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会政策编号 009 

歧视投诉程序 

该政策旨在建立一个程序，根据该程序，非 SANDAG 员工可以针对 
SANDAG 提供的服务或 SANDAG 活动中存在的歧视进行投诉。  

背景 

SANDAG 的政策遵守州和联邦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包括 1990 年《美国残

疾人法案》（ADA）、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其他

联邦和州的反歧视法律。SANDAG 禁止其员工、承包商和顾问在其项目、

活动和设施中存在歧视行为以及含有歧视内容。SANDAG 在开展政府业务

时不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包括怀孕、分娩、哺乳或相关健康状况）、

信仰、宗教、国籍、年龄、婚姻状况、血统、健康状况、残疾、军人或退伍

军人身份、低收入状况、英语水平、遗传信息、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或

受任何其他受联邦、州或地方法律保护的类别方面进行歧视。任何认为自己

受到歧视或被拒绝获得法律规定其享有的服务或住房设施的人，均有权使用

此投诉程序。 

以下程序同样适用于任何与已禁止歧视相关的投诉。 

程序 

1. 适用性 

本投诉程序适用于所有非 SANDAG 员工。这包括但不限于 SANDAG 的访

客、公众成员、董事会、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供应商、与 SANDAG 进行

业务往来的人员、或者在使用由 SANDAG 员工、承包商或顾问提供的 
SANDAG 服务过程中认为自己受到歧视的其他任何人员。一般而言，它旨

在解决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1 与要求的服务、住宿、或 修改 SANDAG 的 惯例及要求有关的纷争

；  

1.2 项目、出版物或活动的不可访问性；以及 



1.3 加州或联邦法律所禁止的骚扰或歧视 

2. 合规官、ADA 协调员和 Title VI 协调员的统一身份 

多元和公平办公室主任是本政策的合规官和 ADA 协调员，也是 FHWA 法
规要求的 Title VI 协调员（统称为“合规官”），负责管理此投诉程序并确

保其合法性。合规官联系信息： SANDAG, 401 B Street, Suite 800,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1；电话号码：(619) 699-1900。 

3. 初步审查程序 

3.1 非正式解决程序——作为投诉程序的先决条件，在提交下方所列的正

式投诉之前，投诉方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联系合规官寻求协

助，以通过非正式方法解决问题，通常在投诉方意识到 SANDAG 行
为或疏忽可构成投诉主题后约十五 (15) 个日历日内。如果合规官未能

迅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通常在大约三十 [30] 个日历日内）

，合规官将采取第 3.2 小节中所述的措施。  

3.2 审查小组——合规官将组建一个特别审查小组，审查提出的问题。该

小组将由以下人员（或其指定人员）组成：合规官、一名管理人员、

一名副首席执行官，以及（视问题而定）其他相关人员。该小组将审

查请求，开展调查并尝试在请求或启动第二次审查后大约三十 (30) 
个日历日内解决问题。小组不需要发布正式报告，但小组将在致投诉

方的信函中记录审查结果。如果投诉方不满意审查小组对事件的处理

结果，投诉方可依照下述程序提交正式投诉。  

4. 正式投诉 

如果上述初步审查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投诉方可以按照下述方式提出正式的

投诉。  

4.1 提交正式投诉的时间——正式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必须在

投诉方收到上述初步审查过程的结果通知后的十 （10） 个日历日内

提交。  

投诉内容——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包括所附歧视投诉表中要

求的信息。投诉方还必须附上审查小组的信函副本，说明上述初步审

查程序的结果。  



4.2 投诉地点——投诉必须提交给合规官，地址为 SANDAG, 401 B 
Street, Suite 800,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1；传真号码 (619) 
699-1995；电传打字机号码 (619) 699-1904。  

