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
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
委員會成員

本次會議將按照衆議院法案 361 授權的程序進行
● 公眾可以通過點擊以下空氣局議程網頁上的鏈接，通過網絡廣播觀看本次會議：
www.baaqmd.gov/cacagendas
● 公眾可通過以下鏈接或電話遠程參與
https://us02web.zoom.us/j/86104230810
(669) 900-6833 or (253) 215-8782
網絡研討會會議編號: 861 0423 0810
● 想發表評論的電話參與者可以通過撥打“*9”使用“舉手”功能。為了獲得完整
的 Zoom 的體驗，請確保您的應用程序是最新版的

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議程
星期三
2022 年 3 月 30 日
下午 6:00

1. 宣佈會議開始 - 點名
2. 效忠誓言
3. 公開會議的程序

理事會協調人應召集會議對理事會成員進行排序和登記。
對議程事項的公眾評論： 公眾可以對議程上的每個事項進行評論。希望就會議
議程上的事項發言的公眾將有三分鐘的時間向理事會發言。已經就該事項發言的
發言者將無權再次就該事項發言。
同意的月曆（第 4 項）
4. 批准 2022 年 1 月 13 日會議記錄
理事會將對 CAC 2022 年 1 月 13 日會議的會議記錄進行同意表決。

演示文稿（第 5 - 7 項）
5. 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關於生物監測的介紹

這是環境健康危害辦公室關於生物監測的評估介紹。
6. 對結構、治理和工作計劃進行投票
理事會將對其結構、治理和工作計劃進行投票。

7. 選舉社區諮詢委員會領導人

理事會將選舉其領導人。
其他事務
8. 執行官/APCO 的報告
9. 非議程事項的公眾意見

根據政府法規第 54954.3 節

希望就會議議程之外的事項發言的公眾成員將有三分鐘的時間向理事會發言。
10. 理事會成員意見/其他事務

理事會成員可以發布簡短通知，向工作人員提供有關事實信息的參考，或就後續會
議提出問題。
11. 下次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理事會宣佈。
12. 休會

理事會會議應由協調人宣佈休會。

聯係方式:
經理，運營執行長
375 BEAL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vjohnson@baaqmd.gov

●

(415) 749-4941
傳真: (415) 928-8560
BAAQMD 網頁:
www.baaqmd.gov

任何與本議程上的公開會議事項有關的任何書面文件應在位於 375 Beale Street, Suite 600, San
Francisco, CA 94105 空氣局空氣局辦公室都有提供。如果此議程分發給本議程所涉及的機構的所
有成員或大多數成員，届時此書面文件應向該機構的所有成員或大多數成員提供。

平等參與和非歧視政策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空氣局）不因種族、國籍、族裔、血統、宗教、年齡、性別、性取
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膚色、遺傳信息、醫學狀況，或精神或身體殘疾，或任何其他
受法律保護的屬性或信念而歧視。
空氣局的政策是提供公平和平等的機會來獲得由空氣局管理的計劃或活動的好處。空氣局
不會容忍對任何尋求參與空氣局提供或開展的任何計劃或活動或從中受益的人的歧視。認
為他們或其他人被非法拒絕充分和平等地參與空氣局計劃或活動的公眾成員可以根據本政
策提出歧視投訴。此非歧視政策也適用於與空氣局有關聯的其他個人或機構，包括空氣局
使用的向公眾提供福利和服務的承包商或授權人。
空氣局將及時以保護個人隱私和獨立性的方式，向失聰或聽力困難的個人以及其他個人提
供輔助工具和服務，包括例如合格的口譯員和/或聽力設備，以確保有效溝通或有平等機
會充分享受福利、參與活動、提供計劃和服務。 請至少在會議前三天用下面的聯繫方式
聯係指定的非歧視協調員，以便做出相應的安排。
如果您認為空氣局計劃或活動發生了歧視，您可以聯繫下面指定的非歧視協調員或訪問我
們的網站 www.baaqmd.gov/accessibility，了解如何以及在何處提出歧視投訴。
有關本政策的問題應直接致電 (415) 749-4967 或發送電子郵件給空氣局的非歧視協調員
Suma Peesapati，郵箱：speesapati@baaqmd.gov 。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375 BEAL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如有問題請致電(415) 749-4941
行政辦公室：
空氣區會議月曆

2022 年 3 月
會議類型

工作日

日期

時間

房間

董事會預算和財務委員會

星期三

23

9:30 a.m.

