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拉民原住民族
二零一九年社群概况



特拉民（发音“特拉 – 阿 – 们”） 

         意指“我们的民族”

 斯莱牟（发音“斯莱 – 阿牟 – 恩”）

意指“我们的社群”，这个词源自于“特拉民”。

数千年来，我们所居住的领土地大物博，

其丰富的鱼类、贝类、野生动物和森林资

源得以让我们的民族赖以生存。



酋长克林特﹒威廉姆斯
地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鲍威尔河市，4779 Klahanie 
Dr.，邮编：V8A0C4

电话: 604 483-9646 
传真: 604 483-9769 
电邮: clint.williams@tn-bc.ca

前言
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们2019年的社区概况。这关乎为我们的访客、投资
者、企业和其他个行业友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关于特拉民原住民族的土地状
况和人文信息。

为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在我们的领地上创造更多的商务机遇和开展更多的业务项目，特拉
民原住民族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规划。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结合各项协议
规则，通过联合基本规划和与相邻政府机构合作的举措，在简化地方决策和支持业务稳定
性开拓方面不断努力。所有这些工作要求合作各方之间必须达到良好的沟通、确保协作和
信息共享，才可以保障特拉民民族地区对外来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吸引力。

通过我们的特拉民管理服务责任有限公司，特拉民社群可以与潜在投资者和对我方领域感兴
趣的各界人士探讨新的项目和规划。我们一直在探寻更多更好的方式来增加给我们民族的各

种可行性转机。

酋长克林特﹒威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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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口数量呈年轻态且迅速增

长趋势，四十岁以下的特拉民民族

人超过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我们是谁
现今特拉民民族位居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阳光海岸带上的鲍威尔河市的北部。

我们传统的疆域之上拥有非常丰饶的自然资源。我们所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并我
们的民族精神，都基于我们与祖先在这片传统领土上所沿袭下来的生生不息的繁
衍关系，以及祖辈们与土地之间保有的独特情系。我们将周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
利用了起来，用于出产工具、衣服、食物、住所、医药、运输和与其他第一民族
的贸易。为了获得这些资源，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偶尔离开他们的村庄。

我们的祖先遵循季节性的活动周期，将劳作的重点置于获取和加工食品及材料。
通常人们在冬季从不同的村庄来聚集到一起；当天气变暖时，又各自分散到不同
的地方，有时候，某一特拉民家庭会融入其他特拉民和第一民社群的成员，一起
参与特定的活动。

现如今，我们的人口总数约为一千一百人，约三分之二的成员居住在主要的村落
场所。我们的人口数量增长迅速，趋于年轻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族成员不满
四十岁。

特拉民的族人是坚韧不拔的、关爱他人的、强健有力的和意志笃定的。我们勤
劳、机敏、富有创造力。我们的人民在一些领域具有特别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包
括：捕鱼、水产养殖、林业、建筑、重型机械、餐饮和旅游业。我们也拥有悠久
的贸易史和民族企业创业历史。

我们将现代化技术植入固往已有的传统资源，通过持续使用的效应，不间断地获
得应有的产出收益。特拉民人经营鲑鱼孵化场和水产养殖业，管辖七个潮间带海
滩的使用权和一个深水区使用权。在哈伍德岛，特拉民人还拥有一个象拔蚌的养
殖使用权。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获得该领地内其他几个相关产业的使用权。

除此之外，我们从事林业经营。目前该行业每年可允许的树木砍伐量已超过5万
立方米，未来在实施完善特拉民民族条约之后，预计将达到每年10万立方米。

05.特拉民原住民族             二零一七年社群概况



我们的领土
条约前： 特拉民民族拥有六个位于温哥华北部130公里处的自然预留保护
区，这一地区属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阳光海岸带。这其中的总面积为1,907
公顷，比我们的传统领土少了1％。此外，特拉民民族还拥有与鲍威尔河市联
合持有的另外800英亩土地。

条约后： 特拉民民族拥有沿着奥克福和狄奥多西亚入口，从鲍威尔河到隆
德，超过8,322公顷并具有最高自主权的土地。这部分土地主要包括了在鲍威
尔河市内的土地和毗邻该地区城市内的土地。

06.

