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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作为市长代表和服务我的
家乡. 我们一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并且还有
更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做. 

拥有在特区长大的经历, 我亲眼目睹了过去几
十年来我们城市发生的诸多变化. 今天, 我们
的街道是最安全的, 我们的地方经济是全国最
强的, 我们的人口是 40 年来最高的. 任职以
来, 我很高兴有机会巩固和加快特区的发展 – 
争取推动我们的城市前进的机会, 不让任何一
个居民落在后边. 而今天, 这正是我们正在做
的. 随着我们的经济腾飞, 我们仍然专注于扩
大包容性繁荣.  

在华盛顿特区, 我们重视为所有居民提供创造
美好生活的公平机会. 我们珍视多样性、包容
性和公平性. 我们认为机会不应该留给幸运的
人, 而是要对所有正在寻求机会的人开放. 我
们了解影响我们城市和我们国家的顽固的不
平等背后的历史, 我们相信, 通过深思熟虑的
规划, 我们可以一起作为一个社区, 为每个居
民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两年多来, 我的政府每天都在为中产阶级创造
更多的途径, 建立更强大的社区, 捍卫和促进
对华盛顿市居民重要的价值观念. 展望未来, 
我们将继续这种努力, 继续坚定地扩大包容性
繁荣.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你们让华盛顿特
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亲爱的华盛顿市居民：

MURIEL BOWSER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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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区失业率降低

每个季度小型企业创造的净就业机会

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单元

特区投资, 用于已关闭的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

目前正在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单元

第 7 选区失业率降低 - 历史最低点

第 8 选区失业率降低 - 历史最低点

3.9%

4.7%

+21,600
增加私营部门就业机会

创建商业机构

+6,300
+3,000

+3,606

增加 2.68 亿美元

+3,27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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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包容性社区  

2015 年便完成的
经济适用住房单元

正在建设中的经济
适用住房单元 

即将在 2018 年推出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 Bowser 政府采取了广泛的方式来扩大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机会. 通
过提高最低工资. 为更多居民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 并为更多的家庭提供取得成功需要的

资源, 我们确保全部八个选区的居民都能从我们城市的发展中受益。我们还必须继续吸引
和挽留大小型企业, 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动力, 支持和创造就业机会, 为年轻人、工人、退伍
军人、家庭和老年人提供更多优质的住房选择.

我们将继续携手为全部 8 个选区的居民和企业创
造积极和包容的机会.

• 庆祝 Walter Reed 园区即将迁移到华盛顿特
区。这是一个巨大的项目, 将创造超过 300 万
平方英尺的住宅、办公和零售空间, 并为特区
带来近 5000 个就业机会.

• 庆祝 Audi Field 足球场开始垂直施工. 华盛 顿
特区联队 (DC United) 的新体育场和家园预计
将于 2018 年完工. 这座可容纳 2 万个座位的体
育场预计将为社区带来 1,000 个就业机会, 每年
吸引 100 万新游客, 并刺激超过 10 亿美元的总
体经济 活动.

创造就业和小型企业机会

Muriel Bowser 市长发布了《包容性之路》
(Pathways to Inclusion) , 第一份有关特区当前的技
术、创新和创业经济包容性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设
定了大胆的目标, 期望能扩大特区的创新经济, 将
其打造成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全国模范.

这份报告的发布恰逢“灯塔：特区女性创始人计
划”(Beacon: The DC Women Founders Initiative) 启
动之时, 这项倡议活动致力于通过向为特区地区的
女创始人提供资源、指导和其他支持的组织提供
专门的拨款资助, 使特区成为美国女性企业家的首
选城市. 

• 庆祝特区包容性创新育成中心 (In3) 的开业, 它
将是美国第一个专注于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经济
适用联合办公育成中心. 

• 在 2016 财政年度, 小型企业 (SBE) 支出超
过 6 亿美元, 超过原来的目标 2.8 亿美元以
上. 在 2017 财政年度, 政府承诺向 SBE 支出 
5.64 亿美元. 

• 提出 2016 年《认证企业债务责任法》 
(Certified Enterprise Bonding Liability Act)
，以帮助经认证的小型和本地企业（简称 
CBE）满足对政府合同的债务要求. 

• 九月份推出了“202Creates”计划, 在这个计划
中, 居民可以聚集在一起, 庆祝特区充满活力
和多元化的创意经济.

• 扩大夏季青少年计划, 使 22 至 24 岁的特区
居民能够参与并获得有意义的工作经验.

