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蘭市政策預算提案 2013 – 15年財政年度

預算案簡介2013年4月
各位奧克蘭市民：
我的行政團隊正在向我們的社區和市議會提出自2013
年7月1日後未來兩個財政年度的建議預算。這是一個
平衡、1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會包括未來兩年由四所警
官學校所培養出的畢業生，並且大量地投資在經濟發
展和創造就業中。
自從我成為市長以來，我們的預算一次比一次堅實，
而這一次更是多年以來最堅實的一次。 我們能如此做
到 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奧克蘭真的團結了起來。因為
我們在過去十年間被迫裁減了超過21%的員工 造成市
民必須承受服務削減。各界員工給予了關鍵的貢獻，
以帶領我們走過衰退的最壞時期。而現在我們的經濟正在崛起，收入得以全面
增長。我們仍然要面對挑戰的同時，真正的機會也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巳經竭盡全力使這次預算達到公平分配，以平衡各項計劃的優先次序，並
且嘗試彌補遭到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削減的重要服務。例如，我們正努力保留經
濟發展及房屋署的職員，以及減少聯邦實行強制削減對「領先計劃」（Head
Start） 所造成 的影響。
奧克蘭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我們一直在不斷地重建我們的警力，而這項預算
案鞏固了這方面的投資。我們持續在努力地將大規模、醞釀已久的發展項目付
諸實行，以營造奧克蘭前景光明的商業氣氛。這些在公共安全、就業增長和經
濟發展的投資正處在一個可以讓我們共同攜手、突飛猛進的階段。
但是，儘管我們在向上發展，我們也面臨著一些巨大的挑戰。其中很多是超出
了當地控制的範圍，包括：
• 全球經濟衰退的持續影響
• 政府重建計畫的廢止
• 即將到期的兩項主要稅收措施：
• 提供公共安全和暴力預防項目經費來源的Y措施（Measure Y），以及
• 為進行中的安全性措施提供經費來源的「預防深林火災評估區域」
（The Wildfire Prevention Assessment District）以防止火風暴發生，
• 迅速上升的福利成本，包括養老金和醫療保健

我們建議第一年（2013-14年財政年度）削減開支1160萬美元，以部分減少我們
目前的赤字。該項削減到下一年將擴大至1610萬美元（2014-15年財政年度）。
但要使奧克蘭真正地蓬勃發展，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面對預計的收入和支出之
間長期的不平衡。永續的解決方案必須要靠睿智的規劃、艱難的取捨及妥協、
團隊精神、耐心和意志力才能達成。
藉由持續的合作和解決問題，我們會克服橫阻在前的挑戰。我們有信心這些決
策將讓奧克蘭更加茁壯強大。我期待您加入與我們進行交流。
謹此致意
市長 Jean Quan 關麗珍

預算案通過步驟
市長關麗珍和市政府行政官
迪安娜•J•桑塔納（Deanna
J.Santana）提出一份基於預期收
入和支出平衡的預算案。
這裡有著眾多機會供市民參與和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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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投資；
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發
展；
加強職業培訓服務，以使奧克
蘭人成為富有競爭力且欣欣向
榮的勞動力；
建立和重整奧克蘭的基礎建設
和硬體環境；
達到奧克蘭市長期的財政穩
定；和
培育奧克蘭青年及關懷我們最
弱勢的族群。

以下簡要提供 2013 – 2015年財政年度「政策預算提案」的預期服務影響。
未來兩年由四所警官學校所培養出的畢業生正職人員在2014- 15年財政年度末將達到697人。

公共安全

在2013 - 2014年財政年度中，由兩所消防學院培養出的畢業生將填補大約30名消防員空缺職位 (其中24人由SAFER助學金資助)
以及雇用大約10名救護人員
增編5個「警察通信派遣員」(Police Communication Dispatchers) 來增加我們對緊急求救的應變能力。
每年撥出200萬美元用於聘雇外部執法機構以提供補充巡邏服務，並且視對方是否同意提供持續的服務而定。
逐漸恢復自2012年7月1日起採輪班減低運作的兩家消防公司為正常運作。
增編一名「消防計畫檢查人員」（Fire Plan Check），以減少檢查時間。

公共工程

凍結一名動物控制官員空缺位置，此舉將導致服務延遲。

投資8270萬美元用於基礎建設維修及改進：3450萬美元用於建築和設施，2550萬美元用於下水道服務，
1880萬美元用於街道和人行道，380萬美元用於改善交通。