收到投诉通知——收到投诉后，合规官将审查投诉的时效性和投诉程

序的适用性，并向投诉方提供确认收到投诉的书面通知。  

4.3 调查——合规官或其指定人员应立即展开调查。在进行调查时，合规

官可能会对其认为掌握相关信息的任何个人（包括员工和公众）进行

面谈、咨询和/或要求其对投诉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书面答复。合规办

公室也可自行决定是否举行非正式听证会。 

4.4 代表——投诉方和投诉指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指定一名代表。当事人

应说明是否由代表协助，如需要，应说明代表的姓名。就本程序而言

，代表可以在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出席诉讼的情况下担任律师。  

4.5 调查结果和通知——调查完成后，合规官将准备并发送一份最终报告

给投诉方以及投诉所针对的任何一方，报告内容包含调查概述、书面

调查结果和建议处理结果。该报告预计在提交正式投诉后的四十五 
(45) 个日历日内送达。SANDAG 首席执行官可以出于正当理由延长

截止日期。在适当的情况下，最终报告还应提供给执行建议处理结果

所需要的授权人或任何决定所有人事行动是否适当的人员。  

4.6 最终处理结果——合规官提出的处理结果应立即生效。投诉方或投诉

或建议处理结果所指控的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向首席执行官提出

上诉（如下所述）不会中止合规官的建议处理结果的执行，除非首席

执行官认为存在中止执行的正当理由。  

5. 紧急事件 

当适用于本投诉程序中规定的任何截止日期或程序由于投诉的性质、事件的

紧迫性或即将发生的事件而出现问题时，应投诉方的要求，合规官将确定是

否可以采用适当的加急程序。  

6. 补救措施 



根据本投诉程序，可能的补救措施包括纠正措施、改变歧视影响或结束骚扰

的行动，以及提供合理住宿或适当的持续处理措施。如上所述，合规官报告

的副本可在适当情况下发送给相关人员，以确定是否应采取任何人事行动。 

上诉 

6.1 在最终报告发布后的十 (10) 个日历日内，投诉方或投诉所针对的任何

一方可以就合规官的决定向首席执行官提出上诉。  

6.2 可以通过向 SANDAG 首席执行官提交书面审查请求来提起上诉，地

址为 SANDAG, 401 B Street, Suite 800,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01；传真号码 (619) 699-1995；电传打字机号码 (619) 699-1904
。  

6.3 书面审查请求必须具体说明提出上诉的具体实质理由和/或基本程序

依据，并且不得以一般性的对建议处理结果不满为由提出上诉。此外

，上诉仅能针对已提交的正式投诉中提出的问题，或投诉程序本身的

程序错误，而不是针对新问题。  

6.4 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员的审查应仅考虑以下问题：决定是否是在基

于适当事实和标准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当或无关事实或标准是否严重

影响决定，以致对投诉方造成了损害？是否有任何程序违规行为严重

影响了事件结果，以致对投诉方造成了损害？鉴于适当事实、标准和

程序，决策者是否可以合理做出决定？  

6.5 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员的书面决定副本预计将在提出上诉后的三十 
(30) 个日历日内发送给相关方、合规官、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发送给

授权处理该事件的人员。首席执行官可以出于正当理由延长截止日期

。首席执行官或其指定人员对上诉做出的决定将为最终决定。  

  



7. Title VI 投诉  

根据《民权法案》第六章 (Title VI) 的规定，SANDAG 在运营其项目时不得

存在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的歧视。为了遵守《联邦法典 49 号－危险物质

规则》 (49 CFR) 第 21.9 (b) 节的规定，联邦交通管理局 (FTA) 和联邦公路

管理局 (FHWA) 资金的受助人和次级受助人（如 SANDAG）需要制定调查

和跟踪 Title VI 投诉的程序，并根据要求向公众提供提交投诉的程序。本政

策包含公众成员应遵循的程序，以便获取有关 SANDAG 非歧视义务的更多

信息或对 SANDAG 提出歧视投诉。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类别的人认为自己受

到 Title VI 禁止的歧视时也可以向 FTA 或 FHWA 提交书面投诉。除非 FTA 
或 FHWA 延长了提交时间，否则应在涉嫌歧视发生后的 180 天内提出投诉

。关于 SANDAG 联邦资助项目的 Title VI 投诉可发送至以下相关资助机构

：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Civil Rights 

Attention:  Complaint Team 

East Building, 5th Floor-TCR 

1200 New Jersey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90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Attention: Office of Civil Rights 

1200 New Jersey Avenue, SE 

8th Floor E81-105 

Washington, DC 20590 

8. 保密性 

SANDAG 将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投诉方和可能成为投诉对象的个人的隐私。

然而，SANDAG 不能保证隐私不受披露，尤其是在完整调查需要或法律要

求的情况下。 



 

 

2003 年 6 月通过 

2004 年 11 月修订 

2010 年 1 月修订 

2012 年 2 月修订 

2013 年 10 月修订 

2017 年 1 月修订 

2022 年 11 月修订 

  



歧视投诉表 

说明：如果您认为 SANDAG 涉嫌对一个人或多个人的歧视，请用黑色笔或

以打印形式完整填写此表格。签名并寄回给第 2 页所列的地址。残疾人士可

以根据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发起投诉，例如，个人采访或投诉录音。  

投诉方：  

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  

电话： 

家庭

：  单位： 

 

 

 

受到歧视的人：（如果不是投诉方）  

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  

电话： 

家庭

：  单位：  

 

歧视发生时间是？ 

日期

：   

 



描述所指控的歧视行为，提供涉嫌歧视的人员的姓名（如有必要，请使用

第三页的空白处）。包括您认为歧视基于的类别（种族、肤色、残疾、健

康状况等）： 

 

 

 

 

 

 

 

 

是否已向司法部或任何其他联邦、州或地方民权机构或法院提出投诉？ 

是：  

否

：   

如果是，请填写： 

机构或法院：  

联系人：  

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  



电话：  

提交日期：  

 

提供额外答案的空间： 

 

 

 

 

 

 

 

签名：  

日期：   

返回： 

Compliance Officer – Office of Diversity and Equity 
SANDAG 

401 B Street, Suite 800 
San Diego, CA 92101 

电话： (619) 699-1900；传真： (619) 699-1995 
电传打字机号码： (619) 699-1904 

OfficeofDiversityandEquity@sandag.org 

  

mailto:OfficeofDiversityandEquity@sand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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