    向 25 名符合资格的 MBSYEP 参与者颁发  
     2000 美元的奖学金.

创造和维护优质的经济适用住房

扩大经济机会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确保所有背景

发布第二版《小
型企业 (SBE)
机会指南》，以
帮助小型企业寻
找在特区政府内
的采购 机会。

包容性繁荣第 3 页



30 个月进展报告

和收入水平的居民都能够获得安全和可负担的住
房。自第一天起, Bowser 政府便一直在利用各种
工具来增加经济适用住房资源, 使更多的华盛顿
市居民能够拥有住房。我们投资的每 1 亿美元都
将创造和维护 1000 多个经济适用住房单元.

• 每年投资 1 亿美元用于我们的住房建造信托
基金 – 超过国内任何其他城市的人均水平.

• 前所未有地投资 1000 万美元用于一项新的
住房保护基金.

• 建造和维护 3600 多个经济适用住房单元, 
      并且还有近 5000 个单元正在建造中.
 
• 在 2015 年创建了“特区房屋保护打击力

量”(DC Housing Preservation Strike Force).去
年发布的报告中包括了一项六点计划. 用以
维护特区的经济适用住房. 请访问 

       dhcd.dc.gov 浏览这份报告. 

结束无家可归

当 Bowser 市长上任时, 她承诺将建立一个让所
有华盛顿市居民都能获得公平机会的特区. 市长
致力于在特区基本杜绝、迅速摆脱和不再重现无
家可归现象, 她还一再表示：“在一个像我们这

样繁荣的城市中,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结束无家可
归”.

 市长制定了一项全市计划, 以期在我们国家的首
都结束无家可归. 这项计划是三重的, 首先, 帮助
我们的居民避免无家可归. 其次, 将那些面临艰
难时刻的人安置在安全的庇护所中. 最后, 让家
庭和个人回到永久性住房中. 并且, 这项计划正
在生效.

仅在过去一年中, 华盛顿特区的无家可归者便减
少了  10.5%, 这主要是因为各家庭中的无家可归
者减少了 22%. 

在 7 月初, 在第 4 选区, 我们开始建造短期家庭
式住房项目, 并因此在关闭 “DC General” 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 通过在整个特区内建造小型、
具有丰富服务的短期住房设施, 我们正在正面抗
击无家可归.  

进展

前所未有地
投资于

经济适用住房

整体无家可归者
明显减少

 

失业率持续下降

第 4 页



教育

特区公立高中 (DCPS) 毕业率提高*

在 PARCC 数学部分达到或超过大学和职业
准备期望的学生人数*

DCPS 学生获得额外的学习时间

4,583

3%
特区公立和特许学校的入学率提高

在 PARCC 英语语言艺术/素质部分达到或超过大
学和职业准备期望的学生人数*

+2%

+3%

+3.8%

*15-16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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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十个月前上任以来, Bowser 市长在 11 所公
立学校开设了延长学年；开放特区唯一一所全男
子公立高中 – 罗恩布朗大学预科高中 (Ron Brown 
College Preparatory High School)；全面资助 DCPS 
学生出国游学计划；增加图书馆和书籍资源；并扩
大诸如“Marion S. Barry 市长夏季青年就业计划”
、职业学院和出国旅行计划等计划资源. Bowser 政
府已经找到了扩大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新途径, 让家
庭在选择学校时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去年, Bowser 市长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 
并另外投资了 2.2 亿美元用于学校现代化建设, 以及
提高学校按学生人数而获得的资助水平.
 
今年, 在预算参与论坛、社区聚会和社交媒体上, 我
们听取了前所未有数量的居民的意见, 他们希望我
们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 Bowser 市长的预算还增加
了 1.12 亿美元, 用于创造特区历史上最大一笔公共
教育投资 - 这项投资将使更多的学生能够从高中毕
业, 准备好在大学、职场和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我们
在议会的合作伙伴增加了额外 1300 万美元资金. 

根据 DCPS 上升领导委员会 (Rising Leadership 
Committee)、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的意见, Bowser 
市长任命 Antwan Wilson 为特区公立学校新任校
长。DCPS 仍是提升最快的城市学区, Wilson 校长作
为领导者拥有建立 DCPS 成功的丰富经验, 以及解决
我们的学校系统面临的最持久和最艰巨的挑战的愿
景与决心. Bowser 市长和 Wilson 校长将一起确保我
们的学校继续改进, 使我们的学生正在走向成功
的道路.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 入学率和毕业率都在上升, 我们

将继续为每个社区的学生寻求新的途径以增加机会, 无论他们是来自何种背景. 随着我们

努力建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特区, 我们将继续投资于教育, 使所有华盛顿市居民都具备参

与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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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ser 政府新增 1100 万美元的幼儿保育投
资, 这将创造超过 1,000 个婴儿和幼儿保育
名额. 除了创造更多名额之外, 我们还将支持 
300 名特区居民获得婴幼儿教育者认证. 这
些投资将确保更多年轻的华盛顿市居民拥有
一个强有力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留
在华盛顿特区. 