增編兩名職位以開始實施議會已批准的「塗鴉防治項目」。

服務人員

於2014 - 2015財政年度中年刪減一名「長者服務主管」（Senior Services Supervisor），降低長者中心運營/維修經費。
「領先計畫」 （Head Start）— 由於聯邦預算削減及運營成本增加，我們必須自「領先計畫」中刪減150萬美元預算。
預算建議保留102名兒童中原本會因為聯邦預算削減而失去援助的34名兒童的補助金，但刪減預算仍將有下列影響：
• 對一名「家庭倡議」（Family Advocate） 項目及兩名幼兒教師予以補助以使Eastmont中心能開放
且所有課程不受影響。同時在Eastmont 中心可以保留一間完整的教室。
• 減少68個招生名額，由目前的1778個名額減少到1710名額。
• 候補名單延長：由於名額變得更少，明年將只能能招收432名新兒童。
未能註冊的兒童將排入現有的300 – 400名的候補名單之中。
• 關閉聖安東尼奧中心（San Antonio Center），刪除項目工作人員

住宅

平價住宅 - 自2011年以來，對平價住宅融資已經下降了85%，金額由1300萬美元下降到200萬美元。這主要是由於政府重建計
畫的解體所造成。經營成本上升和聯邦縮減政策未知的影響加劇了這種損失。
為穩定住宅項目人員以使奧克蘭市鼓勵發展並且使州和聯邦經費發揮影響力效力，本預算提出以下建議:
• 市政府預計從縣政府中提取高達260萬美元的一次性收入。
這些一次性資金短期內可以用於取得並確保第一年住宅項目人員。
• 震盪的財產稅源預計將會穩定；
其中20% 可用以補充一次性收入，以及作為長期性住宅專案員工的經費。

圖書館

本預算建議：
• 刪除2名閒置FTE職位。
• 市政府將維持與奧克蘭房屋管理局（Oakland Housing Authority）的夥伴關係，以為每項奧克蘭市所資助的可負擔住宅開
發案中提供以項目為基準的補助。這項公共夥伴合作關係可以確保奧克蘭市擁有良好運作及維護的可負擔住宅庫存的最
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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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措施Q (Measure Q) - 即過去幾年間的圖書館服務保留和強化資金，累積了顯著正面的資金餘額，
現正建議增加奧克蘭公共圖書館的開支並穩定人員編制。運用正面的資金餘額可維持著服務水平，
否則，當面對成本增加和停滯不前的通用資金支援時將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鑑於該正面資金餘額預期會在2014 - 2015年財政年度年底接近耗盡，圖書館將需計劃減少2015 - 2016年財政年度及以後的開
支。

維持青年就業項目(140萬美元)、成人就業培訓項目(140萬美元)、失業培訓計畫 (110萬美元)；提供有限的資金運用於系統管
理支援。

經濟發展

2013年12月將於陸軍基地開始興建包括一個新的海運碼頭和占地100萬平方英尺將創造大約2000個工作機會的貿易及物流場
地。
完成十年前開始的「10 k」住宅項目以策略定位配合在奧克蘭所有交通樞紐建立住宅區的「10 k 2.0」計劃。
轉移部份員工成本到「旅館稅收」（Hotel Tax）經費以穩定文化藝術專案（Cultural Arts Programs）。
保留節日和街頭活動經費，並由「酒店稅收經費」中從60,000美元微幅增加到80,000美元撥款予「通用經費」（General
Fund）。
增編一名員工以協助處理與商業招聘、保留和發展相關的基本經濟發展活動。
維持「徒步旅行」（Walking Tour）2013- 14年財政年度計畫，並且為2014 - 2015年財政年度找尋替代經費來源。

公園 及娛樂

轉移各種類型的服務資金來源到「企業經費」（Enterprise Fund）以維持目前的服務水準。
以下項目將減少10% 的經費支援：奧克蘭動物園(Oakland Zoo)、Chabot太空和科學中心 (Chabot Space and Science Center)
、Peralta 田莊(Peralta Hacienda) 及亞洲文化中心 (Asian Cultural Center)。
刪除3.25 FTEs娛樂中心人員，如此將導致所有非成本的痊癒性娛樂中心以及通用經費所支付的專案減少運營時間。
游泳設施的收費將增加1美元。

規劃與建築

高爾夫球場協定談判目前正在進行中；目標為根據運營限制以減少補貼。

根據預定時間著手進行Accela軟體系統安裝，以改進許可証辦理的有效性和效率。

刪除目前閒置的9名職位以平衡特別收入經費（Special Revenue Fund）：規劃員 (2 FTEs)、檢查人員 (3 FTEs)、工程師 (3 FTEs)
和流程協調員(1 FTE)。