董事會移動源和氣候影響委員會

星期四

24

9:3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社區諮詢委員會

星期三

30

6:00 p.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2022 年 4 月
會議類型

工作日

日期

時間

房間

董事會會議

星期三

6

9:0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社區公平、健康和司法委員會

星期四

7

9:3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諮詢委會議

星期一

11

8:3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立法委員會

星期一

11

1:00 p.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固定來源和氣候影響委員會

星期一

18

9:0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會議

星期三

20

9:00 a.m.

董事會行政委員會

星期三

20

11:00
a.m.

1 樓，董事會會議室
（可選擇親臨）和 根據第
361 號議會法案進行遠程會
議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2022 年 4 月
會議類型

工作日

日期

時間

房間

地區清潔空氣之路 社區指導委員會

星期一

25

5:30 p.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預算和財務委員會

星期三

27

9:3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董事會移動源和氣候影響委員會

星期四

28

9:30 a.m.

僅根據議會法案 361 進
網絡直播

MV 3/22/2022 – 11:27 A.M.
G/董事會/行政辦公室/Moncal

議程: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備忘錄
致：

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

來自：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日期： 2022 年 3 月 30 日
關於： 批准 2022 年 1 月 13 日會議記錄

建議采取的行動
批准 2022 年 1 月 13 日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草稿。
背景
無。
討論
附上 2022 年 1 月 13 日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草稿供您審查和批准。
預算考慮/財務影響
無。
敬上，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編制: InterEthnica
審核: Vanessa Johnson

附件：

4

1. 2022 年 1 月 13 日社區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草稿。

2022 年 1 月 13 日社區咨詢委員會會議紀要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375 Beale Street, Suite 600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5
(415) 749-5073
會議記錄草稿
社區諮詢委員會 2022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本次會議是按照第 361 議會法案的程序进行的。理事會成員通過電話會議參加。
1.

正式宣佈開會- 點名

空氣局社區徵詢，高級空氣質量工程師，Brian Butler, 於下午六時召開了社區咨詢
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與會者:
Dr. Juan Aguilera, Fernando Campos, William Goodwin, Ms. Margaret
Gordon, Arieann Harrison, John Jefferson, Joy Massey, Cecilia Mejia,
Hana Mendoza, Rio Molina, Mayra Pelagio, Charles Reed, Dr. Jeff
Ritterman, Kevin G. Ruano Hernandez, Violet Saena, Ken Szutu, and
Latasha Washington.
缺席:

無.

委員會意見:
委員會成員對工作人員召集會議表示關切。委員會成員 Margaret Gordon 女士質疑為什麼
工作人員在未經委員會許可的情況下召集會議。
所有委員會成員都有機會說明，他們是否願意讓工作人員召集這次會議，直到選出主席為
止。大多數的委員會成員都答復表示他們將接受以這種形式舉行第一次會議。
2.

主席和主管人員致歡迎詞

理事會主席，Karen Mitchoff，執行官/空氣污染控制官，Jack Broadbent， 以及公正和
政策部的高級副執行官，Veronica Eady，作了介紹和開幕詞。
Mitchoff 主席作了自我簡介，感謝會員們的出席，表示選舉主席和聯合主席是下次委員會
會議議程上的第一項，並指出理事會要採用 Robert 議事規則。Mitchoff 主席表示本次委
員會的與會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理事會將會有助於塑造空氣局圍繞公正和環境正義問題
開展的工作；並感謝了委員會成員為委員會付出的時間和精力。

