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11月，阿拉米達縣選民批准了 
B提案，將該縣1986年通過的1/2美分銷售
稅延長至2022年，並制定了“20年支出計劃”

，增強了本縣的交通運輸系統。B提案還設
立了公民監督委員會（CWC），以審查所有B
提案支出以符合支出計劃。2014年11月，阿
拉米達縣選民批准了BB提案，將本縣的1/2
美分銷售稅增加到1美分，並把此稅項延長
至 2045 年，同時提出一個 30年的支出計
劃，改善縣內所有城市的重要交通事項。 

B 提案及BB提案銷售稅活動

BB提案成立了一個獨立監督委員會（IWC）
，每年向公眾報告其發現情況，以確保適
當使用銷售稅基金，並通過審查所有B提
案和BB提案支出和績效指標來進行監
督。IWC於2015年7月取代並承擔了“禁止
化學武器公約”的責任。這份第十五屆獨立
監督委員會報告包含截至2016年6月30日

（2015-16財年）的財政年度的支出和IWC
活動。 完整報告可在 
www.AlamedaCTC.org/IWC2017Report
查看。 

支出總結

IWC 的結論是，除了完整報告中指出的情
況外，2000 年的 B 提案及 2014 年的 BB 
提案的稅收款項，在 2015至 2016 財政年
度均有按照這兩項提案的原意運用。然而，
仍然有改進的空間。

Chart	  Title	  

Public	  Transporta0on	   Highways	  and	  Streets	  

Local	  Transporta0on	   General	  Administra0on	  

Direct	  Program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Debt	  Repayment	  

高速公路及街道
2580萬元

當地交通3810萬元 公共交通5310萬元

一般行政費180萬元

直接項目及項目管理和監督130萬元
償還債務570萬元

15-16財年B提案和 計劃支出

阿拉米達縣交通委員會（Alameda 
CTC）負責管理B提案和BB提案運輸銷售
稅措施。2015-16財政年度，B提案類營業
收入總共為1.373億美元，經審計的開支
總額為1.258億美元。2015-16財年，BB提
案收入總計1.373億美元，經審計的開支
總額為7720萬美元。

Chart	  Title	  

Public	  Transporta0on	   Highways	  and	  Streets	  

Local	  Transporta0on	   Freigh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n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Grants	   Technology	  Grants	  

General	  Administra0on	   Direct	  Program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高速公路及街道
180萬元

當地交通3070萬元 公共交通4040萬元

一般行政費300萬元
直接項目及項目管理和監督130萬元

15-16財年BB提案和 計劃支出

B提案及BB提案資助計劃
Alameda CTC 每月把大約 60 % 的 B 提

案款項及大約 65 % 的 BB 提案款項按公式
分配，並透過競爭性的撥款分配給阿拉美達
縣、城市以及交通機構的計劃。 

在2015 至 2016 財政年度，Alameda 
CTC 共把 7490 萬元的 B 提案款項及 7020 
萬元的 BB 提案款項用於計劃上，包括當地

街道和道路，公共交通，老年人和殘疾人專
用交通工具（paratransit）以及自行車和
行人安全以及改善通向工作地點和學校
的交通連接，貨運和經濟發展以及技術開
發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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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案項目

BB提案項目

B提案及BB提案資助項目
Alameda CTC 把大約 40 % 的B 提案款

項及大約 35 % 的 BB 提案款項 用於投資
項目。

在2014至2015財政年度，Alameda CTC 
共把 4210万元的B提案款項和270万元的
BB提案款项用於交通基础设施改进项目，
如BART鐵路延伸，高速公路和過境改善，
當地街道和道路改進，多式聯運項目和其
他地方項目。

該圖（右）標明了2015至16財年的B提案
和BB提案資助專案的位置。這些活躍資本
項目的詳細資訊，包括階段、進度、資金承
諾和項目支出等，可查閱完整的第15年度
獨立監督委員會公眾報告，網址為 
www.AlamedaCTC.org/IWC2017Report。

獨立監督委員會活動
IWC 成員在 2015年7月1日到2016年6

月30日期間，進行了以下的常規活動。 

•  監察正在進行的計劃和投資項目： 
IWC 對特定計劃、投資項目和受關注的
事項進行監察。

• 對Alameda CTC的獨立審計： 
在審計開始之前，IWC 先對獨立審計員
的審計方案進行審查；其後對關於 B 提
案、BB 提案收入及支出的經審計年度
財務綜合報告進行審查。

•   對審計及合規報告的審查： 
IWC 對 B 提案及 BB 提案的直接當地
撥款的收款者的經審計財務報表及合
規報告進行審查，以確保機構的支出用
得其所、有遵守有關支出計劃的規定。 

•  辨識問題的程序：IWC 成員如果對 B 
提案及 BB 提案的支出有疑問，可以向
提案的直接當地撥款的收款者和/或
Alameda CTC 工作人員要求並收取資
料。公眾發現的問題和接收機構對查詢
的回應，成員也會作出審查。 

• 年度公眾報告：  
每一年， IWC 均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
製作提供給公眾的 B 提案及 BB 提案
的支出年度報告，並商討報告的分發 
和推廣。 如何參與

獨立監察委員會的會議對公眾開放。聯繫方
式：IndependentWatchdog@alamedactc.org。
如果對 Alameda CTC 社區顧問委員會的空缺
有興趣，請聯絡Alameda CTC。 
請到 www.AlamedaCTC.org 作進一步了解，
或到以下社交媒體關注我們：

第15年度獨立監督委員會 | 公眾報告

Alameda CTC • 1111 Broadway, Suite 800, Oakland, CA 94607 • 510.208.7400 • www.AlamedaCTC.org

  www.facebook.com/AlamedaCTC
  http://twitter.com/AlamedaCTC
  www.youtube.com/user/AlamedaC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