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年营运预算

财年
（资金计划）YEAR

FINANCIAL  
AND 
STRATEGIC
PLAN5

随着 市长的连任并提出其五年预算，市政府
继续致力于帮助所有费城人解决数十年来存在于这座
城市的经济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从而发挥他们的潜
能。未来几年的营运和资金预算反映出这些优先事
项。

2021 财年统计数据

亿美元普通资金收入

52 亿美元普通资金收入

3.16 亿美元普通资金余
额

资金余额 = 开支的 6%

获税收支持的新借贷中
的 1.71 亿美元用于资本
项目

万美元
用于道路清扫

万美元
用于

奖学金

万美元
用于

 

20 亿美元投资 
用于 SDP （费城学区）、
幼儿园、社区学校和 

CCP（费城社区大学）的
教育

市长 KENNEY 的承诺

打造更安全、更公平的费城

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

街道变得更干净、更安全

营造包容且具有恢复能力的社区环境

打造多元化、高效且有效的政府

市长 KENNEY 的价值观：

所有社区平等
所有居民获得茁壮发展的机会
勇于承担资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以支持费
城的未来
对最弱势群体充满同情心
与广泛的同盟合作，以交付结果 

关键统计数据 — 2021-2025 财年总计

316,164,000 美元

6.0% 5.7% 6.9% 8.0% 10.4%

303,212,000 美元 376,684,000 美元 $446,413,000 美元 588,676,000 美元

2021-2025 财年资金余额

2024 财年 2025 财年2021 财年

余额（美元

承付款项 %

2022 财年 2023 财年



亿美元

2021 财年收入：收入来源

收入亮点

财年开支增加
亿美元

税收未增加

过去五年间工资和商业
收入及收据税缩 超过 2 
亿美元

在 2023 税收年度将商
业收入及收据税移入“市场
主导型采购”类

亿美元 支出亮点

自 财年开支增
加 亿美元

亿美元用于学
区

图书馆首次全年每周
开放六天

Planned Pension 
Contributions（养老金
缴款计划）已步入正
轨，截至 2029 年出资 
80%，截至 2033 年完成
全部出资。

2021 财年承付款项：资金去向

工资和收入 1,771

1,864.1

34.2%

36%

2021 财年普通资金：提议的本地税收

2021 财年普通资金：提议的本地税收

宾州政府间合作组织 (PICA) 城市账户 551

1,430.7

10.6%

27%

房地产税 (City Share) 

商业收入及收据税 (BIRT)

房地产转让税

消费税

饮料税

其他税

本地非税款收入

本地机

其他城市资金

715

1,035.6

13.8%

20%

75

100.4

1.4%

2%

136

96.7

2.6%

2%

398 7.7%

64 1.2%

60 1.2%

类  100  工资

类 福利

类  200 协议/租约

类  300/400  供应品、设备

类  500  赔偿/捐款

类  700 债务还本付息

类  800  付款给其他资金

类  900  预付款/其他付款

州援助 223 4.3%

（以百万美元计）

(以百万美元计） 

联邦援助 23 0.4%

总计

总计

5,180

5,

100.0%

100%

247

181.6

4.8%

3%

342

394.2

6.6%

8%

575

132.7

11.1%

3%



市市长 KENNEY 的
承诺

打造更安全、更公平的
费城

  万美元用来针对暴力事件多发地区为警察局
扩展 （犯罪

行动查明）策略并配备人员和技术。

 新增 万美元用于过渡性工作

  新增 万美元给消防部门 ，以
组建专业的 （危险品、有害材料和物品）公司
并生产 （紧急医疗服务）用品

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

 亿美元营运和资本资金用于整体教育，包

括：

亿美元用于费城学区

 亿美元用于费城社区大学

万美元用于 奖学金

街道变得更干净、
更安全

 万美元用于在 财年， 万美元
用于在未来五年内于全市范围内向更多社区扩增
道路清扫服务和商业协调员。作为计划扩展的一

部分，还将向新社区增加机械清扫服务。

营造包容且具有恢复能力的
社区环境

亿万美元用来重建老旧的公园、娱乐中心、运动

场和图书馆，其中大多是通过 Rebuild 在高需求社
区进行。

100 万美元用来对公园和娱乐中心采取宏大的系统

范围内行动，以提供更优质的计划并调整人员配置

结构，以更好地服务有需要的社区。

建立全新的 Opioid Response Unit（类阿片物质响应

机构）来监督针对性策略，从而在阻止类阿片物质

使用过量损害生命的同时，帮助社区从此危机的伤

亡中恢复。

打造多元化、高效且有效的政
府

新增 美元用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办公室 (Offic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以检视并
解决制度上和结构上的种族差异。

计划在 2021 财年重新设计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Concourse（市政大厦广场）并增加 4455,000 

美元用于招募新员工，从而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好

的客户服务。

新增 2240 万美元用于实施费城市全新工资管理系

统。



2021 财财政年度 CAPITAL 
PROGRAM

KEY PROJECTS
OPAL: （ ，优化采购和会计物流）是帮助供应商与

费城市做生意的全新企业系统

公 ：费城市已留出 万美元用来帮助支持 k

道路铺设： 财年 （资金预算计划）要求在获得本市税收支持的资金中拨
款 亿美元用于本市街道的重建和表面整修以及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的建设。这是 中的最大
投入。

车辆购买：您知道一台垃圾压缩机要花费 美元吗？

公共安全设施：
1. 亿美元

是费城市在未来六年内投入实体和科技基础设施、街区和社区设施，
以及公共建筑的计划。 支持本市的整体目标且每年更新。一般来说，
资本资金可用于寿命超过五年且价值不低于 美元的物品。

建议的 财年资本预算和 财年 支持新设施以及现有资
本资产的现代化。在未来六年内，在总计 亿美元的资本投入中，有 亿美元属
一般债务借款。 财年用于资本项目的获税收支持的借贷亮点包括：

道路铺设： 亿美元 公 和娱乐中心
 万美元

商业：1 亿美元 能源效率： 万美元 城市建筑： 02 万美元

系统：1. 亿美元 新车：90 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