Broadbent 先生作了自我簡介；對 Mitchoff 主席的意見表示讚同；他重申了本委員會的重
要性；成員們提供的知識對空氣局是非常寶貴的。Broadbent 先生向社區倡導者和成員們
表示感謝。
政策與公正部高級副執行官 Veronica Eady 感謝所有人前來參加會議；對理事會成員表示
歡迎；作了自我簡介；並分享了在過去的兩年中，空氣局已經採取的一些措施，包括成立
社區公平、健康和正義委員會，聘用了一名環境正義官員，以及理事會在種族公平領域的
領袖力。Eady 女士強調，空氣局正在努力解決諸如加強許可規則和增加對社區組織的資
助等問題，並將尋求理事會支持社區成員、組織和減輕社區空氣污染方面的指導。Eady
女士感謝成員的奉獻，並邀請成員與她本人聯絡。
公眾意見
發表公眾意見的是來自 Milpitas 的居民 Shankar 先生。他對附近的 Newby Island 垃圾填埋
場的氣味、對亞裔人口不成比例的影響、以及歧視性的評論表示關注。
委員會意見
Mitchoff 主席表示，委員會熟悉公眾意見中提出的問題，並指出這是固定源和氣候影響委
員會的議程中的項目。
委員會和工作人員就澄清關於理事會的作用、任務和管轄權方面進行了討論。範圍規劃；
選擇議程項目的方法；與理事會和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CARB)的聯繫和溝通；與工作人
員的溝通協議；如何處理在性委員會發表公眾意見期間受到的社區投訴；並要求與委員會
成員共享有關人員部門和職責的信息。
委員會要求如下：相關工作人員出席理事會會議，處理與其部門相關的社區投訴；空氣局
規章 6-5 的最新情況；空氣局對電氣化能源使用的考量；以及空氣局審議並納入人權委員
會對清潔空氣作為一項人權的立場。
委員會的行動
無；接收並存檔。
3.

委員會介紹

Butler 先生介紹了環境正義和社區參與官員 Suma Peesapati。Peesapati 女士作了自我簡
介，並歡迎社區咨詢委員會成員。
出席會議的委員會成員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分享了他們的隸屬關係和經驗。

公眾意見
未收到任何請求。
委員會意見
無。
理事會行動
無；接收並存檔。
4.

RALPH M. BROWN ACT 法案概述

Butler 先生介紹了 Adan Schwartz，代理地區法律顧問，他講解了 Ralph M. Brown 法案的
概述，包括 Brown 法案的基本內容；與議會程序的關係；Brown 法案下的立法機構；
Brown 法案會議；Brown 法案下的線上會議；投票事項；以及公眾意見。
委員會意見
理事會要求舉行一次成員會議，以便彼此更加熟悉；要求提供關於理事會成員信息和打印
出的 Brown 法案資料的檔案夾；以及要求延長會議時間，以便在工作人員的支持下為成
員提供互動的空間。工作人員指出，他們將提供檔案夾，並將向理事會提出建議以滿足這
些要求，而且在不違反 Brown 法案的情況下讓成員們相互交流。
工作人員澄清委員會的法定人數是 9 名成員；Brown 法案並不禁止社交聚會，只要在有法
定人數出席，不討論委員會事務的情況下。
委員會和工作人員討論了委員會對小型社交會議的要求和這方面的預算；工作人員確認有
預算支持理事會的要求，工作人員將提出社交聚會的想法共委員會考量。
公眾意見
Marie Harrison 社區基金會的 Tonia Randell 發表了公眾意見，詢問是否有資金用於對不同
社區的成員進行健康影響的個人測試和報告，以衡量社區是如何受到影響的；她表示，在
網上很難找到這些信息；並要求為個人提供與他們區域的毒素和空氣質量有關的具體測試。
委員會行動
無。接收並存檔。
5.

