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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APA VOICE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以欢迎所有人，平等对待所有人，为所有人提供追求美国
梦机会的社区，一个纽约市及一个国家。新冠肺炎带来的持续性的灾难，以及警察针对
非裔的暴力行为再次证明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因为众多的原因，2020年是近十
年来最重要的选举年。 
 
如果你是注册选民，我们督促你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选择相对安全的方法来投票，你
可以通过填写缺席选票投票或者亲自前往投票。如果你是没有注册选民的公民，APA 
VOICE各个组织可以帮助你注册。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公民，以下的机构可以帮助你开始
入籍程序。
 
成为公民并行使公民的投票权是民主参与最有力量的一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后代投
票，为我们的友邻投票，为我们自己以及共同的未来投票。 
 
真挚致意
 
APA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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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
212-979-8988
语言：英文，普通话，广东话

BANGLADESHI AMERIC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YOUTH SERVICES
718-235-1700
语言： 英文，孟加拉，印地语，乌尔都语

CHHAYA CDC
718-478-3848
语言： 英文，孟加拉，旁遮普语，印地语，
乌尔都语

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
718-492-0409 (布鲁克林)
212-931-0030 (曼哈顿)
718-358-8899 (皇后区)
语言： 英文，普通话，广东话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212-274-1891
语言： 英文，普通话，广东话

KOREAN COMMUNITY SERVICES OF 
METROPOLITAN NEW YORK
718-939-5137
语言： 英文，朝鲜语

MINKWON CENTER FOR COMMUNITY 
ACTION
718-460-5600
语言： 英文，朝鲜语，普通话

入籍服务提供者



关键信息

免责声明:
这份选民指南出自APA VOICE：增强投票和政治参与活动。我们的目标是提升亚裔和太平洋岛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意
识。我们是无党派组织并且不支持任何政党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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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有选举吗？我听说纽约的初选已取消。
是的，选举将于6月23日举行！先前计划的国会，州议会和参议院初选将举行选举。此
外，会选举一个市政官：皇后区（Queens Borough）区长。纽约市绝大多数居民区将于 
6月23日举行至少一项初选。

纽约的民主党总统初选是6月23日。

我如何要求缺席（或邮寄）投票？
这个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今年，选举委员会将向每位注册选民邮寄缺席选票申
请，您可以填写该申请表并返回以要求缺席选票。（通过邮件寄给您的申请将包括邮资
已付的回邮信封。）

该申请将被邮寄到您的选民登记中列出的地址。如果您不在家里，则可以用以下的方式 
要求将缺席选票发送到您的当前地址。

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请求缺席选票：
1. 在线申请地址nycabsentee.com
2. 通过电子邮件将完整的申请发送至AbsenteeJune2020@boe.nyc
3. 致电 1-866-VOTE-NYC（1-866-868-3692）要求缺席选票
4. 将完整的申请表邮寄到您所在自治区的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5. 将完整的申请传真至212-487-5349
您只需使用以下一种方法即可请求一次投票。

我仍然可以亲自投票吗？
是。在早期投票期（6月13日至21日）和选举日（6月23日）都可以亲自投票。您可以使
用“ 投票站定位器”找到自己的投票站（早期投票站与选举日投票站可能有所不同）。选
票标记设备将由所有投票站和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如果您想亲自投票，我们建议您尽早投票，因为预计等待时间会短，而人也少。

如何确定我的注册是否最新？
纽约州选举委员会拥有一个有用的网站来检查您的选民注册状态：voterlookup.elections.
ny.gov。该网站将提供您当前的注册地址，党派和选举地区。

