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DELL 公共事業區
債券選舉命令
Dowdell 公共事業區（下稱「本區」）董事會已於 2018 年 2 月 15 日在例行會議地
點會面，出席董事達法定人數，具體如下：
Jerry L. Nelson，主席
Allison Copony，副主席
James J. Bertus, 秘書
Christopher Kotran，助理秘書
Danny Staab，董事
下列人員缺席：
無
會上處理了如下事宜：
下文載列之命令業經提出，供董事會考量。該命令經適當動議和附議后予以採納。
經討論，動議獲得通過，投票情況如下：
贊成:所有出席董事。
反對：無。
特此採納如下命令：
鑑於，Dowdell 公共事業區已依法設立；該區董事已按法律要求獲得資格並滿足任
職要求；該董事會採納了關於收購和建設工廠及改善工程的方案以實施該董事會組建之目
的；該區工程師已向該董事會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工程師報告，該報告中涵蓋待購置或建設
之工廠、改善工程、設施、廠房、設備與器具以及各項之估計成本，連同充分顯示並解釋
上述各項的地圖、制地圖、概況和數據，該工程師報告及其隨附項目經由本區董事會批准，
提交至本區會議地點及辦公地點並可供公眾審閱；且設計上述廠房和改善工程之目的系配
置一處水和污水管道系統及一處區內土地排水系統，以供本區之內及今後可能併入本區之
土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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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工程師和本區董事會估算費用如下：
施工成本：
供水、蓄水和配水系統、廢水收集和處理系統

$33,000,000

雨水排放和滯留系統

$16,400,000

施工非预期事项、調查、計畫
和工程

$12,350,000

總額：

$61,750,000

附帶費用：

$2,000,000

發行和銷售債券的行政管理費用，
包括財務顧問費和律師費、
估計施工期間債券利息、
債券折價以及施工期間運營費用

$11,250,000

合計總額：

$75,000,000

鑑於，董事會未對工程師建議的工作或工程師的方案和報告做出任何變更或修改；
且未獲准或發行任何本區預備債券；已滿足發佈債券選舉命令條件的所有要求；且董事會
認為應舉行一次選舉以提交下文載列之提案。
鑑於，本區董事會已決定，在統一的選舉日舉行選舉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
故此，本區董事會現命令如下：
第 1 條.

本命令前言中所陳述之情況與事實據查均為屬實、正確及完整。

第 2 條。

Dowdell 公共事業區應於 2015 年 5 月５日，在本區範圍內舉行一項

債券選舉。地點是 Schultz Elementary, 7920 Willow Forest Drive, Tomball, Harris
County, Texas 77375 本區範圍內。
第 3 條。

在該選舉中，應向本區合格選民呈交以下提案，供其就此採取行動：
提案

Dowdell 公共事業區現擬發行最高總額為七千五百萬美元($75,000,000)、從發行之日
起在不超過四十(40)年期限內陸續到期 ，而且其發行與銷售價格及承擔利率由管理區
董事會全權決定並由發行當時德克薩斯州法律授權之債券。該債券將用於公用事業管
理區及任何今後可能併入本區的土地，用於購買、建造、收購、擁有、營運、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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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擴展供水及廢水消毒系統、地面水系統、地區污水處理設施和區內土地排水系
統，以及向任何區域水務管理當局或類似機構支付依法對本區徵收之費用；該債券另
將用於按法律目前或今後授權的任何方式歸還任何債券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債券，或用
於歸還本區因稅務而發行的全部或部份債券（不論在本區發行之前或之後，也不論是
否在區內本屆選舉時或先前或今後選舉時由本區發行），並擬透過依照聯邦憲法及德
克薩斯州法律對區內一切可稅財產徵集增值稅支付此類債券的本金及利息。您認為是
否應授權該市政公用事業管理區發行上述債券？
第 4 條.

選舉將依照 Texas 州選舉法的規定舉行。

第 5 條.