介紹空氣局

Butler 先生介紹了 Eady 女士，她作了空氣局簡報，包括使命聲明；空氣局概述；灣區空氣
質量管理局組織結構圖；執行官員，空氣污染控制副官員(DAPCOs)；獲取社區咨詢委員
會材料；以及下次的會議。
委員會意見
社區成員體驗到的氣味方面，委員會成員要求執行部門、政策部門和許可部門關於控制這
方面的表現和施行計劃進行闡明和更新。委員會要求此議題作為下一次會議的議程項目。
委員會成員要求直接聽取工作人員介紹其方案和現有的工作。
委員會成員和工作人員討論了社區公平和健康委員會與理事會的聯繫或關係。工作人員指
出，鼓勵理事會與委員會互動；工作人員將邀請委員會主席或共同主席參加理事會的下一
次會議；工作人員或委員會成員將在理事會的下一次會議上講解委員會的情況；以後委員
會的會議議程將與理事會分享。
委員會成員要求闡明如何為即將舉行的會議選擇議程項目；成員、工作人員、和委員會之
間的溝通方式。
委員會成員要求在下次會議前向委員會提供其他委員會和委員會的報告。
委員會成員分享說，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BAAQMD)網絡會議和報告可能是對委員會成員
有幫助的資源。
公眾意見
未收到要求。
委員會行動
無；接收並存檔。
6.

執行官員/空氣污染控制官員的報告

Broadbent 先生的拔高包括歡迎委員會的成員；他分享說，空氣局期待著與委員會合作。
7.
公眾對非議程事項的意見
Marie Harrison 社區基金的 Tonia Randell 發表了公眾意見，詢問是否會向社區分配資金以
用於對社區健康影響進行個人測試，並報告健康影響，以便能夠跟蹤和記錄受到惡劣空氣
質量影響區域的健康趨勢。

委員會意見
工作人員建議空氣局將社區撥款、獎金、和招標週期是為力啊理事會會議的一個主題；一
些作為委員會會員的受贈款者想談談他們在贈款資助下的工作。
委員會成員要求提供關於社區監測狀況的最新消息，並希望將此作為未來會議的一個議程
項目。
8.

理事會成員意見/其他事務

委員會意見
委員會成員感謝了工作人員，並分享了未來會議主題與社區聯繫的目標。
委員會成員要求澄清之前關於社區測試和健康監測的公眾意見，以及工作人員建議的分享
撥款信息的解決方案；理事會成員希望了解未列入議程的公眾意見的跟進或程序。
委員會成員指出，空氣局不提供生物監測作為一項業務或行政服務；空氣局可以授予社區
來做這種監測；在最近一篇關於 Bayview Hunters Point 的一名醫生根據化學污染做生物監
測的新聞報道中，沒有說明空氣局提供生物監測的資金。
委員會成員要求工作人員對社區健康監測作出澄清，包括空氣局為跟蹤健康和資金分配所
做的行動和活動，以及關於贈款資金及其批准的用途。
工作人員與公眾分享了他們的聯絡信息，如果公眾想要了解更多關於空氣局的社區撥款計
劃的信息。
委員會成員要求增加議程項目共理事會成員審議，工作人員不應提供快速的解決方案；委
員會成員要求在下次會議議程中增加以下議題：闡明空氣局用於跟蹤健康信息的行動和活
動，以及空氣局撥款的信息。
委員會成員要求進一步闡明他們的作用，並想知道理事會是解決個別問題還是審議一些程
序，其中個別問題可以作為理事會的一個案列，以找到一個全系統的程序或解決方案，使
所有社區成員受益。
委員會行動
委員會成員 Arieann Harrison 提出了一個動議，由理事會成員 John Jefferson 復議，在下
次會議上增加一個關於公眾意見的議程項目，要求介紹社區健康監測情況，包括空氣局跟
蹤社區健康的行動和活動，用於跟蹤資金分配，以及關於空氣局的社區撥款、獎勵和意見

征求的週期。理事會成員 Margaret Gordon 女士要求提出問題，該動議經理事會表決獲得
通過。
讚成票:

否決票:
棄權:
缺席:
9.

Dr. Juan Aguilera, Fernando Campos, William Goodwin, Ms. Margaret,
Gordon, Arieann Harrison, John Jefferson, Cecilia Mejia, Hana Mendoza,
Rio Molina, Mayra Pelagio, Charles Reed, Dr. Jeff Ritterman, Violet
Saena, Ken Szutu, Latasha Washington.
無。
無。
Joy Massey, Kevin G. Ruano Hernandez.