如有任何投票问题,可致电 (212) 966-5932 (AALDEF 多语言选民热线)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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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ycabsentee.com
https://www.vote.nyc.ny.us/downloads/pdf/forms/boe/absenteevoting/abs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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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
GRACE
MENG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非常骄傲地共同发起全民医疗保险法案(H.R 1384) 同
时我是其中全民医疗小组的创办人之一。我也支持公共
选择,公共医疗保健买入方案，降低公共医疗保险买入年
龄,和其他让我们可以有可负担全民医疗保健的方案。我
也帮助我们的社区争取到冠状病毒测试中心。我也帮助
王嘉廉社区医疗中心拿联邦政府经费来应付新冠病毒。
他们需要一百六十万元左右来提供医疗服务和员工薪
水。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们一定要抵制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残忍地分隔边境
的新移民，同时我们要保护有梦想的年轻人。我强烈支
持梦想法案而同时赞助梦想与承诺法案。我同时介绍制
止移民儿童酷刑法案和无公共收费驱逐法案。我去过麦
卡伦中央处理中心,看到儿童在笼子同母亲分隔。我会继
续为移民人士的尊严而战。

我在争取为我们社区的小商业包括少数民族商店可以拿
到联邦小商业部门的薪酬保护计划（PPP). 我组织了国会
众议员写信给众议员长支持下一个救济金给予小型杂货
店。在HEROES Act (英雄法案) 我争取延伸失业金保险给
予移民人士。我也争取延续工作许可证给予新移民同时
扩大并增加粮食券。

在《 CARES法案》中，我们通过了41亿美元用于纽约
公交系统，特别是MTA。民主党众议院推出了“ Moving 
Forward”框架，该框架为期五年，耗资7600亿美元。它
包括在运输，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以及公共安
全通信方面的大量投资。它解决了交通拥堵，清洁能
源，PFAS，并致力于消除交通中的碳排放。我们必须提
供可靠且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工具。我将继续争取拨款
和基础设施计划，以确保所有人都能使用公共交通。

我帮助写租金同贷款撤销法案,这法案会撤销所有房屋租
金同贷款。我也提倡全民可负担房屋路线法案。此法案
会帮无家可归的人离开收容所而及帮助它们去一个安全
而可负担的房屋。我的法案会增加租户援助券允许所有
人都可以受惠。有肤色社区是不成比例的被房屋问题所
影响-我的法案会帮到人们获得房屋正义。

民主党，在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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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
SANDRA 
CHOI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们的社区是美国最边缘化的社区的所在地，这些社区
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看不
见的障碍和歧视。我们城市中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比例
最高，尽管他们在我们社会做最肮脏，危险和困难的工
作，但仍有很多没有医疗保险。只有一个为所有居民（
包括无证人口）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单一付款人医疗保
险系统，才能确保没有任何人会在我们这个国家破烂的
医疗保健系统中落后。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国会需要有政治勇气并全面通过移民改革的时代到了，
为我国所有无证件移民提供了公民身份的途径。这个国
家最后一次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大胆行动是在三十多年
前，那时我才一两岁。无证移民皇后区居民的比例为百
分之十， 在全国范围内，无证亚裔美国人中的比例为七
分之一，我们必须在国会通过的任何立法中，将这一群
体的需求与痛苦联系起来。我也支持允许永久居民在各
级选举中投票的措施。

我们社区的人口统计要求进行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经济改
革，其中要纳入在传统经济中被系统遗留下来的人口的
需求和痛苦，而这些人往往被迫参加影子经济，从而使
他们的财务状况脆弱。我们可以倡导改革，例如重写规
则以支持真正的小型企业，并通过劳动力发展对人进行
投资。我们还必须建立以语言公正为中心的更强大的创
业生态系统，并支持移民小企业主的独特需求。

公共交通方面, 我认为私营公共部门伙伴关系可以发挥有
益作用的领域，它可以通过部署创新技术和策略来帮助
缩小使用差距，从而帮助社区解决移动问题。城市正在
试行自动穿梭巴士，以帮助没有传统车辆所有权的交通
空白居民从A点到达B点。我们需要投资于减少车辆拥有
量，引入清洁（电动燃料）运输和出行方式而提升行人
安全的策略。