• 投资 620 万美元用于初中和高中规划设计, 
这项投资将扩大课外活动, 为高中生提供更
多的大学和职业规划. 

• “宣布统治：赋权年轻女性成为领导
者”(Reign: Empowering Young Women as 
Leaders), 这是一个新计划，致力于在年轻的
有色妇女中建立社区、信心和领导技能. 这
项多管齐下的计划将通过投资学术发展、家
庭参与和社会情感支持, 为 DCPS 提供更多
的资源来解决学生满意度、毕业率和 PARCC 
分

• 宣布“UDC 劳动力边际”(UDC- WE) 合作伙伴
关系, 这项计划将支持想要获得高中文凭或
一般同等文凭 (GED) 的成人学习者. 双轨社
区学院计划为在 DC 公立特许高中注册的成
人学习者提供在学习有价值的人才培训技能
的同时获得高中文凭或 GED 的机会. 

• 启动特区的“我的兄弟守护者”(MBK-DC) 
计划, 该计划定位于有色男孩和年轻男性, 在
四个关键领域为他们提供帮助：教育、司
法、健康和就业机会. 

• 开设六所新的公立学校, 并启动了多项令
人兴奋的新学术计划, 包括：- 在新近装修
的西奥多罗斯福高中 (Theodore Roosevelt 
High School) 开设的全球研究课程; 安那卡
斯提亚高中 (Anacostia High School) 的公共
安全学院; H.D.伍德森高中 (H.D. Woodson 
High School) 的两个信息技术和工程职业学
院; 以及在休斯顿小学 (Houston Elementary 
School) 开设的安那卡斯提亚

• 在 3 所高中试行大学和职业协调员计划(College 
and Career Coordinators Initiative), 包括全部老
年人申请上大学的 Ballou 高中. 协调员确保所有
学生都有对高中和以后的计划, 通过参观和游览
更多地接触大学, 并协助准备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SAT) 和完成联邦政府助学金免费申请 (FAFSA). 
明年, DCPS 将把这些协调员扩大到另外 6 所高
中. 

• 投资 400 万美元确保超龄、学分不足的高中生
能够在  DCPS  的四个机会学院[分别设于 Luke 
C. Moore 高中（第 5 选区）、华盛顿大都会
区高中（Washington Metropolitan High School, 
第 1 选区）、Ballou STAY 高中（第 8 选区）和 
Roosevelt STAY 高中（第 4 选区）]中顺利毕业.

• 再次向哥伦比亚特区大学 (UDC) 和 UDC 社区
学院 (UDC-CC) 投资 570 万美元, 这将使学校
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来满足学生、教师和员工
的需求,以及另外 5,050 万美元的投资, 用于稳
定 UDC 设施，确保学生获得最新的技术资源. 
UDC 获得中部州高等教育委员会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的再次认定.

• 拥护并签署生效了 2016 年《UDC 梦想修正法
案》(UDC Dream Amendment Act), 允许无证件
的学生支付州内学费, 获得当地的财政援助, 以
便在 UDC 系统内的任何学校或校园就读, 无论
其联邦移民身份如何. 

• 在 UDC 的 Van Ness 校园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共
生系统”温室, 将鱼类产生的废物转化为植物的
肥料, 而植物又会过滤进入鱼类栖息地的水源.

• 向特区公共和公立特许学校学生颁发 30 项 
DC-UP 优异奖学金, 包括 15 名高中毕业代表  
(Valedictorian) 和毕业生致词代表 (Salutatorian).

• 开放新的 20,000 平方英尺的伍德里奇图书馆 
(Woodridge Library), 为第 5 选区的居民提供 4 万
多册书籍、40 台公共.

投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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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在第 3 选区开始修建耗资 1,970 万美元的新的克

利夫兰公园图书馆 (Cleveland Park Library).

• 开始马丁•路德•金纪念图书馆 (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 Library) 耗资 2.08 亿美元现代
化改造, 将为区内居民提供一个新的一流的旗舰
图书馆. 