下次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由於沒有現任主席，Butler 先生宣佈下一次會議尚未排定。
下次會議定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舉行。根據第 361 號議會法案授權的
程序，通過網絡廣播。
10.

休會

會議於晚上 8 點 41 分休會。

Mona Abboud
InterEthnica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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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備忘錄
致：

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

來自：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日期：2022 年 3 月 30 日
關於：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關於生物監測的介紹

建議采取的行動
沒有。

背景
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 (OEHHA) 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生物監測，以測量人體內的化學
物質。生物監測提供有關來自許多不同來源的化學物質的接觸的信息，包括空氣、水、灰
塵、食品和消費品。

討論
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 (OEHHA) 的工作人員將概述生物監測、樣本生物監測項目，以
及如何協助 OEHHA 確定生物監測項目的地點。

預算考慮/財務影響
沒有。

敬上，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編制: Brian Butler
審核: Veronica Eady
附件：
無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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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備忘錄
致：

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

來自：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日期： 2022 年 3 月 30 日
關於： 對結構、治理和工作計劃進行投票

建議采取的行動
委員會將對社區諮詢委員會的結構、治理文件的類型以及創建一個特設委員會以製定工作計
劃和治理文件進行投票。

背景
社區諮詢委員會 (CAC) 成立於 2021 年 11 月，是新成立的董事會諮詢機構。
討論
● 委員會成員對以下項目進行投票：領導結構（例如，兩名聯合主席、一名主席和一名
副主席，或其他一些結構）。
● 管理文件的類型（例如章程、章程等）
● 成立特設委員會以製定工作計劃和治理文件 為了在討論中支持 CAC 成員，工作人員
將提供有關領導結構、治理文件類型和工作計劃的信息。理事會成員將有機會對其領
導結構和治理文件類型進行投票。此外，CAC 將有機會投票建立一個特設委員會來製
定工作計劃和治理文件。

預算考慮/財務影響
無。

敬上，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編制: Brian Butler

審核: Veronica Eady

附件：
1.來自空氣局固定源和氣候影響委員會的樣本工作計劃
2.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 指導委員會的章程樣本
3. San Joaquin Valley 聯合空氣污染控制區環境正義諮詢小組的示例附則