纽约国会第六区正面临着住房负担能力危机，这种情况
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高档化迅速加剧，长期无法
居住的居民流离失所，而这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无法
负担住在他们长大的社区中的住房。我们需要投资公共
住房 存量并加以扩展，通过 LIHTC 和 社区土地信托推动
经济适用住房的发展，以开发真正的经济适用住房，并
倡导全面通过房屋担保。我们支持在危机期间取消房租
和贷款。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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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
MELQUIADES 
GAGARIN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支持全民医疗保险。无论收入，就业或移民身份如
何，所有人都应有资格获得保健服务。我相信医疗保健
是一项权利，而不只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的特权。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是移民的后裔，我了解美国可以而且必须为移民社区
做得更好。我将努力确保DACA和DAPA的安全，为我们
的追随梦想的朋友和邻居创造一条公民之路。现在该关
闭拘留所并终止私人监狱合同，使那些希望过上更好生
活的人们从中获利。

下一个刺激性付款应为2,000美元，并分配给所有纳税移
民及其子女。对于那些没有税号的人，我们需要资助市
政当局以确保这些社区获得财政援助。我们需要扩大小
型企业管理局的薪资保护计划（PPP），并实施对少数族
裔/移民拥有的小型企业的赠款提供。

我们需要纽约市的免费公共交通，并投资改善服务。到
目前为止，票价上涨仅使数百万依靠公共交通去上班和
上学的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与其花费数百万美元
来强制逃票，我们应该投资一种无票价系统，以确保所
有纽约人都能享受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我支持在COVID-19危机期间取消租金和按揭付款。在国
会，我将提出立法，到2050年创建数百万套新的社会住
房，并确保有负担得起的住房保障。我是唯一拒绝房地
产开发商和游说者捐款的候选人。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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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
JERROLD
NADLER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绝对加剧了无证移民，
有色人种和低收入美国人的健康差距，这些人在纽约和
全国各地都是长期严重的健康危机。我相信所有人，无
论其移民身份，就业或收入如何，都应在其居住的地
方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
是2019年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的共同发起
人，全民医疗保险核心小组的创始成员，并且自从参加
国会以来一直争取全民医保和全民医疗保险的原因。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权利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打压。我作为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正在努力消除对合法移民的不
必要和不公平的障碍，例如签证处理的大量延迟和道德
上令人反感的公共收费规则，以及为确保对梦想家的保
障。我还帮助领导反对派反对政府的不公正和不人道政
策，例如移民拘留设施中的危险环境，摧毁了我们的庇
护和难民计划，穆斯林禁令和残酷的家庭分居政策。我
将继续运用自己的职位以争取公正和人道的移民制度。

纽约的小企业是我们经济的命脉。为了应对受大流行影
响的小企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会制定了PPP计划
并扩大了SBA的经济伤害灾难贷款计划。不幸的是，政
府没有按照国会的意图实施这些计划。作为回应，众议
院通过了《英雄法案》，专门设立了300亿美元，专门用
于社区发展公司和机构以及少数群体发展机构，专门致
力于向服务欠佳的社区提供贷款。这些修复措施将加强
PPP计划，确保迫切需要资金的小企业能够维持生计。

除了确保我们的公共交通机构拥有从全球性的流行病中
恢复所需的资金外，国会还必须采取行动提高低收入社
区公共交通的可靠性和可及性。首先，国会必须通过绿
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这将提高运输负担能力和可
靠性，为居民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并投资于清洁公
共交通。此外，我们还必须解决将近1000亿美元的全国
公交维护积压问题，并对老化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进行
更新和扩展。

是的，我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发起危机
期间取消房租和抵押付款的立法发起人，并且我支持在
州系统中通过类似的立法方案。我还共同制定了一项立
法，提供1000亿美元的紧急租金援助，以确保即使在驱
逐暂停执行令的情况下，房客也能继续付款。除了对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之外，我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提倡负担得起的住房。在联邦系统中，我每年都致
力于增加拨款法案中第8条的资金投入，并且一直在与纽
约同事积极合作，以通过立法，最终解决NYCHA的400亿
美元的资金需求。