• 开始第 3 选区的 Palisades 图书馆和第 7 选区的 
Capitol View 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

• 在特区矫正治疗设施 (Correctional Treatment 
Facility) 开设“步入式”图书馆, 让被收容者可
以浏览近 1000 本书籍和编制程序.

• 授予第 4 选区的 Keene 学校特区双语公立特许
学校资格, 授予第 8 选区的 P.R.Harris 学校特许
学校育成中心资格, 以发展对独创性预科和国立
大学预科公立特许学校的建设. 这些学校将为超
过 850 名学生提供服务.

Bowser 市长祝贺家乡英雄 – 世界拳击
协会 (WBA) 世界次中量级冠军 Lamont 
Peterson。Lamont 不仅是一个特区本地人, 他更是
因充满关爱的教练和导师的指导和支持而获益的
青少年的范例. Lamont 的故事是特别的, 但他的
教练 Barry Hunter 表现出的无私却是我们社区的
一个常见故事. 每一天, 全市的充满关爱的成年
人都会抽出时间去引导、指导和辅导年轻的华盛
顿市居民. 现在就通过我们的 MBK-DC 计划引导
青年. 

进展

最大的
教育投资

开设罗恩布朗大学
预科高中

改进最快的
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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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更强大的特区

使用“私人安防摄像机激励计划”的居民和企

业安装的摄像机数目 

自 2015 年 1 月以来, 街道上的救护车数量增加

自 2016 年 3 月以来, EMS 培训时间增加

2014 年至 2017 年初至今, 暴力犯罪率降低 

2014 年至 2017 年初至今, 凶杀案件减少

2014 年至 2017 年初至今, 抢劫案件减少

2014 年至 2017 年初至今，盗窃案件减少

29%

11%

23%

+40%

+5,902

+3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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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继续努力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强大的 特
区, 我相信 Newsham 局长具备成功领导我们的警
察部队的能力和关系. 他了解并相信社区警务, 并且
他也被社区成员信任. 作为临时局长, 他领导了一次
成功的总统 就职典礼工作, 并反复展现出他对于透
明度和可及性的承诺. Newsham  局长真正重视和
尊重 华盛顿特区的居民, 我知道我们将能够 共同努
力, 捍卫和保护我们的特区价值观.”  

- Muriel Bowser 市长任命大都会警察局局长 Peter 
Newsham

第一天起, Bowser 市长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所有特区居民的安全和福祉. 虽然华盛顿特区在过去两年里
暴力事件持续减少, 但在每个华盛顿市居民都感到安全之前, 我们是不会满意的. Bowser 政府继续利用立
法、预算和行政等一切手段, 打击犯罪和结束暴力循环. 从提高社区警务工作到向受暴力影响的家庭和
个人提供更多的环绕式服务，我们正在改革我们的公共安全机构和刑事司法系统, 使其能更好
地为更多人工作. 随着我们加大努力防止新的暴力循环开始, 我们正在努力切断在许多家庭都存在的暴
力循环. 我们将继续努力, 携手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强大的特区, 我们永远不会允许暴力成为一种无法改
变的事实. 无论我们个人是否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都一定可以一同努力, 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 Bowser 市长任职的第一年, Bowser 政府提出
了“更安全、更强大的特区”计划, 这是一项全面的
公共安全议程, 旨在打击哥伦比亚特区的暴力犯
罪、保护我们的城市安全强大. 计划包括实施 “
更安全、更强大的特区社区伙伴关系办公室”, 该
计划致力于通过调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各
种社会和保健服务, 以解决生活因暴力事件而被悲
剧地干扰的家庭的迫切需求. 拥有广泛基础上的防
范策略扎根于公共卫生, 并明白仅通过执法无法有
成效地减少社区暴力. 这种做法促成了以社区为导
向的犯罪预防和公共安全模式. 特区投入大量时间
和资源, 在社区内发展长期的可持续关系, 并向受
暴力犯罪影响最大的社区提供资源. 总的来说, 这
些投资结合直接警务和公共安全工作, 帮助减轻犯
罪增加, 扩大了特区居民的希望和机会. 

• 定落实暴力预防工作 - 启动“抢劫干预专责小
组”. 

• 成为第一个为所有巡逻人员 全面配备随身摄
像机的市政警察部门

• 增加了整个特区安装的私人安防摄像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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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启动地区的非法枪支计划, 要求公众帮助
识别携带枪支的暴力罪犯. 

