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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年预算
要点

预算周期流程

交通和环境

就业和经济机会

基础设施和社
区空间

预算基本要素

支出

教育

可负担住宅

预算重点

公共安全和司法

本指南的创建旨在与居民分享有关哥伦比亚特区预算制定
流程的信息，提供预算时间表概览，并分享市长 Bowser 在
当前 2021 财年预算中所做的投资。市长 Bowser 目前正在
准备 2022 财年预算提案，您的声音对我们至关重要！居

民们可以通过预算参与论坛和即将举行的议会预算听证会
帮助我们制定预算提案。此外，您还可以通过访问 budget.

dc.gov 和我们分享您重视的事项。我们期待您的回音。

2022 财年预算袖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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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流程时间表

预算参与论坛 

市长发布其预算

高层预算参与电话市政厅
会议

市长和市议会关于市长预算的公开听
证会

2021 年 2 月

2 月 18 日
下午 6:00

3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至 5 月

4 月 1 日

2 月 20 日
上午 11:00

预算参与论坛

市议会就市长预算举行公开听证会

对市长预算进行第一次投票

         4 月 7 日
至 5 月 6 日            

5 月 25 日

对市长预算进行最终投票6 月 8 日

2 月 10 日
中午 12:00

2021 年 5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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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周期流程

预算流程 市长发布预算

预算参与论坛

部門最终意见

市长和市议会就预算举行
公开讨论 

财政年度为 10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问责制 准备

执行 立法

就市长预算举行公开听证会

将市长预算制定成
法律

国会审核

从此处开始

各机构开始市长
预算中资助的计

划

部門绩效听证会 

综合年度
财务报告 

(CAFR) 审计
发布

市长的问责制
报告

对市长预算进行第 1 次
和第 2 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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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哥伦比亚特区预算基本要素

哥伦比亚特区预
算具有独特性。
其预算充当州、
市和郡预算——

合三为一。

$86 亿美元的
一般性经费（
包括专项财政
收入和专项税
收）

$37 亿美元的联
邦拨款、支付和
医保 (Medicaid)

$31 亿美元的企
业经费

2021 财年运营预算
计划和服务（总经费）

$169 亿美元

2021 财年资本预算
为 2021 至 2026 财年

安排 $82 亿美元

$17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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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经费

$4 亿美元
经济发展和调控

$32 亿美元

$45 亿美元

$51 亿美元
公众支持服务

企业融资及其他

教育

$21 亿美元
公共工程和政府
运作

$16 亿美元
公共安全和司法

• 发放了超过 $12 亿美元  的失业救助金和为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提供了 $4,300 万美元的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额外食品援助

• 近 $2,720 万美元用于紧急食品杂货分发和
为老年人和其他无法出门的居民送餐到家 

• $1,150  万美元用于为失业救助金即将过期
的居民提供本地刺激支付

• $5,00 万美元补助金用于儿童保育设施
• $1,800 万美元用于援助酒店和旅游业向租

客、房主和房东提供

• $2,550 万美元 的租金和按揭贷款援助
• $1.36 亿美元 用于援助企业，包括对小型企

业和经营已久的企业的支持
• $600 万美元 用于援助非营利组织

COVID-19/冠状病毒支持
为应对 COVID-19/冠状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居民和商业的影
响，哥伦比亚特区以多种方式提供了救济和援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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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公共安全

健康 交通和环境

就业和经济机会

住房

• $1 亿美元 用于住房生产信托基金 
(Housing Production Trust Fund)

• $1,950 万美元用于房屋所有权援助
• $4,780 万美元用于无家可归者支持服务
• $300 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特区老年人安全

居家 (Safe at Home)

2021 财年预算要点

• $19.2 亿美元用于 K-12 公立和公立
特许学校

• $600 万美元 用于扩展学生信息
技术

• $15 亿美元 用于学校扩建和现代化

• $700 万美元用于美好街道和社区繁荣基金 
(Great Streets and Neighborhood Prosperity 
Fund)

• $80 万美元补助金用于小型零售店面 扩大
了针对低收入居民的匹配储蓄计划

• $370 万美元用于额外的受害者服
务和司法补助金

• $240 万美元用于更多的暴力干预
服务

• $83.6 万美元用于扩展 Pathways 工
作培训计划

• $5,600 万美元用于零死亡愿景 (Vision 
Zero) 安全改进

• $4,000 万美元 用于清理 Anacostia 河
• $1,780 万美元用于专用公交车道

• $3.65 亿美元用于新建的圣伊丽莎
白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

• $420 万美元用于支持 5 个新建的
霍华德大学医院模范中心 (Centers 
of Excellence at Howard University 
Hospital)，$2,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
霍华德大学新建医院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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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年预算重点

维持 核心政府职能，重点关注哥伦比亚
特区居民和企业的 健康、福祉和安全。

最大化可 立即 用于应对 COVID-19/冠状
病毒的 公共卫生 资源。

为社区中受 COVID-19/冠状病毒突发共
卫生事件 影响最严重的居民 提供最大化
的可用资源。

维持哥伦比亚特区政府 工作人员队伍 稳
定。

坚守 哥伦比亚特区 关键 重点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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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年投资

$3.2
亿美元
(总投资） 教育

$19.2 亿美元

$15 亿美元

$9,030 万美元

$600 万美元

$2,180 万美元

$19.2 亿美元用于支持 K-12 教育，为 98,315 
名传统学校和特许学校学生服务（学生人
均资助增加 3%）

$15 亿美元用于在六年内扩展或现代化 41 
所学校，包括新建一所 Bard 高中先修学院
和新建一所 Foxhall 小学

$9,030 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特区大学 
(UDC) 的计划和服务，$1,365 万美元用于
改进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设施

