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S的收入在普通基金中的最大部分来自州立学校的资
金。 俄勒冈教育部通过下列准则确定每个学区获得的资金
总数：

•州立法机关的拨款数额。
•全州收集的永久率财产税预计金额。
•  学区的学生数量， 用于衡量特殊教育和新兴双语

人群、 和老师的平均经验等因素。

在2015-16年通过的预算中， 州立学校资金占资金总额的
近73％－其中永久率房产税为2.05亿美元 （资金总额的
35.4％）， 州立学校资金补助为2.158亿美元 （37.3％）。

在这个预算中， PPS收集了7320万美元 （12.7％） 的本地
选项财产税和2200万美元的其它地方财产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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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0万美元 （6.9％）。

最后， 还有$ 228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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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万美元） 所获得的资金。

通过预算文件的第77-79页对这些资金的来源有详细说明。

波特兰公立学校
理解PPS的预算：2015-16

学校预算不容易阅读或理解。 PPS也不例外。  
因此， 我们撰写了这四页的文档， 以提供一个易
于理解的摘要并回答我们最常听到的关于我们
普通基金预算的问题：

•钱从何处来？
•预算支付什么？
•我们如何资助学校？
•有什么其它基金？

PPS普通基金预算的钱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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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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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地选项收入） 或
在预算通过后发生变更 （如州立学校的资金分配）， 并在本
年内由董事会批准的预算修正中被修改。

要了解更多信息：
浏览2015/16PPS的通过预算
www.pps.net/files/budget/Adopted_Budget_2015_2016.pdf

浏览学监Smith的预算结构：
www.pps.net/files/budget/Final_Proposed_Budget_Framework_and_
Staffing_4.14.2015.pdf

请将任何问题或评论发送给财政副主管和预算主任David 
Wynde dgwynde@pps.net.

其它资金呢？

波特兰公立学校是一个积极行动和平等机会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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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多数信息是关于PPS普通基金的－因为它是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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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特别收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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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万美元） 和
PERS稳定基金（1600万美元）。 这些资金还包括条款
I（1400万美元）、 IDEA （1200万美元）、 日间和住院治疗项
目 （500万元）； 失聪和有听力困难的学生的区域项目资金 

（1700万美元）； 领先项目 （900万美元）； 用来提高大学
准备的GEAR Up补助金 （500万美元）； 和学校基金会资金

（400万美元）。

PPS有四个偿债基金， 为长期债务支付本金和利息， 其中
包括PERS债务 （4300百万美元） 和资本债券 （4800百万
美元）。

PPS有八个投资项目资金， 用于收购技术或建设或更新学
校设施， 其中最大的是由2012年学校资本改善债券计划 

（$ 3.42亿美元） 资助的。 这些钱的一半将用于未来几年
的开支。

内部服务资金用于在费用报销的基础上内部提供服务的
资金。 PPS有一个基金， 用于工伤赔偿的自保。

在通过预算的第9页有根据基金类型列出的2015/16预算
摘要， 在56页有每个基金和2015/16预算数额的列表，  
以及在第61-65页有这些资金来源和它们将如何被花费的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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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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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于直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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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3.2亿美元

（ 5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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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1.23亿美元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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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8080万美元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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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占PPS预算的不到5％。 在
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款2660万美元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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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
算中拨款600万美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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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PPS已从普通基金预算中拨
款2160万美元 （3.7％） 用于这些用途， 其中720万美元
专门分配给一个自我保险的储备和支持2016/17预算的
资金分配。

项目支出的更具体细节可以在通过预算的第80-84页上
找到。

PPS的普通基金支付什么（从另一种方式）？
先前是按项目来分解预算支出。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账户。 
由于这些数字清楚显示PPS将其预算的大部分花费于人
员上， 有超过4.5亿 （79 ％） 的2015/16预算用于员工工
资和福利。

只有9350万美元 （16.2 ％） 用于非人员的产品和服务
上， 其中最大的类别为2270万美元 （3.9 ％） 用于宪章和
替代学校， 1620万美元 （ 2.8％） 用于物业服务， 其中包
括水电费， 1540万美元 (2.7%) 用于用品和材料， 其中包
括教科书和课程材料， 和1350万美元 （ 2.3 ％） 用于运输
服务。 旅行， 是们经常问到的一个方面， 只有60万美元 

（0.1 ％）。

债务与资金转移为600万美元 （1.0 ％） 和应急/储备金为
$ 2160万美元 （3.7 ％）。

帐户支出更具体的细节可以在通过预算的第85-88页上
找到。

有两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种基于项目使用－任课教师、 支持像图书管理员和保管员等学校员工、 主要像薪金
和会计等行政人员等。 另一种方法更集中于财会并按工资和福利、 用品和材料、 购买的服务等来分解数字。

我们如何资助每所学校？
我们对学校最大的投资是支付工作人员－我们称之为FTE或全职当量； 这些是教师、 秘书、 校长等。

學校人員編制在普通基金組合的四個因素:
•老師對學生的比例所設置於學區;
•基於歷史上不足的學生在校學生人數的分配
•全校支援職位，如學校秘書分配; 
•別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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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是提供给教师和教
育助理。 职位被指定在许可的全职当量 （FTE）， 其中
一个老师等于二个分类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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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每年都进行审查的人
员比例。 这些都在通过预算的第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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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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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量
而获得额外资金。  27 所K-5学校中的16所； 31所K-8
学校中的25所；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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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校的大小和配置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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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K-5学生的学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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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具体考虑的员工 （如分离
的校园、 最近的变化、 独特的项目等）。 其他工作人员
也被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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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幼儿园老师和教育助理
分配是根据预期的注册学生数量和班级最多有26人。 额
外资源可能在秋季根据注册学生的数量而分配。

2015-16州首次资助幼儿园的全天经费。 PPS配有幼儿园
的学校有超过50 ％的学生被认定为历史上服务不足 （ 58
所学校中有29所）， 它们通过在每个幼儿园的教室里分配
一个半职的教育助理来做为额外支持。 此外， 在这29所学
校中的24所， 联邦一号条款的资金能使这个教育助理变
成全职。 这项投资是为了优先支持PPS三年级的阅读， 它
的着眼点是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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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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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 页）， 为这
些项目提供了一定的FTE分配。 这两个项目都受到普通基
金和补助金/特别收益基金的联合支持。

其它资金
除了普通基金的职工配置， 学校还可以通过条款I、 基金会
的集金活动来获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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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校获得联邦一号条款的资金。 学
校按每个符合条件的学生来获得一个美元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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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 有9所K-5 、 15
所K-8 、 2所中学和3所高中有资格获得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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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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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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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根据在校学生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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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服务主要
属于设施部门的预算。

对学校人员编制的准则和按校分配更详细的描述发表于
PPS预算中。 它从2015/16通过预算的第29页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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