• 100 多名社区成员从为期六周的大都会警察
局社区参与学院毕业.

• 通过将警察学员计划的合格年龄从 21 岁延长
到 25 岁, 以及鼓励我们较年长的、更有经验
的警官继续留在警队, 从而建立更强大的警察
部队.

• 在安那卡斯提亚高中开设公共安全学院, 帮助
特区年轻人做好准备来保护和服务他们自己
的社区.

• 举办第一届“更安全、更强大、更智能黑客
马拉松”, 汇集了整个地区的公民黑客, 提供
有关犯罪地图的反馈意见, 并向特区公共安全
传播者提出建议.  

• 投资于能够让 MPD 从特区内招募和留住更多
有才华的警官的计划 – 通过将警察学员人数
从 35 人增加到 70 人, 并允许特区的高中毕业
生在为 MPD 工作的同时, 领取全额学费奖学
金就读哥伦比亚特区大学. Bowser 政府正在
通过以下方式改革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

• 投资地区的罪证化验室, 确保我们使用最好的
科学标准处理证据.

• 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特区总检察长合作, 加
强努力, 以减少华盛顿特区的重复违法行为和

增加起诉犯罪的律师人数, 以实现快速公正.

•    弥补 GPS 监控法中的一个漏洞：以前允许被
      命令佩戴电子监控设备的监督释放人员在取
      下、破坏或篡改设备后不受惩罚。

• 向为犯罪受害者和回归公民提供服务, 以及努力
减少逃学和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组织授予 2400 万
美元资金.

在今年年初, 大都会警察局 (MPD) 转向 部门警务, 
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 将在整个部门建立更出色的
问责制和表现. 部门模式还确保年轻的指挥人员能
由更有经验的同事指导.

MPD 继续凭借其技术使用而作为全国性模范. 最明
显的是, MPD 青年和家庭服务部门开始积极地使用
社交媒体, 使失踪者立刻受到公众的关注. 这些推文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往往是寻找失踪人员的
关键因素. 

由于有更多关于帮助防止年轻人离家出走的公众对
话和兴趣, Bowser 市长宣布地区将采取六项措施, 以
保护华盛顿特区的易受伤害的年轻人, 确保我们不
仅能在年轻人被报告失踪时找到他们, 还能将系统
和计划落实到位, 以支持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 

更安全、更强大的特区

Bowser 市长的“私人安防摄像机激励计划”
和“私人安防摄像机优惠券计划”已在全市范围
内扩大. 这些计划旨在帮助阻止犯罪和协助执法
人员调查, 为购买和为其财产安装安防摄像系统
的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宗教机构提供折扣
和优惠券. 安防摄像系统也在大都会警察局登记. 
访问 ovsjg.dc.gov 了解更多信息.

帮助让特区变
得更安全
和更强大 

安装私人安防摄像系统, 并
申请折扣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ovsjg.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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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月进展报告

给予居民公平的第二次机会

当涉及刑事司法体系的居民对社会偿还他们的债务
并遵守其释放条件时, Bowser 政府认为他们应该获
得公平的第二次机会. 

• 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特区法院联合发起“法
院转移”计划, 为连续轻罪犯提供参加补贴就业
计划的机会, 以替代监禁

• 宣布修订目前阻止某些特区居民重返社区的地
区法律的计划, 不再自动撤销或暂停以前被判犯
有贩卖毒品罪的回归公民的驾驶执照.

Bowser 市长，消防队长 Gregory Dean 和“服务特
区”(Serve DC) 总监 Delano Hunter 庆祝一个令人难以置信
的“Hands on Hearts”成功故事. 在 2016 年 10 月 7 日, 在接
受 “Hands on Hearts”心肺复苏术计划培训不到 24 小时后, 
一名特区居民便为一名同事实施了挽救生命的徒手心肺复
苏术, 被抢救者已经全面康复. “Hands on Hearts”计划为华
盛顿特区的社区提供免费的挽救生命的徒手心肺复苏术培
训. 如果您或您的组织想要注册参加“Hands on Hearts”培
训，请访问 serve.dc.gov.

