稅款大約 80 萬至 140 萬美元，並持續徵收直至選民投票廢除/修改為止？ 
 

ESCONDIDO 市 

E 

爲了給 Escondido 市的普通市政服務提供經費，例如警察巡邏、預防犯罪、消防、輔助

醫療、911 緊急反應；保持街道、基礎設施、公園和相關設施的安全、清潔和妥善維護 

降低養老金成本；治理無家可歸問題、交通管理以及其他城市服務問題，本市是否應採

納法令，設立一項百分之零點七五的銷售稅，在未來 15 年內，為市政服務大約提供

2100 萬美元，並接受獨立審計和公民監督，且全部資金由地方政府管控？ 

F 

本市是否應該通過第 2022-20 號法令，對《Escondido 市市政法典》進行修訂，以設

立以下任期限制：不論連任與否，市長最多任職兩屆、市議會議員最多三屆、市財政官

最多三屆？ 

G 

本市是否應該通過 2022-19 號法令，對《Escondido 市市政法典》進行修訂，以降低

市財政官薪資，使其與市議員保持同等水平，以及讓 Escondido 市所有民選官員的空

缺填補程序實現標準化？ 
 

IMPERIAL BEACH  

市 
R 

IMPERIAL BEACH 市生活品質議案。是否應採納該議案，通過提高 4%的暫住稅（由旅

館、汽車旅館、短期租住旅客支付），用來保持居民生活質量，保留地方企業、工作；

保持社區、海灘、 公園、公共區域的安全/清潔，維持 911 緊急反應；減少交通擠塞；

使社區從旅遊業獲益；而直至選民投票終止爲止 ，該項稅收每年可提供大約 400 萬美

元，並接受年度審計和公佈開支，而且所有資金均用於 Imperial Beach 市？ 

NATIONAL CITY 市 
M 市書記長公職是否應採用委任制？ 

N 市財政官公職是否應採用委任制？ 

SOLANA BEACH 

市 
S 

SOLANA BEACH 街道/公園/海灘/服務議案 

為了維持並防止削減 Solana Beach 市政服務，例如：街道、公園、海灘、基礎設施和

雨水渠的維護； 消防、急救輔助醫療和 911 緊急反應；警察巡邏、犯罪預防、交通管

理、塗鴉/垃圾清除；治理無家可歸者問題；以及其他城市服務，本市是否應採納法令，

設立一項 1 美分的銷售稅，每年可提供大約 300 萬美元用於普通市政服務，直至選民投

票終止為止，並接受獨立審計，且所有資金均由地方政府管控? 

LEMON GROVE 學

區 
Q 

爲了利用州無法動用及用於其他地方的專項資金改進當地學校，是否應採納 Lemon 

Grove 學區的議案，以便替換老舊屋頂；改進 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

學）教室；增加電腦的使用；以及用永久性教室取代移動式教室；授權按合法費率發行

2700 萬美元債券、徵收稅率低於 30 美元/10 萬美元評估價值（每年可生成 160 萬美元

稅收，直到 2053 年），並接受年度審計、獨立監督、州匹配基金，而且不增加稅率？ 

LOWER 

SWEETWATER 消防 

區  

T 是否應該將 Lower Sweetwater 消防區的全區席位數目由三個增加至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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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DIEGO 聯合 

學區 
U 

 

San Diego 學生安全、健康和學校修繕議案 

為了通過以下措施對所有公立學校進行改善： 

• 修理漏水屋頂/管道； 

• 提供安全飲用水； 

• 清除石棉、鉛漆、霉菌； 

• 改善教室的安全/通訊、系統、攝影機、門鎖，以防止校園槍擊事件；  

• 提升職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室設施； 

是否應採納 San Diego 聯合學區議案，授權按合法利率發行 32 億美元的債券，徵收稅

率大約為 6 美分/100 美元評估價值，債券尚未償還時每年平均生成 3.3 億美元，而且需

要公佈開支，並接受審計和公民監督？ 
 
 

            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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