.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2022年2 月

擬議的 2022 年固定污染源和氣候影響委員會會議工作計劃
會議時間表

二月

議題
•

SSCI委員會介紹及2022年工作計
劃

•

規則 11-18 更新

•

規則13-5更新

•

NoX 設備規則（9-4 和 9-6）更新（如果沒有EIR）
Fenceline 社區空氣監測計劃（附表 X）

•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

灣區煉油廠改造項目更新
o 規則 9-14：石油焦煅燒操作

•

NoX 設備規則（9-4 和 9-6）更新（如果有EIR）

•

南灣氣味研究

•

規則 8-8：煉油廠廢水

•

野火應對計劃更新

•

規則 9-13：波特蘭水泥製造

•

空氣過濾健康益處（可能的演講嘉賓）

•

規則11-18 更新

•

AB 32 範圍規劃更新

•

規則 8-5：容器

•

規則 8-18：設備洩漏

•

灣景獵人角水泥和材料處理設施

八月 – 無會議
•

木煙對健康的影響

•

污染源優先級

•

顆粒物方法論

十一 月

•

綠色健康家園更新

十二 月

•

負擔過重的社區更新中的資源分配

九月
十月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 地區清潔空氣之路
社區指導委員會章程和參與協議
宗旨聲明
Richmond-San Pablo-North Richmond區域清潔空氣之路社區指導委員會的目的/目標是補
救持久的空氣污染暴露，減少在Richmond-San Pablo-North Richmond研究區域及周邊地
區生活、工作和娛樂的人們因空氣質量差有款的健康風險和不公平現象。這一目的/目標
的將通過確定社區的優先事項、具體的改進措施，以及與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局
（BAAQMD）工作人員合作，確定有效的實施策略，以減少該研究區域的空氣污染暴
露。
第617號議會法案（Garcia, C., 第136章，217年法規）是一項由州政府授權的計劃，其
採用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來減少在該州周圍社區當地的空氣污染，這些社區繼續受到空氣
污染不成比例的影響。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區域的清潔空氣之路是該區
域在AB617計劃下制定空氣檢測計劃（CAMP）的首次努力，以尋找、識別和了解
Richmond, 北 Richmond，和San Pablo社區空氣污染暴露升高的區域。CAMP社區指導委
員會採用了“清潔空氣之路”的品牌和名稱。“清潔空氣之路”開始了AB617計劃的下一
個階段，制定減少社區排放和暴露計劃(CERP)。在221年3月3日，空氣局董事會投票任命
了一個由31名社區成員組成的指導委員會，幫助指導Richmond-北Richmond-San Pablo區
域的社區制定減排計劃。

1.

指導委員會的活動
通往清潔空氣之路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社區指導委員會將參與制定CERP，
並作為社區、利益相關者和BAAQMD工作人員和董事會之間的橋樑，通過傳播信息、做決
定和酌情提供及意見。指導委員會還將定期受到關於社區空氣監測計劃實施的最新消
息。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地區的CERP需要在2022年完成，並在2022 年開
始實施計劃。CSC將尊師加州Brown法案（加州政府發電54950條等），在進行會議和審議
時，CSC應盡可能地遵循Robert議事規則。

2.

指導委員會的目標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社區指導委員會將按照目的聲明中的規定進行工
作。指導委員會將制定一個減少社區排放和暴露計劃，以確定和制定戰略來解決在
Richmond- North Richmond-San Pablo地區空氣污染暴露升高的問題。指導委員會將傳播
信息並考慮更廣泛的社區意見。目標是在2022年開始實施CERP。在制定了CERP之後，在
CERP指導委員會多數成員同意的情況下，指導委員會聯合主席可以根據需要選擇更改會議
日程，以便為實施工作和制定進度報告提供最佳支持和指導。

3.

會員制度
社區指導委員會（CSC）成員將代表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地區的居民和其
他隸屬不同領域的利益相關者。這些領域可以包括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
地區社區組織、青年組織、非盈利機構、宗教領袖、教育、政府、健康和商業代表。CSC
應由27至31人之間的奇數成員組成，其中至少70%的成員居住在初始研究區域內，並有
兩名無投票權成員代表當地企業和工業公司（非商業協會）。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社區健康保護計劃

4. 角色和職責
共同主席： 社區指導委員會的投票成員應從社區指導委員會中選出兩名聯合主席，社區指
導委員會的投票成員應從社區指導委員會中選出一名董事會聯絡員，向董事會提供信息報
告。聯合主席團隊獎負責制定會議議程，並領導指導委員會會議。
社區指導委員會成員：指導委員會成員將負責協助空氣局和聯合主席開發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 CERP，根據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的 社區空氣保護藍圖 1。他
們將確定要考慮的問題範圍；為技術分析提供信息，以了解這些問題；與灣區空氣質量
管理局共同制定策略，以解決所確定的問題；並確保CERP實施的持續責任。

5. 標準指導委員會會議程序
商議和共識:決策將不會在沒有投票成員的法定人數（法定人數=½）的情況下進行。指導委
員會成員可以在任何時候選擇迴避決策。如果存在利益衝突，成員必須迴避決策。政治改
革法要求“不可有任何級別的州或地方政府的政府官員，參與作出或以任何方式試圖利用
其官方職位來影響政府決策，如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其有經濟利益”。《政府法典第87100
條及其後》。

公開會議： 社區指導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向公眾開放，並提前公開材料。我們歡迎並鼓勵利
益相關者提供意見。
會議日程和議程：聯合主席和BAAQMD工作人員將制定會議議程。指導委員會的個別成員
有權提交項目以列入議程。
如果聯合主席或BAAQMD的工作人員拒絕成員的請求，拒絕和拒絕的理由必須在會議前6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提交給提出要求的成員和整個指導委員會。如果不這樣做得的話，
將導致該請求自動列入所請求的會議議程。
指導委員會的議程和會議材料（包括西班牙語的翻譯版）將會在會議前至少72個日曆小時
在該局的網站上公佈、會議記錄也將在本局的網站上公佈。
希望進一步參與特設委員會的成員課選擇參加特設委員會。
6.