图例

主要村落部署  
（IR#1 – 我们的社群）

原始省自然预留保护区

土地调解条约

778.8 公顷

1,907 公顷

8,312 公顷

                      ● TLA’AMIN NATION
                          ● Powell River

        ● Courtenay/Comox

                                                         ● Sechelt
                                                                    ● Gibsons

                                                        VANCOUVER ●
                                                 ● Nana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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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地域

鲍威尔河市 – 历史摘要

在被欧洲殖民统治之前的数千年，阳光海岸
带曾是特拉民原住民族的家园，属于居住在
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一个更大的萨力士海岸原
住民民族的一部分。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欧
洲定居者开始登陆，刺激了当地的皮毛贸易
业和后来的淘金行业。在1800年末，鲍威尔
河市成为了大规模采伐作业建立资源开采的
热点地区。到了1930年代，鲍威尔河市已经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纸浆和造纸厂所在地，雇
佣工人多达2000余名。今天，该厂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浮式防波堤，包括10艘拆除的战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货船的船体。
鲍威尔河市市镇于1995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
街区，也是帕特里夏剧院——一个加拿大最
古老的，持续运营时间最悠久的电影院的故
乡。

“特拉民民族的领土有着惊人的美丽与不断变化的风景!”

鲍威尔河市是一个静谧的半乡村式沿海城市，人口约20,000人。目前，该城市是阳光海岸带最大
的社区，以其充满活力的社区生活、迷人的历史文化和世界级的户外休闲氛围闻名遐迩，每一个
来到这里的人在该地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期许。鲍威尔河市拥有全方位的城市设施，现已成为商
业、家庭和退休人士所向往的生活热点地区。

鲍威尔河市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纸张、木材、碎石灰石、贝类和增值产品。该地区的商务产业增长
亦极为迅猛，与日俱增地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商家，包括：Walmart, Staples, Canadian Tire, 
Rona, Marks, Safeway, Quality Foods, Save On Foods, Tim Hortons, Starbucks, McDon-
alds, A & W, 和Subway等零售商前来落户。该地区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海岸少数几个能
够提供价格合理的海洋工业用地，并提供深水域通道的地区之一。在实施特拉民民族最终条约
后，我们的民族将拥有超过70公里、并具有最高自主权的滨水地区资产。

图例

特拉民原住民族

市政

地区性区域

    Tl’amin Nation ●

              ●        ● Powell River
           Harwood Island



 《特拉民族最终协议》
2010年6月，特拉民原住民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政府，在历时了长达19年的谈判后，通过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条约处理
程序，就《特拉民族最终协定》的基本要素达成了协议。2014年春天，最终协议由特拉民原住民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
政府三方共同签署。该条约的生效日期为2016年4月。

《特拉民族最终协定》将决策6,360公顷的《土地调解条约》（见下图）。共计8,322公顷的所有特拉民原住民族土地，包括现有
的自然预留保护区，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特拉民原住民族，不再归属 《印第安法》管辖。除了萨瓦里岛上的小片土地和鲍威尔河
市的土地，特拉民原住民族将在这些土地上拥有立法权。由于特拉民原住民族是一个自治政府，决策将是有地方特色性的和合理
化自治的。

最终协定和其附属文件中涉及的很多
要素将会极大地改变原住民的经济状
况。随着土地的转让，带来的福利包括
$2,000万加元的净现金流，约$1,100万
加元的一次性资金转入，50年来每年共
计$65万加元的资源收入，稳定渔业和
贝类配给量，持有对居住在特拉民原住
民族土地上的居民可额外征收森林保有
权和对居民的征税权限。

该条约还将为现有的和未来的商业伙伴
提供利益，因为它为我们管辖土地和自
然资源的权力提供了确定性，为了确保
顺利过渡到自治，特拉民原住民族孜孜
不倦地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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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规划 
土地调解条约将为特拉民原
住人民和有意与我们合作、
开发自有土地的商业伙伴，
创造更多发展经济的机会。

