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问题都是选填项。我们建议您通过 akhaveyoursay.nz/recoverybudget  
进行在线反馈，或者，您也可以填写本表，并通过以下方式将其交还给我们：

2021-2031 十年预算案

反馈表

您的反馈将记录在公开文件中。
但所有其他个人信息都会保持私密。

名字： 
姓氏： 

电子邮件或邮寄地址： 

 

您所对应的地方委员会： 

您是代表某个组织或公司提供反馈吗？（如果是， 
即表示确认您有权代表该组织提交反馈） 

  是     否

组织或公司名称   

以下信息为选填项，但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我们了
解我们是否听到了所有奥克兰人的心声。
您的性别：  女性     男性    多元性別
您属于以下哪个年龄组？

 15 岁以下   15-24 岁  25-34 岁   35-44 岁
 45-54 岁    55-64 岁   65-74 岁   75 岁以上

以下哪项描述与您的种族身份相符？
（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新西兰白种人/新西兰欧洲人
  毛利人 — 您隶属于哪个毛利部落/分部落？

  华裔   东南亚亚裔
  萨摩亚人   汤加人
  印度裔   韩国裔
  库克群岛毛利人
  其他（请具体说明)

我们的复苏预算案

我们需要您对我们2021年至2031年的十年预算案提出反馈
请在 2021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 点前提供反馈。在提供反馈前，请通过网站 
akhaveyoursay.nz/recoverybudget、图书馆或服务中心查阅《意见征询报告》，您也可以致
电 09 301 0101 获取该报告。报告中进一步介绍了我们希望您反馈的问题和选项。请参阅 
akhaveyoursay.nz/ratesguide 上的在线地税指南和《意见征询报告》第 80 页的术语表。

您在本文件中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都将由奥克兰市政府根据其隐私政策（网站 aucklandcouncil.govt.nz/privacy 以及我们的图书馆和服
务中心均有提供）和《1993 年隐私法案》的规定予以保留和保护。我们的隐私政策解释了我们可以如何就您与市政府的任何互动使用和
分享您的个人信息，以及您可以如何取得和更正这些信息。我们建议您熟悉本政策。

电子邮件
扫描填写好的表格并通过电子邮

件将其发送至
akhaveyoursay@

aucklandcouncil.govt.nz

亲自送交
将填写好的表格放在当地图 

书馆或服务中心。

邮寄
将填写好的表格装入信封，寄送到以下地址 

（免费邮递）：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 Council, 
Freepost Authority 182382, Private Bag 92 300, 

Auckland 1142.

AK
HAVE
YOUR
SAY



复苏预算提案 
为回答以下问题，请参阅《意见征询报
告》第 17 至 29 页

我们的十年预算提案将在接下来十年为奥克兰带来 310 亿
新西兰元的资本投资。通过这笔投资，我们可以为奥克兰
人民提供其所依赖的关键性服务，翻新老化的资产，集中精
力建设基础设施以支持人口增长，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环境可持续性挑战上更进一步。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收入预计将减少约 10 亿
新西兰元。因此，为了获得上述投资金额，我们建议将 
2021/2022 年的平均一般地税一次性上调 5%，而不是之前
计划的 3.5%。此后每年的涨幅则回归 3.5%。我们还建议
增加短期借款，继续节省成本，出售更多闲置房产。
如果不上调地税和增加借款，原本接下来三年可以到位而
且是奥克兰迫切所需的约9 亿新西兰元资金将推迟到后续

年份。如此，奥克兰的经济复苏会放缓，我们的服务和资产
也会面临风险，失去数亿元政府对应的补贴资金，对气候
和环境挑战的应对也会受到限制。

您对该复苏预算提案有什么看法？

 支持  不支持  其他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气候变化
为回答本问题，请参阅《意见征询报告》 
第 30 至 31 页

我们通过《Te Tāruke-ā-Tāwhiri: 奥克兰气候方案》得知，
奥克兰人民希望我们对气候变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我们
的十年预算提案中就有一笔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额外
投资。
有了这笔额外的资金，我们就不再需要购买柴油巴士，更
快用电动巴士和氢动力巴士替代柴油巴士。我们还可以用
填埋以外的方式处理更多废弃物，新种植 200 多万株本土
树种，并实行其他倡议。

对于这项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提议，
您有什么看法？

 支持提议的增加投资     不支持增加投资 
 其他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水质
为回答本问题，请参阅《意见征询报告》 
第 35 至 36 页

自 2018 年起，水质专项税让我们拥有了投资各项水质倡议
的资金，可以改善各大海港、海滩和川流的水质。最初，
水质专项税的拟定实行期限为 2018 年到 2028 年。

