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6 财政年度运营预算

2022-2027 财政年度资本计划

年财务
和战略
计划

市长 Kenney 的第五份预算案支持健康公平为人人、高质量教育为人人、更安全更公正的

费城、包容性发展和繁荣的小区以及多样包容高效和有效的政府。FY22-26 计划重点强调

提供核心服务，维护市政府的长期财政健康，减少种族差异，并促进服务于所有费城人的

公平结果。美国救援计划（ARP）包括 14 亿美元的联邦救济基金，供费城用于支持我市

应对和恢复核心计划。该 ARP 计划已帮助我市避免采取灾难性的预算平衡行动，以可做

出重要投资。但 COVID-19 大流行依然导致我市面临着大量结构性挑战，而这些挑战将对

我市的预算有持久的影响。

 

FY22 统计数据

 $51.28 亿普通基金收入

 $51.80 亿普通基金支出

 $10920万普通基金余额 = 收入的 2.7%

  $27000 万新的税收支持的资本项目借款；至少 20 年来最大一笔

 2009 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工资税率降低

经济复苏：

FY22 预算包括 57500 万美元的 ARP 基金作为收入，这将给重启费城经济带来积极的影

响。ARP 基金中的 3200 万美元将在 FY21 被支出，剩余资金将在 2024 年 12 月月底前被

支出。除了这些基金以外，费城还将收到用于疫苗、住房、无家可归服务和其他需求的专

项基金，再加上给个人、企业以及校区、SEPTA 等其他政府实体的直接救济金。

FY22 新的和扩 
大的投资 

$13200 万 
街道铺设和 ADA 

路缘坡道 
在我市历史上一年内在铺路

项目上的最大投资！

$1320 万 
911 联合应急人员和移
动单元，以改善健康危

机回应 

$1870 万 
用于反暴力计划的新基金

$140 万 
针对艺术作品的新基金，

包括加倍文化资金

$25 万
用于在健康状况方面实
现种族公平的路线图

用于公平恢复的新投资：

 干净安全的社区包括打扫街道，打扫商业走廊，铺设道路，店面改善和安保拨款，恢复

拆除基金，以及反暴力计划的新基金。

 教育包括扩大 PHLpreK、社区学校和校外时间计划，以及持续为费城校区和费城社区大

学提供基金。

 减税包括加快降低工资税率，恢复营业收入和收入税（BIRT）税率降低，以及为所得税

抵免（EITC）宣传提供基金。

 经济和劳动力发展包括将 290 万美元用于修复劳动力发展办公室，200 万美元用于过渡

性工作计划，增加经济刺激计划资金，以及为 eClipse 提供新的建筑检查员和客户支持，

以提高在我市的生活质量。



$51.80 亿

FY22 收入：钱从哪里来

收入重点

  57500 万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填补预计预算缺口，并且支持恢复

服务和新的投资。

  无税务或费用增加

  1971 年以来最低的工资税率

  将 BIRT 和停车税率恢复到大流

行前为 FY22 计划的水平

支出重点1

  $1870 万加大市内的反暴力力

度，另外还有联邦支持 

  $1290 万用于住房和无家可归服

务

  $39150 万投资到教育领域，

用于 PHLpreK、社区学校、校

区、CCP 和 Octavius Catto 奖学金

 $290 万用于劳动力发展

FY22 债务：钱去哪了

1 FY22 预算中的支出倡议有通过联邦救济基金获得的其他支持的补充。

FY22 普通基金：拟定的地方税收收入

（以百万为单位） （收入的 %）

工资和收入 1.510 28.9%

PICA 市政账户 491 9.4%

房地产税（市政府份额） 693 13.3%

BIRT 516 9.9%

房地产转让税 295 5.7%

消费税 216 4.1%

饮料税 73 1.4%

其他税 72 1.4%

地方非税收收入 377 7.2%

地方机构 66 1.3%

其他市政府基金 641 12.3%

州援助 227 4.4%

联邦援助 41 0.8%

总额 5.218 100.0%

$51.28 亿

FY22 普通基金：拟定的地方税收支出

（以百万为单位） （支出的 %）

工资 1.882 36.3%

其他员工福利 660 12.7%

养老金 775 15.0%

合同服务 1,043 20.1%

偿债 193 3.7%

缴款和补偿 364 7.0%

材料、用品和设备 115 2.2%

向其他基金的付款 49 0.9%

向预算稳定基金的付款 0 0.0%

提供劳工义务 25 0.5%

经济衰退/联邦储备 75 1.4%

总额 5.180 100.0%



市长 KENNEY 的承诺

更安全更公正的费城

  $200 万投入过渡性工作计划，以消除就业障碍

  $130 万投入扩大社区危机干预计划（CCIP）和团

体暴力干预（GVI）计划

  $130 万投入扩大预防暴力倡议，例如有针对性的

小区投资和活动

高质量教育为人人

  $25590 万投入费城校区的基金 

  $48100 万用于费城的社区大学 

  700 新座位在 PHLpreK，FY22 共有 4,000 
个座位

  $25800万投入为校外时间（OST）计划提供更多

支持

包容性发展和繁荣的小区

  $180 万以恢复我市多处图书馆每周五天的服务

  $400 万以恢复娱乐中心的营业时间，重开全市的

所有游泳池

  $140 万投入针对艺术作品的新基金，包括加倍文

化资金

多样包容高效和有效的政府

  $500 万用于运营转型资金，重新设计我市的运营

和服务，以高效地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

  $170,000 用于数字公平倡议

  $54,000  用于种族公平培训 

  5% 的预算削减，以支持办公室功能

健康公平为人人

  $720 万用于建立移动危机单元，以每周 7 天、全

天 24 小时提供紧急心理健康服务

  继续 COVID-19 预防、检测、治疗和接种疫苗的

工作



2022-2027 财政年度资本计划

2022 年财政年度，费城市将划拨 27000 万美元，用于改善社区设施（比如公园和图书馆）、其他公共建筑物（比如办公室

和消防局）、用于提供市政服务的主要工具（比如 IT 系统和垃圾车），以及主要基础设施投资（以包含我市历史上在一年

内最大的铺路投资）。

FY22 资本预算是至少 20 年来资本预算金额最大的一年！在这笔 27000 万美元的资金中，我市会授权将高达 32.5 亿美元

用于资本项目，利用前些年的资金，联邦、州和自我维持的企业资金（亦为水利部门和机场），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我市

六年内的划拨总额将达到 95 亿美元，其中的 11 亿美元将用于维护和现代化现有基础设施，并且开发新的设施。

$2000 万 
经济开发项目

$1400 万 
市政府建筑

$3100 万 
IT 系统

$1000 万 
FDR 公园

$13200 万 
街道铺设和路缘坡道

概况：FY22 投资重点

重点项目

  FDR 公园：我市将通过公园和娱乐部门，在 FY22 投入 1000 万美元，并在六年资本计划中投入 5000 万美

元，以专门资助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公园总体计划改善工作，这将支持该转型项目的建筑物和场地改

善。 

  铺路：FY22-27 资本计划将 31700 万美元划为街道和 ADA 坡道铺设/重建资金。  这笔在 FY22-FY27 资本计

划中最大的单笔投资将为可帮助工人、居民和访客安全可靠地访问他们的目的地的基金起到助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