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基金收入的最大部分来自州立学校资金。俄勒冈教
育部通过下列准则确定每个学区获得资金的总额：
• 州立法机关的拨款数额。
• 全州收集的永久率物业税预计数额。
•  学区的学生数量，用于衡量教师平均经验、特殊教育和
新兴双语学生人数和其它因素。

 
在2016-17年采用的预算中，州立学校资金占资金总额
的74％–其中永久率房产税为2.159亿美元（资金总额的 
36.4％），及州立学校资金为2.228亿美元（37.6％）。

在这个预算中，PPS收集了8170万美元（13.8％）的本地
选项财产税和2310万美元的其它地方财产税（3.9％）。
本地选项财产税是最近在 2014年11月被批准的五年选民
核定赋税。基金的剩余来源包括年初基金结余，它从上
年结转下来并包括学区的普通基金应急储备金。此结余
占目前预算的2570万美元（4.3％）。

最后，还有2340万美元（3.9％）的其它收入，包括通过
Multnomah教育服务区（850万美元）、波特兰市艺术所
得税（450万美元）、补助收取的经费（420万美元）以
及从租赁和出租学区设施（230万美元）所获得的资金。

通过预算文件的第70页有对这些资金来源的详细说明。

PORTLAND PUBLIC SCHOOLS
理解PPS的预算：2016-17 

学校预算不容易阅读或理解。因此，我们撰写
了这4页文档，以提供一个易于理解的PPS预算
摘要来回答我们最常听到的关于我们普通基金
预算的问题：

• 资金从何处来？
• 资金支付什么？
• 我们如何资助学校？
• 还有什么其它基金？

PPS普通基金预算的资金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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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基金预算的资金支付什么？

PPS普通基金预算的最大部分用于直接教学, 其中包括
任课教师、特殊教育和ESL教师、教育助理、课本和用
品。在2016/17，PPS已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3.323亿美元
（ 56.1 ％ ）用于这些用途。

第二大拨款是课堂支持, 其中包括图书馆/媒体专员、 
辅导员、校长、学校心理学家、考勤协调员、课外活动
等。在2016/17，PPS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1.326亿美元
（ 22.4 ％）用于这些用途。

也直接影响学校和学生的是建筑支持, 其中包括学生交
通、水电、维修、保管、印刷、采购、技术服务等。 
在2016/17，PPS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8650万美元 
（ 14 .6％）用于这些用途。

最后的运营花费是中央支持/管理, 其中包括学监办公
室、公共信息、测试、法律、财务、薪资、预算编制、
人力资源、教学监督等。在2016/17，PPS从普通基金预
算中拨款2050万美元（3.5％）用于这些用途。

债务和资金转移包括对借来资金的本息偿还和向设施和
IT投资基金的转移。在2016/17，PPS从普通基金预算中
拨款540万美元（0.9 ％）用于这些用途。

最后一类是应急/储备金, 其中包括对突发事件的储蓄以
及收入和支出不可预见的变化、保险责任和任何具体
的承诺储备金。在2016/17，PPS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
1520万美元（2.6％）用于这些用途，其中150万美元专
门分配给一个自我保险的储备金。

项目支出的更具体细节可以在通过预算的第71-74页上
找到。

PPS的普通基金支付什么（以另一种方式 
来看）？
先前是根据项目来分解预算支出的。另一种方市是通过
账户种类。由于这些数字清楚显示PPS将其预算的大部
分花费于人员之上，有超过4.783亿（80.7 ％）的2016/17
预算用于员工工资和福利。

只有9370万美元（15.8 ％）用于非人员的产品和服务
上，其中最大类别为2320万美元（3.9 ％）用于特许和
替代学校，1850万美元（ 3.1％）用于物业服务和水电
费，1280万美元(2.2%)用于用品和材料，其中包括教科
书和课程材料，和1390万美元（ 2.3 ％）用于运输服
务。旅行是们经常被问及的一个方面，其花费只有50万
美元（0.1 ％）。

债务与资金转移为540万美元（0 .9％）和应急/储备金
为$ 1520万美元（2.6 ％）。

帐户支出更具体的细节可以在通过预算的第89-92页上
找到。

有两种方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即通过项目或通过账户种类。项目使用通过任课教师、教室和建筑支持、中央行政服
务和其它项目来区分开支，而账户种类包括所有项目，但是除了工资和福利、用品和材料、服务等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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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资助每所学校？
我们对学校最大的投资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在学校工作的教师、秘书、校长和其他人员。我们称之为FTE或全职当
量，我们通过下列方式将其分配到每所学校：

   按学生人数分配的员工 – 每所学校最大的人员分配
是根据获得服务的学生人数。这主要提供给教师和教
育助理。职位被指定为许可的全职当量（FTE），其
中一个老师相当于二个分类员工（如秘书、文员、教
育助理）。因此，聘请一个专职秘书只需要0.5 个FTE
和聘请一个半职的教育助理只需要0.25个 FTE。幼儿
园有一个单独的分配系统。PPS使用每年审查的人员
比例。这些都在通过预算的第36页有所描述。

   公平分配 – 有些学校根据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餐
的学生数量和历史上服务不足的学生（黑人、拉美
裔、印第安人、太平洋岛民、学习英语、特殊教育）
数量而获得额外资金。31 所K-5学校中的19所；26所
K-8学校中的20所；11所中学中的8所；和所有10所 
高中都获得了公平分配以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额外 
支持。

   全校的支持 – 此分配基于学校的大小和配置 
（ K-5、K-8、K-12、初中和高中）。职位包括校长、
副校长、校长助理、媒体专员和学校秘书。为K-5学
生服务的学校获得由波特兰市艺术所得税资助的艺术
教师配置。