$600 万美元用于进一步为 K-12 学生提供 
IT 设备和支持

$2,180 万美元用于继续开展校内心理健康
计划

$350 万美元
$350 万美元用于购买新图书、马丁·路
德·金图书馆新馆开放成本和新建 Go-Go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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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年投资

$1 亿美元

$6,500 万美元

$1,950 万美元

在 2021 财年保持 $1 亿美元的住房生产信托基
金，用以建设 1,000 套新的可负担住宅，并向
住房保障基金 (Housing Preservation Fund) 增添 
$840 万美元

$6,500 万美元用于在两年内更新、修复和翻
新哥伦比亚特区住房管理局 (DCHA) 居民楼

$1,950 万美元用于通过 购房援助计划 
(HPAP) 和雇主援助住房计划 (EAHP) 提供
可负担住宅房屋所有权

 

可负担住宅
设定住房建设目
标，到 2025 年
新建 36,000 个

单元房

$5,880 万美元

$4,610 万美元

$5,880 万美元用于翻新和扩展永久性和临
时性支持性住房，其中 $2,440 万美元用于 
Homeward DC 计划

$4,610 万美元新联邦资金用于租金援助和
非营利项目交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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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亿美元
(总投资） 卫生和公众服务

$3.65 亿美元

$2,500 万美元

$5,400 万美元

$480 万美元

$300 万美元

$3.65 亿美元用于新建先进的圣伊丽莎白医
院和门诊中心

$2,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霍华德大学新建医
院的开发，该医院将于 2026 年完工

$5,400 万美元用于支持 COVID-19/冠状病
毒疫情期间增加的 Medicaid 付款，个人护
理服务和其他居民医疗保健需求

$480 万美元用于实施市长医疗保健系
统转型委员会 (Mayor’s Commission on 
Healthcare Systems Transformation) 的建议

$300 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特区的安全居家
计划，以支持老年人的就地养老能力

$140 万美元 $140 万美元以补助形式发放给发展障碍医
护人员

2021 财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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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亿美元
(总投资） 公共安全和司法

$370 万美元

$240 万美元

$83.6 万美元

$4,700 万美元

$8,400 万美元

$370 万美元用于扩增受害者服务和司法补
助金

$240 万美元用于增加暴力干预服务，包括
新的恢复性司法计划

$83.6 万美元用于扩展 Pathways 计划，为极有可
能卷入或遭受枪支暴力侵害的年轻人提供就业培
训和其他支持 

$4,700 万美元以投资资金形式用来升级哥
伦比亚特区监狱 (DC Jail) 的关键建筑系统

$8,400 万美元以投资资金形式用于救护
车、消防车和其他紧急车辆

$7,200 万美元 $7,200 万美元以投资资金形式用于新建消
防站以及其他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设施

2021 财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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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作——$10 亿美元
$430 万美元用于完全资助《公平选举修正案》(Fair Elections Amendment Act)
$250 万美元用于继续投资移民法律司法补助 (Immigrant Legal Justice Grant) 计划
$240 万美元用来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运作与我们的种族权益价值保持一致
$100 万美元用于继续投资立州公众教育运动 (Statehood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
$100 万美元用于协调 Go-Go 活动和支持艺术家表演

$1.1
亿美元

(总投资) 交通和环境

$5,600 万美元

$4,000 万美元

$1.17 亿美元

$5,300 万美元

$5,600 万美元在未来 6 年内用于零死亡愿
景安全改进、自行车道和步道

$4,000 万美元用于清理 Anacostia 河并助力
实现让该河恢复可捕鱼和可游泳状态

$1.17 亿美元用于在 2024 年之前完成 K 街
公交捷运，$1,780 万美元用于建设更多公
交专用车道

$5,300 万美元用于植树和城市林业，以保
护和扩展哥伦比亚特区的树冠

$100 万美元 $100 万美元用于在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大楼
安装新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2021 财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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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经济机会

$700 万美元

$880 万美元

$80 万美元

$20 万美元

$700 万美元用于美好街道和社区繁荣基
金，以支持商业发展

$880 万美元用于主要街道 (Main 
Streets) 和清洁团队 (Clean Teams) 计划
以支持小型企业和繁荣社区

$80 万美元的稳健零售 (Robust Retail) 
补助金以支持小型零售店面

$20 万美元的梦想补助金以帮助 7 区和 
8 区的小型企业

$7.5 万美元 $7.5 万美金用于帮助返市市民创建自己
的企业

扩大参与哥伦比亚特区机会帐户 
(Opportunity Account) 匹配储蓄计划的
权限

2021 财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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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社区空间

$4.64 亿美元

$2.04 亿美元

$1.46 亿美元

$7,550 万美元

$4.64 亿美元用于修复道路、人行道和小
巷，到 2025 财年消除所有状况不佳的道
路和小巷

$2.04 亿美元在六年内用于翻新 26 座公园和
娱乐设施，包括对 5 区的6 个娱乐中心进行
现代化改造

$1.46 亿美元用于新街景，让步行或骑行
更安全

$7,550 万美元用于 McMillan 水库 重
建、$7,980 万美元用于圣伊丽莎白医院
的基础设施建设、$1,400 万美元用于 Hill 
East 重建

2021 财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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