民主党，在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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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
LINDSEY
BOYLAN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林赛支持全民医疗保险。为了解决新冠冠状病毒问题，
林赛呼吁对冠状病毒相关疾病（包括精神疾病）进行免
费测试和医疗保险-无需质疑。纽约州国会代表团必须确
保我们拥有与受病毒影响的人数（即40％的病例）成比
例的所需资金。林赛支持由社区成员执行的以移民为主
导的社区医疗保健计划。这就要求针对移民的量身定制
的外展服务，使他们加入最适合他们需求的服务，例如
医疗保健。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移民问题对林赛来说是感同身受的。她的父亲是爱尔兰
的第一代美国人，丈夫是由韩国来的第一代美国人。林
赛在墨西哥边境附近长大，亲眼目睹了移民制度中的缺
陷，并在一家家庭经营的移民律师事务所实习，该律师
事务所帮助面临驱逐出境程序的人。

林赛进行移民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
法局(ICE)，取消梦想者国籍，寻求庇护者获得公民身份
的途径，以及制定客工计划，使人们更容易融入我们的
经济体系并帮助家庭成员。

林赛在经济复苏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曾担任州长任
命，负责经济发展的副部长，并投资小型企业，并在玛
丽亚飓风过后领导波多黎各的纽约市救济工作。

林赛呼吁：
小型企业救济
-在联邦一级为意外损失和重大破坏提供连续性补助
-妇女和少数族裔独资企业的补助金
-关键服务社区发展整笔拨款计划

所有人的经济救济
-$ 2K /月+ $ 500 /受抚养人
-危险津贴
-支持老年人
-带薪家庭假

林赛支持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优先考虑因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而遭受最大打击的项目和就业社区。林
赛的当务之急是获得资金以投资于偏远社区的新基础设
施。她呼吁增加支持MTA的支出-不仅是为了使地铁现代
化，而且是为了扩大公交路线，自行车安全以及避免在
出租车区域共享乘车机会。

林赛支持在新冠冠状病毒期间取消租金和抵押付款。联
邦政府未能为纽约人提供足够的救济。

林赛具有住房方面的经验。在联邦政府撤职后，她监督
了纽约的住房投资组合并获得了数亿美元的公共住房。

-住房选择券计划增加
-国家租户的权利
-第202节针对老年人的扩展
-在私人市场之外建造了1000万套新的社会住房
-重新评估30％的租金收入比
-低收入住房信贷保护
-NYCHA的全部资金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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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
JONATHAN
HERZOG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们需要通过全民医疗卫生(Universal Healthcare)并扩充
医疗保险。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美国的预期寿命一直在
下降，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这是由于滥用药物
和自杀造成的，称“绝望的死亡”。我们花费了几乎两倍
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医疗费用，以
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数百万的美国人没有保险。医疗
保健是破产的首要因数。借助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医
疗保健与就业联系起来的意义越来越小。美国1200万无
证移民中有47％的人没有保险。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们应该为无证件移民提供各类多年的获得公民身份途
径，提供新的长期永久居留权，并支持《梦想法案》作
为全面移民改革的一部分。作为移民的儿子，我知道移
民对于美国的文化和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财富》 500
强公司中几乎有一半是由移民或移民子女创立的。在移
民社区，企业的成立率要高得多。我们必须保持美国作
为代代相传的人力资本的角色。

首先，我们现在有一个需要全民基本收入的恒量。也就
是说，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可得$ 
2,000，儿童每月$ 可得1,000。此外，成人每月永久地可
得$ 1,000，儿童则可得$ 500。 COVID-19已杀死10万多
美国人，每天造成9/11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美
国人失业-我们正在进入新的经济大萧条。国会处于休会
期。除了小企业补助，失业和危险津贴外，我们需要通
过普及全民基本收入，来唤醒并救助我们的人民。

