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 桥 房 客 联 盟[Alliance of Cambridge 
Tenants (ACT)]
章           程
自2009年5月16日起生效

第I条．名称和地址

               本组织的名称为剑桥房客联盟[Alliance of Cambridge 
Tenants (ACT)]。在本组织之职员未改变其通讯地址以前，其目前的通
讯地址为Post Office Box 391078, Cambridge, MA 02139, 电话号码
为（617）499-7031。

第II条．目的

A.本组织的总目的是改善剑桥房管局所属各公寓的房客的生活，具

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与房客共享剑桥房管局（CHA）的有关政策的信息；

2.对剑桥房管局（CHA）的政策作评估，并探索适当的修订办法；

3.参与制定剑桥房管局（CHA）的新政策；

4.支持和加强各公寓已有的房客组织，在尚未成立房客组织的地

方，协助成立当地的房客组织，但是，本联盟不去削弱，不去代

替各公寓已有的房客组织；

5.协助房管局寻求额外的资金，用于居民的服务和其它有关房客的
项目。



B.剑桥房客联盟（ACT）的全体委员会要与剑桥房管局商谈，达成
一项符合于以上目的的谅解备忘录。

第III条．  会员

                      凡是剑桥房管局公共房屋租约上列名的或剑桥房管局有证据
证明的房客，其户主（无论年龄）和每位成年（18岁以上）人，都是剑桥房
客联盟的会员。有证房客是指所有的剑桥房管局租房项目的的参加者（包括

但不限于the Section 8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Mass. Rental 
Voucher Program, and state Alternative Housing Voucher 
Program），包括其户主和被认可的家庭成员，无论他们是否居住在剑桥。
当其本人不再是剑桥公房的房客或持有证明的房客时，其会员资格自动终

止。

第IV条．  管理委员会

A.剑桥房客联盟的管理委员会由最多38人组成，其中，公房房客
最多为19人，持有证明的房客最多为19人。

B.公房房客

1.九个公房地段（即房管局的九个物业管理项目，或简称九个
AMP）每段产生最多两个委员，第十个地段（包括房管局所
有但不经管的那些大楼）产生一个委员，全部十九位来自公房

房客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如附件A所列。

2.如果房管局的AMP发生变化，或者房管局所有而不经管的大
楼的数目有变化，在每次改选之前，这十个地段需作出调整。

C.凭证房客

1．� 参加一项剑桥房管局凭证项目的房客，最多可以有十

九名代表做管理委员会委员。

2．�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剑桥房管局的不同的凭证项目的

参加者，都有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些不同的项目的参加



者，包括（i）in the federal Section 8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the Mass. Rental Voucher Program 
(MRVP), and the state Alternative Housing Voucher 
Program (AHVP); (ii) in the tenant based and unit-
based voucher programs; and (iii) with Cambridge 
Housing Authority vouchers who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of Cambridge. 

3．� 第一次选举时，这十九位凭证房客委员将以多数当选

（不论他们居住在何处）。

4．� 以后的选举，剑桥市将被划分成八个凭证地段，每个

地段具有大约相等数量的居住在该地段的房客户数。每一个剑

桥地段中的凭证房客，将选举出两个委员，八个地段共选出十

六个管理委员会委员。居住在剑桥市以外的CHA的凭证房
客，将可从居住在剑桥市以外的凭证房客中，选举出三个委

员 。

D.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 包括以下各项：

1．� 代表剑桥房管局任何一个地段的房客，并代表参加剑

桥房管局的住房计划的所有房客的利益。

2．� 定期与该委员所在选区的选民联系。选区选民的划

分，将由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明确其范围。

3．� 定期参加每月的例会及任何管理委员会的特别会议。

E.任期：每位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两年。但是，第一届剑桥房
客联盟（ACT）的管理委员会中，公房房客选出的委员的半数
（ 四舍五入）和凭证房客选出的委员的半数（四舍五入），将随
机地被选为任期三年（以便使任期交错）。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不

得超过连续三年。



F.辞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只要递交书面的辞职信给共同主席和
负责通讯事务的秘书，便可以随时辞职。

G.免职：

（1）� 在下列情况下，管理委员会可以用多数表决的方式，

罢免一位委员。（a）该连续三次不参加ACT的会议，又无
正当理由；（b）该委员在执行其委员职务中有重大的过
失；（c）该委员的行为违反管理委员会所表决通过的决
议；（d）该委员严重滥用其职权或严重渎职；（e）如果
该委员不再是CHA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也将免去其委员
的资格。