   特殊情况的工作人员 – 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分配的员
工（如分离校园、近期变化、独特项目等）。通过分
配额外工作人员来支持学校提供核心项目（每年春季
为下一学年做准备）的能力 ，并解决超过预期的学生
人数和班级过大（每年秋季）的问题 。

幼儿园
我们单独配置幼儿园员工。幼儿园老师和教育助理的
初始分配是根据预期的注册学生数量和班级饱和人数26
人。额外资源可能在秋季根据注册学生的数量而分配。

在2015-16年，州首次资助幼儿园的全天经费。对PPS带有
幼儿园且其有超过50 ％的学生被认定为历史上服务不足
（ 57所学校中有26所）的学校，PPS通过为每个幼儿园教
室分配一个半职的教育助理来做为额外支持。此外，在
这26所学校中有23所通过联邦一号条款的资金而使这个
教育助理变成全职。这项投资是为了优先支持PPS三年级
的阅读，其目的是确保PPS所有的孩子到了三年级都能通
过阅读来学习。

特殊教育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
特殊教育和ESL项目都为学校提供工作人员。每所学校根
据符合条件的学生数量（见通过预算的第42-44 页），为
这些项目提供了一定的FTE分配。这两个项目都得到了
普通基金和补助金/特别收益基金的联合支持。

其它资金
除了普通基金的人员配置，学校还可以通过条款I、基金
会筹款活动来获得资金，以及获得补助金。

条款I：具有较高数量贫困学生（根据有资格获得免费餐
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的学校获得联邦条款I的资金。学校
因每个符合条件的学生来获得一美元的金额。这些资金
可能被用于资助人员配置和/或提供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
庭所需要的支持和服务。在2016-17年，有9所K-5 、14所
K-8 、2所中学和3所高中获得了条款I的资助。

基金会和PTA资金：一些学校通过家长主导的募捐来筹
集资金，以通过基金会来支持学校的人员配置和其它学
校活动。用于非人员活动的资金由每所学校来裁量。支
付额外人员配置的资金会受到某些共享的限制。由当地
学校基金会募集（在第一个$ 10,000之后）资金的三分之
一被搁置在All Hands Raised管理的PPS股票基金，它通过
使用一个准则在每年春季资助PPS学校的补助金 。

弹性预算：每所学校获得的弹性资金数额（称为综合预
算）部分由在校学生的人数决定。金额范围从小型K-5学
校获得的$35,000到大型高中获得的$190,000。校长使用这
些资金来支付诸如用品、限期工作人员、印刷费、某些
延展的老师责任、复印机和墨盒、实地考察和中央未能
覆盖的替代成本。
 
学校不交水电、保管人或维护工作的费用。这些服务属
于中央设施部门的预算。
 
关于学校人员编制和按校分配的更详细描述发表于PPS预
算中。它从2016/17通过预算的第33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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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员工

按公平分配分
配的员工 全校的支持 特殊情况的工

作人员



PPS的财政年是从7月1至6月30日。本文档中的数据来自
PPS的通过预算。有些项目很难估计（如本地选项税收）
或在预算通过后发生变更（如州立学校资金分配），并在
本年由董事会批准的预算修正中被更改。
 
我们要感谢PPS社区预算审查委员会，他们鼓励我们制定
这个摘要，并与我们合作来改善最终版本。

了解更多：
浏览PPS通过的2016/17预算：
http://bit.ly/PPSbudget

浏览学监的预算结构：
http://bit.ly/PPSbudgetframework

请将任何问题或评论发送给财务副主管Lori Baker,  
lbaker1@pps.net. 

其它资金呢？

波特兰公立学校是一个积极行动和机会平等的雇主。

其中大多数信息是关于PPS普通基金的－因为它是学区主
要的日常营运资金。
 
此外，PPS还有许多其它基金的预算和支出：
 
PPS有特别收入基金，包括专用收入，如联邦、州和地
方的补助金、学校午餐计划基金（2430万美元）和PERS
稳定基金（1670万美元）。这些资金还包括条款I（1270
万美元）、IDEA （1200万美元）、日间和住院治疗项目
（680万美元）；失聪和有听力困难学生的区域项目资金
（1500万美元）；领先项目（1000万美元）；提高大学准
备的GEAR Up补助金（320万美元）；和学校基金会资金
（290万美元） 。
 
PPS有五个偿债基金，为长期债务支付本金和利息，其中
包括PERS债务（4570万美元）和资本债券（4800万 
美元） 。
 
PPS有八个投资项目资金，用于收购技术、建设或更新学
校设施，其中最大的是由2012年学校资本改善债券计划
（$ 2.706亿美元）资助的。这些钱的一部分将用于未来
几年的开支。
 
内部服务资金用于费用报销基础上内部提供的服务。PPS
有一个基金，用于工伤赔偿的自保。
 
在通过预算的第11页有根据基金类型列出的2016/17预
算摘要，在60页有每个基金及其数额的列表，以及在第
65-69页有这些资金来源和它们将如何被花费的摘要。

按资金种
类的总计

$1,155.9所有资金

资金种类占所有
资金的百分比(百万美元)

$592.6普通资金 51%

$135.9 特别收入 12%

$99.7债务 9%

$320.5投资项目 28%

$7.2内部服务 1%

投资项目
$320.5 28%

内部服务
$7.21%

特别收入
$135.912%债务

$99.7 9%

普通资金
$592.651%

http://www.pps.net/cms/lib8/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14/16_17_Adopted_Budget_Online_Version.pdf
http://www.pps.net/cms/lib8/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14/2016-17%20Budget%20Proposal%20March%2029%20FINAL%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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