選舉應使用紙質和/或電子選票。選民如有要求，應向其提供西班牙

語、越南語或中文（普通話）選票、投票說明及提案。該投票應遵照目前為止適用之
Texas 州水務法及 Texas 州選舉法（修訂版）的要求進行，選票應以英語、西班牙語、越
南語和中文（普通話）列印如下內容：
正式選票
指示說明:

請在聲明部份旁邊的方框內填寫「X」，以表明投票人希望就
此事項做出的表决結果。

□贊成–
發行最高金額為七千五百萬美元($75,000,000) 的水、污水和排
水系統改進債券，並課徵從價稅以償付債券

□反對 第 6 條：

僅本區之合資格居民享有在本次選舉中投票之權利。全區應為該選舉

目的構成一個選區。
第 7 條.

現指定下列人士舉行此次選舉：
Cheryl Brisbane, 主審法官
Donna Ellison,候補主審法官

主審法官應當、且現已獲准委任至多六（6）名選舉書記員協助其進行此選舉。
第 8 條.

本區律師應當、且現已獲准並經安排，協助董事會秘書製備正式選票，

將選票譯為西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普通話），並取得和分發選舉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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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提前投票及其選票應遵照目前為止適用之 Texas 州選舉法（修訂版）

的要求。茲定於在 Schultz Elementary, 7920 Willow Forest Drive, Tomball, Harris
County, Texas 77375 舉行親自出席提前投票，並出於本選舉之目的，宣布此地點為本區
範圍內一處公共場所。提前投票場所於選舉開始前十二天（2018 年 4 月 23 日）至選舉開
始前四天（2018 年 5 月 1 日）期間每天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開放以供親自出席提前投
票之用，其中週六、週日和法定州節假日除外。郵寄選票申請應該寄至下列地址：
Dowdell 公共事業區選舉ˋ主審法官, 6403 Larkmount Drive, Spring, Texas 77389。
郵寄選票申請必須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辦公結束前寄達。
第 10 條。

應依法發布上述選舉通知。

第 11 條.

根據 Texas 選舉法第 3.009(b)條的規定，現查實並認定：

(a)

載於選票之提案語言如本命令第 5 條所述。

(b)

擬授權發行債券之目的如本命令第 3 條所述。

(c)

擬授權發行債券之本金如本命令第 3 條所述。

(d)
如本命令第 3 條所述，若債券獲得選民批准，董事會將有權在法定範
圍內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以償還債券的年度本金及利息。
(e)
根據本命令採納之日的債券市場情況，該債券銷售價格不限，所附利
率現估計為 4% 根據當前市場情況。此估計數字僅供參考之用，絕不應被視為構成
本區與選民和/或其他任何組織，團體，個人和/或集團之間的協議或具有約束力的
合同。此外，在此所包含的估計誠意利率絕不會限制本區的權力以發行根據在選舉
中由選民賦予的權力而授權的債券，本選舉是依據本命令舉行。
(f)
如本命令第 3 條所述，若債券獲得批准，將以一種或多種系列發行，
依次到期或按其他期限到期（不超過 40 年）。
(g)
截至本區財年開始時，即 2017 年 10 月 1 日，以從價稅擔保的本區債
券的未償還本金總額共計$53,615,000 美元。
(h)
截至本區財年開始時，即 2017 年 10 月 1 日，以從價稅擔保的本區債
券的未償還利息總額共計$10,853,475 美元。
(i)
2017-2018 財務年，本區的從價償債稅率為每 100 美元可徵稅財產估
值收稅$0.7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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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或副主席獲准執行本命令，且秘書或助理秘書獲准代表董事會見證本命
令；且上述各位官员均獲得授權，可執行與完成債務選舉相關的所有必要且合法的事務。
本命令於 201８年 2 月１５日獲得通過、決議和採納。
JERRY L. NELSON
主席
此證：
JAMES J. BERTUS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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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undersigned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Dowdell Public Utility
District,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regoing is a true and correct copy of the order made by said
board at its regular meeting on February 15, 2018, together with minute entry of that date
showing its adoption, calling a bond election to be held for and within said District on May 5,
2018. The originals of said order and minutes appear in the official minute book of the board, on
file in an office and meeting place of the District.
I further certify that said meeting wa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that notice thereof
was post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ex. Gov’t. Code Ann. § 551.001 et seq.

February 15, 2018
Witness my hand and the official seal of said District, on this ________________.

/s/ JAMES J. BERTUS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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