为所有
 MPD 

巡逻官员配备随身摄像机 
重新认证 特区 

DNA lab 实验室
增加

可用救护车的数量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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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特区

减少年度碳排放量

夏令营参加人数增加

美国健康指数评选的“最健康城市” 

连续三年在美国环保署 (EPA) 评选的拥有最
多“能源之星®”认证建筑物的美国大都市地
区名单中排名第一

新的共享自行车站
+25

3
百万人骑共享自行车出行

城市的室外游泳池游客人数 - 创
历史最高纪录

261,000

21%
排名第 2
排名第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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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月进展报告

Bowser 市长于 2016 年 12 月前往墨西哥城, 代表
华盛顿特区出席“C40 城市”会议 - 自去年《巴
黎气候协定》以来最大的地方领袖聚会. 这次峰
会的举办是因为我们知道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取决
于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

在华盛顿特区, 我们正在正面解决气候变化, 继续努力为后代建设一座适应型城市. 因此, 华盛顿
特区的人均 LEED 和能源之星认证建筑物数量在全国大都市地区中排名第一, 人均绿色屋顶平方
英尺数在全国排名第一, 骑自行车、步行和往返通勤率在全国名列前茅. 

• 今天, 华盛顿特区处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决定性有效行动的前沿, 自 2006 年以来, 我们
的年度碳排放量减少了的 24% 以上. 我们致力
于在 2032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 到 
2050 年之前减少 80%. 在 Bowser 市长的领导
下，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超过三分
之一的政府建筑使用的能源都是来自风力和本
地发电的太阳能电力. 事实上, 到 2032 年（距
目前仅 16 年）, 我们将通过可再生资源供应至
少一半的整座城市的电力.

• 尽管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但我们在建立一个
更适合自行车出行的特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
的进展. 今天, 我们有 145 英里的自行车道和小
径. 去年秋天, 我们完成了安那卡斯提亚小径的 
Kenilworth 路段, 今年夏天, 我们将在西北部分
开设 Klingle Valley 小径. 过去一年,“首都共享
自行车”增加了 25 个新的共享自行车站；整
个地区有 300 多万次共享自行车出行；而通
过社区合作伙伴计划, 还将有更多居民可以使
用“首都共享自行车”.

• 在过去两年中, Bowser 政府专注于建设一个更
健康、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华盛顿特区. 我们
认为, 没有什么比我们居民的健康和福祉更重
要, 这就是为什么 Bowser 市长向特区居民免费
开放所有特区健身中心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继续增加世界一流的娱乐中心和游乐场
数量, 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投资, 以确保更多的公
立学校学生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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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 引入立法, 使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第一座建
立“绿色银行”的城市 – “绿色银行”是
一个创新政策工具, 旨在通过消除利用私人
投资的前期成本和提高公共基金的效率,从
而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部署.

• 与蒙哥马利县行政官 Ike Leggett 和乔治王
子县行政官 Rushern L. Baker 三世一同签署
了《安那卡斯提亚河协议》(Anacostia River 
Accord), 重新承诺清除安那卡斯提亚河、其
支流和流域的垃圾.

• 宣布一项 2500 万美元的私人清洁能源融
资协议, 用于安装最先进的能源和水源节约
措施, 包括一座 884 千瓦太阳能电池阵列,
以及拥有 20,000 个座位的华盛顿特区联队 
Audi Field 足球场的雨水保留系统. 这些措
施由特区房屋评估清洁能源 (DC PACE) 计
划资助, 该计划是特区的创新绿色融资解决
方案, 属于公私合营, 使当地贷方能够免费
为纳税人的有益环境的项目提供资金. 这项
融资协议标志着迄今为止发放的全国最大
的单项 PACE 资金, 以及第一笔为体育场项
目而颁发的资金.

• 签署了 2016 年《渔业和野生动物综合修
正法案》(Fisheries and Wildlife Omnibus 
Amendment Act), 授予能源和环境部 
(DOEE) 更多的权力来保护自然资源, 以及
出售和管理休闲捕鱼许可证, 增加对特区水
生生物、湿地和海岸线的环境保护.  

健康的特区

在我们寻求减少碳足迹的同时, 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
力量也是 Bowser 市长的主要优先事项. 市长与马里
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州长一同制定了建立地铁安全委
员会的立法, 这个监督委员会将为华盛顿都会区运输
局 (WMATA) 提供安全监督. 该委员会是建立一个更安
全、更可靠的地铁系统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区域合
作可以实现的目标的一个范例. 

就像我们的城市一样, 可持续发展的特区计划也在不
断演变. 为了反映自五年前计划首次发布以来所发生
的这些变化, 我们正携手社区, 以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
的更新. 访问 sustainabledc.org 参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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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月进展报告

Bowser 市长于 2017 年 6 月 5 日签署了市长令，
肯定了特区对《巴黎气候协定》– 减少全球碳排
放的历史性协议 – 的承诺。她与其他 200 多位
市长一起签署了协议中对“采纳、履行和维护承
诺”的保证。

• 公布了两个新的“州级”物种, 将美洲西鲱鱼 
(American Shad) Hay’s Spring Amphipod 作为华
盛顿特区的官方鱼类和片脚类动物.