在新的经济大萧条过后，我将协助领导数万亿美元的大
重建，投资于更新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发电厂，下水
道，供水系统，并至关重要地发展可持续的公共交通。
我们必须简化自动驾驶汽车的过渡期。我们应该探索创
新的筹资和发展机制，例如共同所有制自我评估税，这
将激励和促进负担得起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可靠的
服务并减轻运输荒漠。

是的，联邦政府应填补被取消付款的空白。我们应该扩
大对可负担住房开发的联邦投资。邻避症候群(Not in my 
backyard)政策和分区法律已使在最需要新住房的地区
创建经济适用房成为不可能，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工人花
费数小时通勤。我们应该投资于公共住房，放宽分区条
例，以增加可负担住房的发展，并鼓励新的创新住房选
择，例如微型公寓和高密度城市地区的公共生活。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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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
NYDIA 
VELÁZQUEZ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支持全民医疗保险，让所有人，无论移民身份，也可
以享受高质素的医疗保健。在新冠病毒期间，为了增加
检测和医疗服务，我认为政府应负担所有检测费用，不
论收入，就业, 或移民身份，可让人们知道他是否患有疾
病，而不要担心测试的费用。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政治庇护制度制造伤害，是由特朗普当总统前已经成为
一个问题。我主张政治庇护法进行改革，让人们来美的
时候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会阻止其他政治庇护人来
美寻找更好的生活。我们还必须将童年入境暂缓遣返
(DACA)列为联邦法律，不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利用无辜的
孩子当作政治谈判筹码。

我的地区包含各种社区，包括很多亚裔社区，例如曼哈
顿的唐人街。我相信国会应该有重复的保护薪资贷款计
划来支付小型企业，不论少数族裔和新移民小型企业因
他们没有聘请昂贵律师的能力。我相信上述措施与有力
的宣传可鼓励游客再次拜访亚裔社区.

我一直反对提升大都市运输局(MTA)票价，因为我知道使
用公共交通的人负担不起。我推动更多的地铁和巴士线
路来缓解交通空缺的问题，提升服务水平来满足乘客需
求。

在危机平息前，我支持取消房租和抵押贷款的立法。这
确保纽约人可在危机时期留在自己家中，而一旦危机过
后，他们不会被巨额付款已受到困扰。

民主党，在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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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
PAPERBOY 
PRINCE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在疫情期间，我确保新移民可获得医疗服务，同时，不
会因得到医疗服务已被逐出境。我也会确保免费的医疗
保健。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们的移民申请表格和入境记录系统需要进行大改革。
我们需要更好和更开放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来这个国
家，以及逗留多长时间。我们需要支持在美国寻求避难
的人，并使支持美国成为真正自由之地，而不将这些自
由概念倒退。

在杨安泽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我体会到保护人民及提供
公益金的重要性。我们的国会代表常常想办法拯救银行
和大公司，而忽略人民和他们的小企业。所以我计划每
个月提供$2000给18岁以上的美国人作为基本收入。我
还计划了为小企业提供基本收入，以确保他们有稳定的
资金，来支付工资便产生更多的收入。

我会将公共交通民主化。目前，公共设施系统是由大众
的税务来支付，但由少数人掌管的。我们需要网上开放
投票，让公民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亲自投票来决定怎样
使用资金和资源，别让他们从讨论中离弃社区低收入人
士和新移民。

我会创建新或翻新的房屋给所有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住房，我们有地方容纳所有人。我们也有才华横溢的建
筑师，来计划构成必要的基础架构。我们没有政治家为
人民争取房屋，包括我对手在内，被大型房地产收买
了，而没有兴趣帮助人民。取消租金，房屋贷款和所有
商务费用，直到疫情消失为止。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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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区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民主党，在职者