通过广泛的社区磋商，可确
定社群成员的土地利用需求
和优先事项，以及经济发展
区，如商品房和工商业的业
务活动。

近期，特拉民原住民已经在
执行两个土地利用规划，
一个是关于民族储备土地
（2012年）；另一个是关于
《土地调解条约》（2014
年）。这两项规划都是通过
就土地使用的需要和社群成
员的优先事项为先决条件，
然后进行了广泛的社区磋商
之后，最终确认进行的。

我们已经确定了对不同的土地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战略地位的土地被指定用于发展经
济，如发展林业、水产养殖业，同时开展工商业活动，规划并建设旅游景区和开发商业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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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地带

前印第安民族自然保留区

其它斯莱牟土地–具有最高自主权土地

转移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所有权下的道路

斯莱牟民族调解条约土地 – 前具有最高自主权土地

斯莱牟民族调解条约土地 – 前私有土地

斯莱牟民族调解条约土地 – 前省隶土地

潜在添加 – 五年

潜在添加 – 永久持有 – 具有最高自主权土地

潜在添加 – 永久持有 – 省隶公有土地

潜在添加 – 永久持有 –省隶林地

潜在添加 – 公园用地

鲍威尔河市

水域

公园和保护区

图例
特拉民民族调解条约土地



社区规划
随着《特拉民族最终协定》的批准和签署完成，特拉民族已经转变为自治。对于特拉民原住
民与有意同我们合作开发这片土地的商业合作伙伴来说，土地和资本的移交，已经为将来的
经济合作及政治交谊，创下了诸多的机会。

这一举措为本族人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将体现在成员的就业机会和我们政府的收入来源上。通
过这一举措，我们得以重新投资，以取得进一步地发展，并完成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

就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重大事项，特拉民原住民族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和规划。简化决策性
程序和支持商务活动稳定性发展，已经确认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操作手段。这些包括
《特拉民民族土地法》（2003年）、《综合社区规划》（2007年）、《特拉民民族宪法》
（2009年）、《特拉民民族经济发展战略》（2011年）、《土地利用规划：预留保护区》
（2012）、《特拉民民族政府财政法》（2013年）和《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调解条约》
（2014年）。

我们还与邻近管辖区拟定了议定书协议、联合规划案和其他倡议发起书，以加强各区联合，
共创合作关系，为了支持该区域内经济增长的项目和相关的倡议，我们允许各区之间在本着
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进行友好协作，共创辉煌。

针对在自有地域上
如何开展经济活
动，并创建切实可
行的活动方式这一
课题，我们已经制
定了用于形成地方
性决策的有效手
段。

10.

有效治理举措 职能

《特拉民民族土地法》（2003年） 通过执行我们自己的律法，将储备土地的管辖权转让给特拉民民族，以适当地管理和控制自身利益。

《综合社区规划》（2007年） 为社区发展和民族建设制定详细研究报告。

包括实施计划和未来的战略远景。

《特拉民民族宪法》（2009年） “宪法”为特拉民公民与特拉民民族政府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特拉民民族经济发展战略》（2011年） 使用民族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方向。
识别和评估当前和未来的机遇。
通过完善律法和加强行政架构创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土地利用规划：预留保护区》（2012） 提供民族储备土地的利用和开发框架。

《特拉民民族政府财政法》（2013年） 规定由第一民族财务管理委员会核证的与民族财政有关的所有事项的管理、监督、控制和指导。

《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调解条约》（2014年） 提供《土地调解条约》对于土地利用和开发的框架。

确保工作人员在开发工作中遵循公正、透明和一致的决策宗旨。



  资质证书

2013年12月，特拉民民族获得了第一民族财政管理委员会（FMB）颁发的财务业绩证书。该证书是根据第一民族政府七个财务比率的
应用，对特拉民民族财务状况进行地评估后授予的业绩评量资质报告，它要求第一民族通过并符合第一民族财政管理委员会的财务
管理法律法规，按照标准遵从财务管理法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一民族财政管理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金融组织，它基于国际公认的标准建立了金融管理规范和财务绩效准则。获得该管理委员会
的认证至关重要，原因有二： 首先，它可以向所有利益相关者（社区成员、投资者和其他政府等）证明，原住民族正在以高度负责
地态度和透明化地管理方式打理着其财政事务，并向着以获得该委员会的认证的方向努力做为。