市檢察長辦公室增編三名FTEs，以引領一項降低雇用較昂貴的外來法律支援的削減成本計畫來增加自有能力。
增編1 FTE以統合支援董事會和委員會(Boards & Commissions) 以及青年委員會(Youth Commission)，並在行政上支援公共倫理委
員會(Public Ethics Commission) 和公民的警察審查委員會(Citizens’Police Review Board)，刪除目前僅分配給青年委員會的1 FTE。
增名一名員工至市長辦公室內，以協助副市長並進行Oaklander援助中心/311事項。

行政服務及
一般政府部門

普通經費供民選政府官員預算2013 – 14年財政年度減少5%，2014- 15年財政年度減少10%。
凍結行政服務部門主任(Administrative Services Department Director)和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s Director) 主任的職位，將職
責在現有資源中分攤。
在資訊技術和會計支援中各凍結一名FTE。
刪除/凍結財務部人力資源經理職位 、主計長辦公室中一名III級會計員及一名會計主管、 一名負責合約協從(Contract
Compliance) 的行政服務經理 、一名資訊技術電信系統工程師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Engineer) 、一名電纜操作技術
員(Cable Operations Technician)、一名平面設計專業人員(Graphic Design Specialist)、兩名城市經濟分析師I(Urban Economic
Analyst)、一名行政助理(Administrative Assistant)、一名程式分析師 III(Program Analyst III)、一名市政府行政官辦公室兼職管理
實習生(Management Intern) (11.50 FTES)。
支出850萬美元以為資訊技術部門建立投資一項自由支配及一次性資本改善計畫以用於關鍵系統證照更新及維護以維持目前
服務水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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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蘭市政策預算2013 - 15年財政年度預算
政策預算提案摘要
2013- 15年財政年度擬議的政策預算:
• 符合市憲章的平衡預算;
• 在未來兩年，包含約每年10億美元撥款總額在內的所有資金來源;
• 未來兩年將有四所警官學校所培養出的畢業生 加入服務;
• 在第一年減少基線支出1160萬美元，第二年1610萬美元;
• 刪除相當於 86.5 個全職 (FTES) 職位: 第一年刪除79.5個 FTES 職位，第二年刪除額外的 7 個 FTES;
• 經濟發展投資，其中包括就業培訓、商業援助、文化性藝術和行銷、招商和平價住宅;
• 減少依賴一次性收入來源，其中在目前年度中佔了1430萬美元，但在未來兩年中僅佔了1008萬美元; 以及
• 呼籲所有奧克蘭的利益相關者幫助解決非市政府所能掌控的長期預計短缺因素，包括不斷上升的養老金和醫療照顧費用
、目前未知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削減，還有因國家重建計劃取消所造成的未知影響。我們必須開始預先計劃，以解決城
市道路和建築的延期維修等重大積壓工作，以及拖延已久的技術升級作業。

2013 - 15年財政年度政策預算提案一覽
目前 FY 2012-13

FY 2013-14

FY 2014-15

通用基金收益

$409,167,177

$430,155,612

$457,401,684

通用基金支出

$409,169,334

$430,155,612

$457,401,684

所有基金收益

$999,181,056

$1,052,690,555

$1,071,696,861

所有基金支出

$984,102,114

$1,039,006,929

$1,060,583,969

建議裁員 (FTE)

0

79.5

7

633

665

697

總預算職位 (FTE)

3,681

3,834

3,876

資本支出與維修

$34,264,000

$27,457,500

$29,460,000

財政年度年底的主要負面基金結餘

-$98,916,834

-$90,800,791

-$82,384,962

財政年度年底的正職警員數目

參與機會
市府工作人員一直在努力對外公開我們的市政府以獲取更廣泛的公眾視野，並提高透明度。今年，我們第一次將預算上傳到
新推出的公開資料平台data.oaklandnet.com以讓用戶瀏覽和查看原始資料。
如果您想獲取由社區所製作的本市預算案資料的視覺化內容範例，請訪問openbudgetoakland.org以查看互動式圖表所呈現的
預算案，並參與討論。Openbudgetoakland.org是由America brigade的 OpenOakland Code所製作。
此外，調查和社區參與的機會可到 EngageOakland.com 上查閱，還有在 oaklandnet.com 上登有最新的預算網頁，其中包含所
有相關預算文件和資料來源，以供下載。您亦可以發送電郵至 budgetsuggestions@oaklandnet.com ，以提供有關政策預算提案
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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