• 增强整个特区内的娱乐设施： 

       o 在第 7 选区开设新的 Kenilworth 
            娱乐中心；
       o 在第 7 选区开始修建新的 Marvin Gaye
            娱乐中心 ； 
       o 在第 7 选区开设新的 Ridge Road 
            社区中心；
       o 对第 7 选区的  Benning Stoddert 
            社区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建； 
       o 翻新第 8 选区的 Oxon Run 游泳池； 
       o 在哥伦比亚高地广场 (Columbia Heights 
             Plaza) 和东方市场广场 (Eastern Market 
             Plaza) 安装了两个太阳能供电的 
            Wi-Fi Soofa 长椅； 长长长 
       o 在第 1 选区的 Banneker 
            游泳池安装第一个售货亭；以及 
       o 升级 5 个健身中心和 3 个游乐场

我们认识到, 在保护环境和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城
市方面, 所有华盛顿市居民都可以发挥作用. 无论
是通过参与我们新的“减少食品浪费计划”(Food 
Waste Drop-Off), 向公园和休闲局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学习一种新的运动, 还是骑
自行车上学或上班, 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帮助特区变
成一座更健康、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城市. 访问 
sustablec.org 了解更多信息. 

签署《安那卡斯提亚河
协议》

推出第一部“绿色
银行”立法 

采购更多
清洁能源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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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源

连续平衡预算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年度审计中未发现任何重
大缺陷

新的在线可用数据集 

居民参加预算参与论坛

0
第 22 次

+100s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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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月进展报告

Bowser 政府继续努力在政府提供服务方面寻求创
新, 并分享有关社区可以如何帮助政府, 使华盛顿特
区继续作为一个温馨的家园的信息.

• 启动openbudget.dc.gov, 为居民提供有关特区预
算的更深入了解, 提高透明度, 在各级政府改进
问责制. Openbudget.dc.gov 让居民能够深入了
解特区的运营和资本预算, 提供有关年度预算帐
簿中目前支出的详细信息. 用户友好型门户网站
按年份和费用类别绘制支出图表, 并允许下载数
据、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以及将数据合并到一系列
图表和图形中.

• 通过就业服务部的 “L.E.A.P.”（学习, 赚得, 推进, 
繁荣）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在 311 服务中心雇用 
35 名额外的电话接听员, 该计划是利用“赚钱并
学习”方法建立的互相连接合作伙伴网络, 联系
失业的特区居民提供就业、教育和培训机会. 

• 宣布报告城市服务问题和向 DC311 提出请求的
五种方式。居民可以发送短信“DC311”(3-2-3-1-1)
、访问 311.dc.gov、使用 DC311 移动应用程序（
可从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获
取）、发送推文至 @311dcgov 或致电 311 服务中
心的实时代理. 我们的目标是让特区居民能够尽
可能方便地报告问题. 

• 发布《2016 年高龄友善特区进展报告》. 高龄友
善特区是对本地区努力转变成一座更容易养老
的城市的体现. 通过政府、私营和社区合作伙伴
的工作, 我们在成为一个更容易和更受欢迎的养
老城市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该报告标志着计
划完成第二个整年的实施, 并跟踪了“高龄友善
特区战略计划”跨 10 个领域的 75 项战略的进展
情况. 在 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将举办一系列“高龄
友善特区研讨会”, 以教育和吸引各年龄段的区
内居民. 若要了解如何参与使我们的地区成为高
龄友善运动的全球领导者, 请致电 (202) 724-5622 
报名参加研讨会. 

特区有望在 2017 年 10 月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定
的美国第三座“高龄友善城市”. 在第二年实施过
程中取得的成就包括：

• 启动“安全在家计划”(Safe at Home 
Program), 为家庭改造提供高达 1 万美元的补
助金. 

• 西广场 (Plaza West) 破土动工, 这将提供 223 
个单元的经济适用出租住房, 包括为祖孙家

   （由祖父母抚养孙子女）提供的 50 个单元. 

• 试行代际园艺计划, 以便在暑期维护学校花园. 

• 认定 32 家本地企业为“高龄友善企业”, 使认
可企业总数达到 43 家, 分布在全部 8 个选区. 