（2）� 在管理委员会需要投票表决除名一位委员之前，负责

通讯事务的秘书，必须在至少两个星期以前，书面通知每

一位委员，并举行一次听证会，来考虑是否除名。此书面

通知须指出拟除名的理由和事实，并通知当事人应享有的

权利，前来参加并在听证会上发言。当事人有权出席听证

会并举出任何有关的资讯（包括听来的资讯）。如果该委

员在通知后不按时出席听证会，管理委员会仍可表决除

名。

H.空缺：        

（1）� 如果有管理委员会委员辞职或因故免职，管理委员会

可以根据情况，指定一名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来填补已

辞职或已被免职的委员的任期空缺。被指定的人选，可以

优先选上次选举中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得到票最多的人。如

果这样做不能完成指定，那么，管理委员会将征求有关方

面（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对人选的意见，来填补该委员

的任期空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至少要有余留的委员的

半数同意这项指定。

（2）� 如果管理委员会不指定一位房客来填补上述的空缺的

职位，那么，在下届ACT的选举时，就要依据情况，选出



一位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来填补这一空缺（不论造成此

空缺的人的任期是否已经超过）。

I. 身份改变：如果一位被选出的委员从一处公房地段搬迁到另一公
房地段，或者从CHA的公房转到CHA的凭证项目，或者相反，该
委员将继续有资格担任委员并完成其任期。

第V条．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选举过程 

A.选举委员会将负责组织和监督选举，制作和分发选票，对候选人
和选举作广泛的宣传，制定规则和计算票数，为管理委员会委员

的公开和民主的选举，提供一切必要的外部保证。

B.在每次选举开始提名之前至少三个月，在选举委员会之下，要建
立一个提名委员会。此提名委员会不得包括任何寻求被提名为委

员的人，但可以包括非CHA房客的人。在每次选举之前至少30
天，该提名委员会就要通知CHA的公房房客和凭证房客各家各
户，请他们为管理委员委员候选人提名；收集所有被提名的名

单；核实所有被提名的人是否是一家之长，是否年满18岁。是否
为CHA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

C.在选举之前，选举委员会要保证至少有一种手段（例如对全体开
放的候选人论坛或通讯），使全体ACT的成员知道被提名人的兴
趣爱好和资格。

D.现有的CHA公房房客或凭证房客的每一户家长和每一个成年人
（18岁以上）都有选举ACT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E.在提前至少30天通知了合格选民之后，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就
可以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可以邮寄选票，也可到投票站投

票。允许投非候选人的票。

F.如果有的公房或凭证地段没有候选人当选（包括非提名的候选
人），那么，该地段在管理委员会中就没有委员做代表，委员会

成员将不足38人。



G.收集和计算选票，应由具有监督选举的经验的独立的第三方，例
如本市或本州的妇女选民联合会的志愿人员，来进行或监察。根

据要求，该第三方应出具文件，证明此次选举的公正性。

H.在票数相同的情况下，独立的第三方，须将得到相同票数的候选
人的名字，随机排列，写出一个可以充当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顺序

名单，如有任何委员位置需要填补，将从这个随机排列的名单中

的第一名开始去补充。因此，提名委员会要保证可能的管理委员

会成员，符合本章程所述的起码的资格要求。

I. 重新选举：如果ACT会员至少有10% 签名要求重选（而且管理委
员会接受此要求，上次选出的委员有些委员已离开，这些空缺需

要新的选举），则需举行新的选举。新的选举须由一个独立的具

有监督选举的经验的第三方，来监督举行。

第VI条．职员

A．� ACT管理委员会的职员须由委员中选举产生：

1．� 两名主席（一名为公房房客，另一名为凭证房客）

2．� 两名副主席（一名公房房客，另一名凭证房客）

3．� 两名秘书（一名负责记录，一名负责通讯）（一名公

房房客，一名凭证房客）

4．� 两名司库（一名公房房客，一名凭证房客）

有亲戚关系的人（父母和子女，兄弟姐妹）或同在一户生活的人，不得

同时担任职员。

B．� 职责：各种职务的职员，其职责如下，除此之外，还可指

定其他必要的职责：

1．� 两主席：两位主席是ACT的首席行政官员，他们将共
同主持ACT的会议和统领其他职员。他们在ACT与剑桥房
管局和公众之间，发挥联系人的作用；他们监督其他职员