修正內容
對Richmond-San Pablo地區清潔空氣之路合作協議指導委員會章程的修改需要的到出席會
議的多數投票成員的批准。

7. 無障礙性
指導委員會的會議和與委員會相關的其他外展互動必須在可容納《美國殘疾人法》所涵
蓋的成員在交通便利無障礙的設施中舉行。

8.

特殊安排
語言翻譯服務將根據需要提供，至少在提前6個工作日提出請求。

9.

材料的傳播
所有由CERP、指導委員會、空氣局工作人員或主持者製作或提交給他們的文件、材料和信
件，都將被視為公共信息記錄，並受《加州公共記錄法》規定和程序的披露和透明度的
約束。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社區健康保護計劃

10.

網站
BAAQMD網站將每月更新兩次，為下一次指導委員會議作準備（上傳討論材料），並在
每次指導委員會會議後更新，包括會議摘要、筆記，以及最好還有會議錄音。

11.

參與原則
以下是指導委員會成員行為的原則、目標和期望。指導委員會成員將與社區內的所有
利益相關者——居住在研究區域的人們、企業和組織、青年團體、學校、地方、地區和
州政府、衛生機構和信仰組織——共同合作，以確保所有有代表的各方都被聽取意
見，並且可以就保護公共健康的結果達成一致。這將包括:

a.

提供戰略指導、願景和監督，例如：
•
•
•
•

b.

通過以下方式提供領導和問責制：
•
•

識別實現目標的障礙並製定解決方案來克服這些障礙。
考 我自己的 织或我网 中的 织如何能够与指 委
保持一致。

•
•

担任
划在社 的集体影响和努力的代言人。
考慮我自己的組織或我網絡中的組織如何與指導委員會的共同目標和原則保
持一致。
在每個問題上達成一致，並以積極、迅速和建設性的方式解決衝突。

•

c.

為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地區社區減排計劃的製定提供信息。
使用指導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商定的指標跟踪工作進展。
改進社區教育的數據收集和報告，為製定排放和減少接觸戰略提供信息。
改進社區教育的數據收集和報告，為製定排放和減少接觸戰略提供信息。

会的共同目

和原

通過以下方式發揮積極作用：
•
•
•
•

在成員被任命後的12個月，至少參加70%的指導委員會會議（全部的會
議）。
通過制定和實施計劃，參加社區峰會和市政廳會議。
根據《憲章》參與。會議將規定會員可以電子方式參與。
在會議前審查材料，並為參與討論、積極傾聽和尊重他人的對話做好準備。

Richmond-North Richmond-San Pablo社區健康保護計劃

San Joaquin Valley
控制空氣污染聯合監管區
環境正義諮詢小組
補充章程
I.

權限許可：環境正義諮詢小組 (EJAG) 是于2007 年 8 月經空氣質量

監管局環境正義策略批准成立的，以協助區域内實施環境正義策略。 EJAG 應作
為一個論壇來收集公眾意見和加強公眾參與。 EJAG 在監管區内的許可、執行、
規劃或規則制定中不應具有任何監管或行政作用。這些章程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
釋為賦予 EJAG 任何監管區理事會在區域環境正義策略中授于的權力之外的任何
權力。
II.

成員資格、任命程序和任命期限：EJAG 成員資格、任命程序和任命

期限應符合監管區環境正義策略 的規定。
III.
EJAG 成員資格的終止：EJAG 成員應根據區管理董事會的意願服
務。 EJAG 會員資格可以通過會員的行動或區管理董事會的正式決議終止。
EJAG 的任何成員都可以隨時通知主席從小組中辭職。 EJAG 主席可以建議罷免
連續 3 次無故未能出席小組會議的成員。
使命和範圍：EJAG 的使命是向監管區就如何將環境正義原則融入所
IV.
有計劃、政策和活動提供建議。 EJAG 成員應擔任諮詢角色，並就區域内繼續努
力推進環境正義向監管區提供建議、指導和批評。雖然 EJAG 成員可以協助監管
區製定有效的公共教育和外展策略，但他們不負責代表監管區直接參與公共外展活
動。
EJAG 可以就監管區如何最好地實現環境正義策略 中概述的目標提供建議，並可能
根據需要協助更新這些目標。

V.