经过多次联系仍旧没有提供答复。



14区
MICHELLE
CARUSO-CABRERA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在医疗保健方面，我竞选对布朗斯和皇后区的承诺，确
保我们将医疗保健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家庭。联邦政
府试图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案》（Obamacare）是错误
的。我想保护布朗斯和皇后区的工人，并确保他们获得
优质，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的权利。我们还需要确保为
已有疾病的人群提供持续保护。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们的区是美国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我们是非裔美国
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引以为
傲的种族和族裔的人。我们主要是劳动人民。我们必须
解决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DACA)。联邦政府错了。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梦想家找到公民身份的途径。我相信
美国梦。我们的梦想家应该得到正义，并享有美国梦的
权利。

布朗斯和皇后区的亚洲社区对于我们地区的多样性至关
重要。我们需要与亚裔积极合作，以确保不存在损害其
业务的偏见。作为移民的女儿和孙女，我了解家庭面临
的困境。他们的头等大事是把食物放在桌上。我们必须
与少数族裔/本地企业合作，以确保他们重新站起来，不
像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震惊地建议工人不
应再上班。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不明白没
有工作就意味着桌上没有食物。

我将积极倡导公共交通和可负担住房的讨论，涉及新企
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将新公司带入园区时，我们需要
评估我们的需求。交通和住房至关重要。现在是时候重
新评估如何将通勤铁路票价与公共汽车和地铁结合起来
了。我们需要查看在五个行政区中收取一种票价是否可
行。现有的大西洋和城市票务计划是我们MTA迈出的一
些良好的第一步，但我们需要在不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况
下找到便捷的通道。

首先，我们需要支持州长库莫（Cuomo），并取消州和
地方税收减免（SALT）的上限。特朗普决定限制SALT
的决定伤害了布朗斯和皇后区房主扣除州和地方税的能
力。我的对手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在这个
问题上与特朗普一起投票，这是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
不能只是取消租金，否则它将导致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
经济陷入死亡螺旋。我支持州长库莫（Cuomo）的行
动，州长库莫已将其作为一项行政命令，以确保不会因
不交租金而被驱逐。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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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区
BADRUN
KHAN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联邦政府须确保负责所有与新冠疫情有关系的检测与治
疗费用。无论移民身份都应享有医疗健保。此外，我支
持使用个人纳税识别号码的新移民也可申请舒缓经费，
政府的使命应该以人道主义照顾所有因为新冠疫情受到
影响的移民。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目前政府蓄意拖延绿卡,短期劳工居留证及学生证的申
请。这必须停止，并且停止所有增加手续费用的计划。
梦想生应有成为公民的捷径。与目前代表选区的国会议
员不同的，是我不认为废除移民海关执法单位是正确的
决定，我认为我们可以改革有关单位，杜绝行贿、岐视
与文化豁免等行为。

我目前在布朗市南区一间协助社区申请小商业补助的非
牟利机构就职。若我是国会议员，我将为小商家业者争
取双倍的经费。时下的新冠病毒经援根本不够。我同时
也将确保有条件贷款援助可以刺激商业发展。此外许多
小商业业者无法负担高额租金，这都将应包含在救济措
施计画内。

交通不便向来是我的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仅是给予
亚马逊公司建立总部抵税优惠，我会要求在改善大众传
播工具与公车与地铁的投资。大部分居住在我的选区的
居民往返皇后区与曼哈顿工作，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维
修、改建的经费确保大家的安全。大都会捷运署就皇后
区公车路线重新设计的蓝图应以社区有效连结为重点。