履行职务；必要时，他们可与已有的地方房客组织在一起

开会。

2．� 两副主席：两主席不在时，由两副主席主持会议。如

果有一位主席离职不再做ACT的委员，那么其余的委员要
从两副主席中选出一位来做新的两主席之一，以补足其任

期，而且还要选出一位新的副主席（假如离职的主席是公

房房客，那么新选出的必须是公房房客；假如离职的是凭

证房客，那么，新任的人也必须是凭证房客）。

3．� 负责纪录的秘书：负责纪录的秘书须出席会议，草拟

会议纪要，提供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此秘书是唯一合法

作会议记录的人（可以用磁带录音机，手机或其他）如果

纪录秘书不能出席会议，主席可以指定一个代理人。

4．� 通讯秘书：负责通讯的秘书须保存ACT的一切文件资
料（包括会议记录，签到名单，委员会报告，章程，预

算，会议通知和议程，以及通讯）；须保存关系户资料和

职员及会员任期的记录；须答复寄给ACT的信件。通讯秘
书也可当作是ACT的接待员。

5．� 财务：两位财务委员是管理ACT的一切资金（包括现
金）的人员; 他们须负责存款，开支票，平衡银行账目；须
对ACT报告每月的财务状况；须准备任何必需的财务报
告；他们两人中的一位须担任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C．� 附加职责：

1．� 两主席或两副主席中，至少应有一人参加剑桥房管局

的局长会议（目前，          一般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
个星期三下午5:30，都要举行局长会议，会议的议程提前
在上一周星期五公布于CHA的网页上）。

2．� 在下文第VII条所述的ACT的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 
至少应有一名管理委员会的职员在其中担任委员。



D．� 任期：每个职员的任期为两年，但第一届当选的委员中，

两主席之一，两副主席之一，一位秘书，和两财务之一，将会随

机地被选为服务三年，以便建立起部分交叠的任期制度，达到连

续不断的目的。但委员不得连续在同一办公室连续任职三年以

上。

E．� 辞职：职员交一份书面的辞职信给两主席，并抄送一份给

通讯秘书，便可以在任何时候辞职。

F．� 职员的除名：

（1）如果职员（a）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不参加ACT的会议；
（b）履行其职务时发生重大过失；（c）其行为违反管理委员会
表决通过的规定；（d）严重滥用职权或严重渎职；经管理委员
会多数表决，将予以除名；如果职员（e）不再是CHA的公房房
客或凭证房客，也应予除名。

（2）管理委员会在表决职员的除名之前至少两周，通讯秘书应
对当事的职员发出书面通知，管理委员会在考虑除名之前，将听

取当事人的意见。此通知应指出拟除名的理由和事实，并告知当

事人有出席听证会和陈述意见的权利。当事人有权出席听证会，

并陈述有关的资讯（包括从别人得来的资讯）。如果该职员不按

时出席听证会，管理委员会仍可进行表决除名。

G.   空缺：如果有职员辞职或因故除名，管理委员会应尽快以多数
表决的方式，指定另一位委员来弥补该辞职或被除名职员的空缺；

如果是因凭证房客辞职或被除名造成空缺，就要从凭证房客的委员

会成员中来指定替补的人；如果是公房房客辞职或被除名造成职位

空缺，那么，就要从公房房客的委员中指定替补的人。

第VII条．常设委员会

             ACT将设置下列的常设委员会，其成员可以是CHA公房房客或凭证
房客中的任何人。在各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参

加，两财务委员中的一位，应是常设的财务委员会的主席。每一个常设委员

会应定期在ACT的委员会上报告其工作。



A．� 听证专门小组委员会：此委员会要负责会见，选择，和训

练有兴趣参加CHA的听证小组的房客，CHA的听证小组包括投诉
小组，商谈小组，困难评估委员会等，所有这些，须经ACT批
准。

B．� 财务委员会：须经ACT批准，此委员会要为ACT的活动寻
求额外的经费，也可与CHA的工作人员合作，为服务房客和为有
利于房客的活动，去寻求额外的经费。

C．� 技术协助委员会：此委员会将对CHA现有的政策的修改和
拟推出的新政策，进行评估，分析，并作出建议，这些政策包括

但不限于CHA的年度工作计划（MTW）。

D．� 房客援助和扩展委员会：此委员会要对现有的公房房客组

织，对那些想建立公房房客组织的人们，对居住在同一地区尚未

建立自己的房客组织的凭证房客群体，提供帮助，或者根据要

求，对与CHA或其经理人有争议的个人，提供帮助。

E．� 选举委员会：如本章程在前面第V条所充分说明的那样，此
委员会要组织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工作。