其次，通过该认证可以使原住民族从第一民族财政局（FNFA）获得资本融资。第一民族财政局是基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市级财政
局的管理标准而衍生的组织机构，提供了等同于自其他政府享有地进入资本运作市场的权益。获得第一民族财政局给予的集中借款
的权益，会使得特拉民族能够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吸引外部私人投资来推进自己的社区规划及发展。

有关财务管理委员会认证书和第一民
族财政局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fnfmb.com  |  www.fnf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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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的商业机构
特拉民民族人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积极从事着自身的经济发展。在与欧洲
建立联系之前，我们从事自然资源地开采和与其他第一民族的贸易。特拉民民
族的人民将继续积极参与并努力成为加拿大殖民化资源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近，特拉民原住民族通过各种措施积极地整控其土地和资源，包括《特拉民族最终协定》
土地管理倡议书、和临时协议措施；提供林业所有权的通过，诸如度假村和住宿业务公司和
PRSC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也处在有顺地进行中。

特拉民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代表特拉民原住民族监管经济发展动态，保障特拉民原住人民的经
济利益。特拉民原住民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度假村和住宿业务有限公司大部分业务的所有
者、Tees’Kwat 土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所有人，以及PRSC有限公司的平等合作伙伴，已
开发并拥有超过800公顷的战略性土地。特拉民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由董事会管理，日常运营

组织是由两名理事会联络员、两名特别指定的民族成员和三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

产业参与与机遇：
林业 | 商业渔业 | 水产和水产养殖 | 土地租赁（住宅/商业/工业） 
土地开发与投资 | 矿产资源 | 零售与服务 | 旅游和餐饮 | 能源

 经济发展
特拉民民族商务管理公司：

特拉民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 Thichum森林产品有限公司 | 特拉民湖泊事务承包有限公司

PRSC有限公司 | PRSC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 萨力士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 特拉民度假村和住宿业务有限公司  
Tees’Kwat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Klahanie和Southview住宅土地租赁

综合信息，请浏览网站：www.tlaaminbus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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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
着与您的合
作。”



我们的未来前景
特拉民原住民族通过条约向自治过渡，在我们的领土上的方方面面创造着巨大的贡
献及众多的机遇。我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以改善自身政府的法律和行政框
架。为管理我们的土地和资源，建设出一个强大、繁荣的民族！

特拉民原住民族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我们的领土上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成立合资企
业。我们拥有多样化的自然资源和一个由当地劳动力支撑的特殊土地产业基础，这
些先决条件为公共和私营产业的合作关系提供了诸多良机，及互利互惠式的商圈模
板！

正如在特拉民原住民族土地利用规划中所述，我们的土地之于工业、商业和住宅业
等诸产业的开发，均已贮备了巨大的潜力和实力！

工业 我们的领区是属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低工业税率的地域之一，
因此在能源生产，增值木材的加工、制造，贝类和海鲜加工等行
业的本地投资均呈现持续增涨之势。

商业 与我们的企业精神一致，我们有兴趣开发和支持本地市场，包括
支持本地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将倾力为区域需求和季节性旅游项
目提供服务。

住宅 很幸运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领地内的住民提供令人叹为观止的海
滨生活景观和海景邻里社区。我们计划扩大现有的Klahanie和
Southview的商业住宅区，可以同时满足开发商、建筑商和未来居
民的各方面住房需求。

我们的民族是自豪的民族，我们与邻邦有着坚不可摧的协作关系。在现有的疆域和领地，我
们已经为创造一个友好的投资环境取得了长足地进步。我们真诚地期待与您在生意上成为合
作伙伴，在生活中成为良知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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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民原住民族
欲了解跟多信息请浏览：

www.tlaaminnation.com

特拉民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Chris Roddan 
电话: +1 604 483 7777
传真:  +1 604 483 7741

电子邮件: info@tlaaminbusiness.com
网站: www.tlaaminbusin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