短期内，我赞成取消支付租金及贷款。长期来说，我将
推动立法永久全民基本收入。我们的现有税法残缺不
堪，但可透过改革增值税与全民基本收入来改善。我希
望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所得税及降低最低入息工
资税。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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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区
SAM
SLOAN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根据法律，无论收入，就业或移民身份如何，医生和医
院都不能拒绝任何人的治疗？因此，实际上仅需要通知
任何担心自己可能被感染的人，并鼓励任何担心自己可
能被感染的人寻求治疗。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支持那些从小带到美国并在这里长大的梦想家。他们
应该被赋予公民身份或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在我附
近，有许多人的移民身份不明。我知道有人步行步行过
墨西哥边境，不到两周就在这里工作！ ！ ！我不问他们
如何到达这里。这是他们寻找的天堂。

幸运的是，亚裔美国人往往富裕且受过良好的教育。除
了我，几乎我的整个家庭都是半亚裔。我们在病毒和暴
动方面也遇到其他所有人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要求任何
特殊待遇。

抱歉，但我不知道服务和运输不畅的情况。当我住在布
鲁克林时，有一条非正式的乘车服务在整条Flatbush大道
的上行驶，而且只接受5个海地硬币！ ！ ！唯一的问题
是您必须来自海地，否则小巴将无法为您停下来。我不
得不从海地找一个人，和他同时跳上了巴士！

州长库莫(Cuomo)宣布，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
行期间，任何人都不能被驱逐出他们的家。现在法院已
经关闭，因此案件无法进行。问题是大流行宣告结束后
会发生什么。必须记住的是，许多建筑物的所有者都是
小型企业，他们需要租金收入才能生存。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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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
GREGORY 
MEEKS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民主党，在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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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
SHANIYAT
CHOWDHURY

2020 纽约国会初选 候选人调查 

住房: 你将采取怎样的长久措施来保证纽约市民可以负
担住在他们称之为家的的社区里。目前比较重要的事宜
中，你是否支持通过新冠肺炎期间取消房租和房贷支
付？

医疗保健: 很多纽约市
民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就
医，新冠肺炎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严重。在不考
虑收入，工作，移民身
份前提下，你将如何保
证市民获取必要的医疗
保险？

我的政治志向是努力实现全民医保。毫无疑问所有人都
应该有获取医保的权利。如果我可以入选国会议员，我
将全力兑现我的承诺，提议确保所有人不论面临何种问
题都可以获取高质量的医保。

移民: 从永久居民，到梦想者法案受益者，到临时工作签
证和学生签证持有者，数百万的纽约市民将受到联邦移
民政策影响。你认为我们当前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
地方在哪里？

经济: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帮助少数族裔，移民，以及这
些群体中的小商户恢复经济损失？针对你所在区的亚裔
群体，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恢复经济损失？

交通: 低收入和移民群体所依赖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各种
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很多偏远相对闭塞地区甚至
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你将如何保证公共交通保持现在的
售价并且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

我认为我们的移民系统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就是应当给予
每个人公平平等的机会来决定他们能否留在这个国家。
目前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考虑人性的，也没有给予每个
人公平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案件。为了扭转这个局面，
并且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系统，我认为应该废除ICE部门，
恢复到2003年之前的移民系统，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分开处理，不分国籍，确保每个人的案件都可以公平处
理，尊重同情每一个人。

为了帮助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及小商户群体回复经济损
失，我将保证华尔街以及各大企业不会得到各种救济
金。这些救济金将发送到刚才提到的各个群体，同时我
认为应该免除他们今年的个人所得税。在我选区的亚裔
群体将尤为受益，因为很多人都是个体小商户，这样的
计划将为他们带来很大的福利。

为了确保公共交通维持现在的价格并满足增长的需求，
我将更全面的发展公共交通。政府将增加拨款，降低每
个人的花费，或者说为了满足基本运行要求而售价，不
从乘客身上获利。同时，政府也将关注那些偏远的相对
闭塞的地区，发展交通系统。 

关于纽约市民可负担的住宅问题，我个人将推行的长期
解决方案是联邦住宅保障。这个方案将提供永久住宅而
不是临时的庇护所。当下疫情期间，我认为我们需要取
消房租和房屋贷款。

民主党，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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