第VIII条．   特别委员会

             如果在即将举行的会议的议程中，包括了任何拟议的委员会的预
告，那么，管理委员会的职员们，可以另外建立相应的特别委员会。这类特

别委员会可以包括对修改章程的评估和建议的委员会，指导扩展房客的委员

会，指导接触媒体的委员会。此类特别委员会须定期在ACT的会议上报告其
活动。

第IX条．各种会议

A．� 全体委员会议： ACT管理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般每月应开会
一次，必要时可以多次。全体委员会应力求定期安排开会的日期和时

间，并在固定的和适当方便的地点开会。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可以召集

特别的会议。所有的CHA的公房和凭证房客均可参加任何一次会议，



并将有适当的机会对有关公众利益的事情发表意见。非CHA房客（包
括CHA的工作人员），只有在受到ACT管理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的邀请
时，才能参加会议。

B．� 职员会议：职员们一般应每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可以多次。职员

们应力求定期安排开会日期和时间，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开会。所有

CHA公房和凭证房客皆可参加职员的会议。非CHA房客（包括CHA工
作人员），只有受到ACT管理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的邀请时，才能参加
会议。

C．� 专门委员会会议：各种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将根据需要召开

会议。所有CHA的房客皆可参加任何委员会会议，非CHA房客受到该
委员会的邀请，也可参加会议。

D．� 通知：除非情况紧急，所有ACT管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职员会
议，各种专门委员会的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都要提前三天，以书面

通知ACT管理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以及向通讯秘书要求得到此种预
先通知的任何其他CHA的房客。此种通知应包含会议的日期，时间，
地点，拟议的议程或要讨论的题目。

E．� 表决：每一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有一票表决权。委员们需亲自投

票。不允许委托代理投票。除非例外情况，出席会议的人只要达到法

定人数，多数表决即可作出一切决定。

F．� 法定人数：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只要有至少四个管理委员会的职

员参加，就算达到法定人数。管理委员会的职员会议，其法定人数需

有五人。第一次的选举职员的会议，需有二十名管理委员会委员参

加，才达到法定人数。

G．� 未经主席或其他主持会议的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用电子仪器记录

任何会议。

H．� 行政（不公开）会议：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之下，管理委员会和

职员会议才可以召开不公开的会议，这些情况是：先开过公开的会

议，主持会议的职员列举出召开一次行政会议的目的，有多数管理委



员会成员出席的会议上表决通过进入行政会议，主持会议的职员在行

政会议开始以前，说明在此行政会议之后是否恢复举行公开会议。只

有为了以下几种有限的目的，才能举行行政会议：（1）讨论ACT的人
事问题；（2）讨论有关与CHA的谈判或争议的策略，如果公开会议会
对谈判或争议有不利的影响；（3）调查刑事处置失当的责任，或讨论
刑事投诉的备案；（4）考虑和与向ACT或CHA求职者会见和谈话，如
果公开会议对录用合格的申请人有不利的影响；（5）会见调停者，如
果要在公开的会议上决定是否参加调停。

第X条．经费开支

              ACT（包括其各专业委员会）的预算方案，以及对预算方案的任
何重大修改，都必须由管理委员会批准。只有符合预算或修正案的费用，才

允许开支。

              所有超过100美元的开支，必须事先经过有关职员的批准。请款人
须填写请款单一式二份，一份交给财务委员，一份交给通讯秘书。所有超过

100美元的支票，都需要两个职员的签字。

第XI条．财政年度

              从每年的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为一个财政年度（此与剑桥
房管局的财政年度相同）。

第XII条．章程的正式通过和修订             

A．� 在新选出的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本章程将被考虑并以确认
表决的方式被通过，只要有至少20个委员出席，至少有18个委员投
票确认，就算通过。

B．� 本章程可以修订，补充，或撤销，单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的
委员投票确认，并由ACT管理委员会正式通知，在正规的会议上投
票。在举行改变章程的投票表决之前，要有充分的时间，提前通知

ACT的会员前来开会（通知应包括日期，时间，地点，和目的）。



第XIII条．争议 

            本章程和管理委员会或任何专门委员会正式通过的规则，程序或政
策，优先于Roberts议事规则或其它议会的程序指南。但是，如果有任何问
题不能用本章程或管理委员会或各专门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此类规则，程序，

或政策来解决，则可采用Roberts议事规则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