但我们建议将水质专项税征税期延长至 2031 年 6 月。

将水质专项税税期延长

将水质专项税税期延长至 2031 年 6 月将有助于我们继续
改善奥克兰其他地区的水质，例如霍布森湾到圣海利斯
海岸的水质，以及马努考港的水质。如果将水质专项税延
期，这项额外工作就能够于 2028/2029 年开始。

提高水质专项税

为了提前六年（于 2022/2023 年）开始主要新水质项目的
建设工作，以及为了增加整个奥克兰区域水质计划的投资
资金，我们还建议每年上调水质专项税，涨幅与我们提议
的一般地税平均涨幅一致。

您对这项提议有什么看法？

  支持税期延长和上调

  仅支持税期延长

  两种改变都不支持

  其他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社区投资
为回答本问题，请参阅《意见征询报告》
第 33 至 34 页

我们有数百座社区资产越来越老旧，有些还急需修缮，比
如图书馆、会堂、社区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公园内的艺术
表演场所和资产等。接下来十年，扣除这些资产的运营、
修缮或重建成本后，我们可能就没有任何资金可以用来进
行任何新建或改造工作了。为了让我们能维护现有资产，
改造或新建资产，我们可能需要随时间上调地税。

我们建议采用新的社区服务方式，例如租赁或共享设施， 
这种方式可以尽量避免由我们自身来建设和维护实物资
产。通过与他方合作提供服务，以及提供更多在线社区服
务，我们不仅能够减少碳排放量，还能降低成本。
我们建议随时间推移合并社区设施和服务（这可能导致某
些设施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多用途设施和在线服
务，服务我们多元化的社群。

您对这项提议有什么看法？

 支持     不支持    其他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地税政策 
以下是我们提议的地税征收变更。这些变更对每处物业的影响各不相同。您的物业不一定
会受到影响。
如 需 在 回 答 问 题 前 查 看 您 的 地 税 变 化
情 况， 或 了 解 更 多 相 关 信 息 和 其 他 提
议，请阅读《意见征询报告》第四部分 

（第 38-47 页）或前往 akhaveyoursay.nz/
ratesguide 查看我们的地税指南。

 
您对以下地税政策提议有什么看法？ 支持 不支持 其他 不知道

将自然环境保护专项税延期至 2031 年 6 月，增加对环境保护措施的投
资，例如遏制贝壳衫顶枯病的蔓延、捕食性动物管控和除草等

    

扩大城市地税区域，让拥有有效城市分区的地区或已获得开发城市用地
资源许可的地区（Warkworth除外）与附近能够享受类似服务水平的
物业支付相同的城市地税

    

向城市地税区域中的农场和特色生活物业征收住宅税，使其与附近能够
享受类似服务水平的物业支付相同的城市地税

    

将市中心专项税延期至 2031 年 6 月，以维持对市中心改造的投资资金     

对 Te Arai 和 Okahukura 中享有雨水服务福利的地区新增罗德尼排水专
项税

    



Upper Harbour 地方委员会建议在 Paremoremo和Albany 之间新增一项巴士服务，由专
项税提供资金

    支持选项 1  — 针对位于距离拟定巴士站500 米之内
的物业，向每个独立住所或物业上的商家征收 238 
新西兰元的专项税

   支持选项 2  — 针对位于隶属于 Upper Harbour 地方
委员会辖下 Paremoremo 和 Lucas Heights 区域的物
业，向每个独立住所或物业上的商家征收 153 新西兰
元的专项税

  两个选项都不支持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我们还建议对地税和收费作出其他变更，包括对 Vector 电力公司新增电网恢复力专项

税，从而为市政府针对 Vector 架空输电线周围区域的树木管理项目提供资金，以及选择

恢复住宿提供者专项税。您对我们提议的地税和收费变更（见第 35、36 和 39-47 页） 

有什么意见吗？（请明确说明您针对的是哪项提议。）

 

  

  

地方委员会

为回答本问题，请参阅《意见征询报告》
第六部分第 55 至 66 页

您的反馈针对的是哪个地方委员会？

您对我们就地方委员会区域提议的 2021/2022 年重
要事项和我们的关键性倡议有什么想法 — 我们的提
议合理吗？

  我支持所有重要事项
  我支持大部分重要事项
  我不支持大部分重要事项

  我不支持任何重要事项
   其他
   不知道

请说明原因： 

 

 

 

  

您认为哪些议题比较重要？

您对任何其他问题还有反馈吗，比如我们
的住房和增长基础设施或战略性资产提议
（第 32，48-53 页）？

需要更多空间提供反馈吗？ 您可以增加页面，但请确保页面大小为A4，并且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