• 启动“替代就业途径计划”(Alternative 
Pathways to Employment Program), 以更新 50 
岁以上高龄居民的工作技能, 使计划毕业生获
得良好的工作. 

• 培训近 200 个性少数群体 (LGBTQ ) 文化能力
直接服务提供商. 

• 向金融证券公司人员提供“Senior$afe”培训, 了
解如何发现和报告财务剥削. 

高龄友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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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与旧金山市长 Ed Lee 和欧洲、北美和中东
的一些最伟大的城市的一项新的合作, 称为“全
球城市首席信息官理事会”(Council of Global 
City CIOs). 由亚特兰大、旧金山、纽约市、芝
加哥、西雅图、波士顿、奥斯汀、迪拜和海牙
的技术领导者共同领导, 新的理事会将致力于寻
求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公
民受益. 他们将一起建立一个智能城市模型, 重
点关注服务所有人的宽带, 并强调使用开放资源
技术.

• 宣布居住在特区房屋委员会房屋中的 1,785 户家
庭现在可以通过 dcConnectHome 计划免费使
用无线网络连接, 超过连接 1,500 户 家庭的目
标. 华盛顿特区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选中参加 ConnectHome 计划的全国 28 个社区
之一, 这项联邦计划旨在增加 HUD 服务家庭的
接入和技术教育. 访问 connect.dc.gov 了解有关 
dcConnectHome 的更多信息. 

• 想要在华盛顿特区开展业务? 感谢新的在线商业
门户网站 – mybusiness.dc.gov 现在有了一种更简

单的方法. 现在. 大多数企业不需要再去消费
者和监管事务部 (DCRA) 办理手续便能够申
请营业执照、更新许可证或者成为认证商业
企业.   

• 创建“Lab @ DC”, 一个新的创新研究团队, 它
采用科学的方法来产生及时和高质量的证据, 
以通知特区最 重要的政策决定者, 改善对特
区居民的服务.“Lab @ Dc” 有超过 15 个项目
正在进行中, 但迄今为止其最大的项目是对
特区新的随身摄像机计划的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结果将于 2017 年夏季公布. 

• 举办“24 CapSTAT”, 这是一项由 Bowser 市长
重新启动的计划. CapSTAT 使用数据对特区
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快速、深入的研究, 然
后将 Bowser 市长和她的高级领导团队聚集
在一起, 讨论这些挑战和解决方案. CapSTAT 
现已针对紧急医疗服务改革、割草、311 服
务、911 服务、许可、抢劫等问题（此处仅
举例）而召开. 您可以访问 oca.dc.gov/page/
capstat 观看 CapSTAT 和查看其使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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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宗教与爱自由
 

为所有的特区居民提供服务, 无
论他们是否是移民身份

改革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 并提
供第二次机会 

加快学校改革, 使每个选区的所
有儿童都能有蓬勃发展 的机会

赋予妇女和女孩权力, 并投资于
她们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志向
 

坚持对于安全和可负担住房及医
疗保健资源是通向中产阶级的关
键组成部分的信念

保护环境, 对抗气候变化

通过州地位享受我们国家的完整
民主权

“这些是我们的特区价值观，作为你们的市长，我将为它们抗争、
投资于它们并且保护它们。” 

- Muriel Bowser 市长

#特区价值观



30 个月进展报告

• 宣布资助第十四街走廊上备受期待的 
MetroExtra 限停巴士路线. 新的 59 号路线
将服务于 Takoma Metrorail 车站和 Federal 
Triangle Metrorail 车站之间的区域. 除了现有
的 52、53、54 路巴士服务外, 还将运行限停
巴士服务. 这条路线最初将在平日的繁忙时段
运行, 每 15 分钟发车一次. 

MuralsDC 致力于通过设置以社区为重点的壁画
来打击非法涂鸦. 我们正在寻找有长期被标记的
墙壁的建筑物业主, 或者是那些位于有可能遭到
涂鸦的地区、并愿意向这项免费计划贡献墙壁
空间的人士. 今年, Bowser 市长宣布, 特区将在
全部 8 个选区内投资创造 8 个新壁画. 在 Twitter 
或 Instagram 上使用 #NominateMyWall 来提名一
面墙壁。

更高的特区政府
透明度 

采购改革 更容易通过 311 
申请城市服务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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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Office of the Mayor （市长行政办公室）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哥伦比亚特区政府）
135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04

在线访问 @ dc.gov/6MonthReport

在线访问 @ dc.gov/18Mont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