報告關係：所有溝通，包括報告和建議將直接提交給區管理董事會

成員。對於行政事務，EJAG 可應控制空氣污染官員 (APCO) 的要求直接向控制
空氣
污染官員 (APCO) 提供報告或建議。地區管理董事會、EJAG 和 APCO 之間的任
何通信應包括CAC。
VI.

目標和目的：每個日曆年，EJAG 應制定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

行動計劃。 EJAG 可能會根據需要在全年修改其目標和行動計劃。 EJAG 的目標
和目2015年5月7日

的應嚴格遵守監管區的環境正義策略。控制空氣污染官員對批准或修改 EJAG 的目
標和行動計劃具有最終權力。
VII.
EJAG 會議和議程：EJAG 會議、活動、通知和議程均受 Ralph M.
Brown 法案要求的約束。所有 EJAG 會議和 EJAG 小組委員會會議均應按照Robert的
議事規則進行。所有 EJAG 會議，包括 EJAG 常設小組委員會的所有會議，均應向公
眾開放。兼管區應在公開會議前至少 72 小時向公眾提供 EJAG 會議議程和所有相關
報告和文件。監管區應在公開會議前至少 7 個日曆日向 EJAG 成員提供議程和所有
相關文件的副本。 EJAG 主席應主要負責根據 EJAG 成員、CAC 成員、監管區工作人
員和公眾的意見為每次 EJAG 會議準備擬定議程。控制空氣污染官員可以根據監管
區的環境正義策略、EJAG 章程、布朗法案和其他相關的要求修改議程。與控制空
氣污染官員就 EJAG 議程的任何分歧可以由 EJAG 主席提請理事會着重解決。 EJAG
議程應以西班牙語發佈在監管區網站上，並在需要時以西班牙語提供。
VIII.
EJAG 組織：EJAG 主席應由 EJAG 登記的多數票選出，任期兩 (2) 年。
EJAG 副主席應由 EJAG 登記的多數票選出，任期一 (1) 年。如果 EJAG 無法在任期屆
滿前選出繼任主席或副主席，則由控制空氣污染官員任命繼任主席或副主席。主席
應與控制空氣污染官員協商，確定 EJAG 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並確保適當通
知 EJAG 成員。主席還將負責任命 EJAG 成員在小組委員會和工作組中任職。此外，
主席應根據Robert的議事規則召開 EJAG 會議。
法定人數和投票：現有會員的出席達到簡單多數構成法定人數，得
IX.
以進行投票決議。沒有法定人數，不得進行投票。 EJAG 的行動需要出席成員的多
數票。這些法定人數和投票規則也適用於 EJAG 常設小組委員會的行動。

X.
修改。

章程的修正：這些章程只能通過監管區管理委員會的正式動議進行

2015年5月7日

議程: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區
備忘錄
致：

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

來自：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日期：2022 年 3 月 30 日
關於：選舉社區諮詢委員會領導

建議采取的行動
選舉社區諮詢委員會領導(CAC).
背景
除其他事項，CAC 領導層可以開會和休會、管理會議並支持 CAC 確定優先事項。
討論
在上一個議程事項中，社區諮詢委員會 (CAC) 將對他們的領導層結構（例如，兩名聯
合主席、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或 CAC 制定的其他一些領導層結構）進行投票。假
設 CAC 在第 6 項議程期間對領導層結構進行了投票，社區諮詢委員會現在可以採取進
一步行動來選舉社區諮詢委員會領導人來填補這些職位。
預算考慮/財務影響
無。

敬上，
Alexander Crockett

臨時代理執行官/APCO
編制: Brian Butler
審核: Veronica 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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