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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of San Diego

構建未來

在您的幫助下，我們正在構建 San Diego 縣的未來！ 

一個公正、可持續和有復原力的未來。致力於實現人人平等。強大到能夠經受逆境並重新崛

起。並且具備足夠的遠見來促進發展，並為子孫後代保護我們的環境和自然資源。

我們 2022-23 財年的 73.6 億美元新預算符合這個願景，並完善了我們縣參事會所建立的

框架。它包括支持轉變我們的行為健康系統和治療藥物的使用。為無家可歸者建造住宿場所

提供資金。出資並增加工作人員，以支持在家中和工作中的家庭成員。在我們的服務過程中採

取措施並設立新的辦事處，以提供種族正義和平等。從新設施到社區花園，投資我們的社區。

提供工作人員和資源幫助移民在新家安頓下來。它包括了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正義的行動。

它還增加了對數據的使用來推動決策和衡量結果。 

在承諾實現新目標的同時，我們繼續提供傳統的基本服務，負責任地將資金用於衛生和社會服務、公共安全和土地使用。

新預算比去年增加了 1.8%，它加强了服務，並增加了為您提供服務的人員。

例如，新增 100 個職位幫助有需求的人獲得食物、醫療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務。為兒童福利服務提供一百個新職位，並為兒童支

持服務提供 40 個新職位，以鞏固家庭。一百一十五個職位繼續將我們的行為健康系統從危機應對轉向持續護理。為公共辯護

人提供九十個職位，以提供法律辯護並改善向社區回歸的過渡。以及71個新的公共衛生職位，以提高我們的公共衛生能力。

我們的新預算面向所有人，根據不同的社區投入和對我們運營中的公平性評估制定，以消除我們社區中長期存在的差異。

它植根於此時此地 - 以及構建 San Diego 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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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縣預算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sandiegocounty.gov/openbudget

為所有人制定預算

綜合管理系統

San Diego 縣的願景是為所有人打造一個公正、可持續和有復原力的未來。由以下戰略舉措提供支持。

社區參與是我們運營模式的核心，我們的
價值觀圍繞該模式指導我們的工作。

我們透過與您 - 社區合作來實現這
些目標。



公平透鏡
為所有部門申
請公平透鏡

社區參與
強化參與

資料
利用部門的具
體公平資料

問責制
確保問責制

County of San Diego

構建未來

@countyofsandiego @countysandiego @SanDiegoCounty@sandiegocounty

如何參與

預算公平評估工具

關鍵預算日期

5 月 5 日

CAO 向公眾發佈 
建議預算

5 月 19-20 日 

CAO 建議預算陳述

6 月 28 日

預算審議 
和通過

在即將召開的縣參事會會議上參與 
預算陳述、聽證會、審議和通過。 

該工具是一份調查問卷，可使各部門更好地了解其各自的預算如何影響歷史上邊緣化的弱勢社區。它建立了促進公平的資源分
配框架。

觀看：有線電視、縣NewsCenter、縣網站, Vimeo Livestream、YouTube、Facebook、Twitter
透過電話收聽：(619) 531-4716

提供評論：

• www.sandiegocounty.gov/cob/bosa/

• 通過電話或親自出席預算聽證會

• 線上至 6 月 22 日

• 請致電 (619) 531-5434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PublicComment@sdcounty.ca.gov 請求口譯服務

6 月 24 日虛擬社區 
預算會議

向公眾發布經修訂的 
CAO 建議預算

5/23: 第 3 選區
5/31: 第 4 選區
6/2: 第 1 選區
6/6: 第 5 選區
6/8 第 2 選區

6 月 13 日

6 月 16 日

關於建議預算的 
公開預算

@上午9:00

@下午5:30

https://www.sandiegocounty.gov/content/sdc/cob/bosa.html#watch
https://www.countynewscenter.com/cnc-tv-live/
https://www.sandiegocounty.gov/content/sdc/general/board-meeting-video.html
https://livestream.com/sandiegocountynews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user/countysandiego
https://www.facebook.com/sandiegocounty
https://twitter.com/SanDiego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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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AG 預測，到 2035 年，San Diego 的人口多元化將繼續增長，估計：白人 36.3%、西班牙裔 41.4%、亞洲及太平洋島民 13.9%、黑人 4% 以及包括
美洲印第安人在內的所有其他羣體 4.4%。

• San Diego 縣擁有美國最多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 18 個

Source: San Diego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2020 Demographic & Socio Economic Estimates, as of July 2021 relects latest data available.

家庭收入中位數

 18個 
合併城市 

非建制 
區域

County of San Diego

區域數據

平民勞動力

2020 年
1,538,400

2021 年
1,543,700

人口

2019 年 3,340,312
2020 年 3,331,279
2021 年 3,315,404

房價中位數

失業率

2020 年 1 月
670,000 美元

9.2% 6.5% 4.0%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 月

2020 年 1 月
435,000 美元

2021 年 1 月
744,000 美元

2021 年 1 月
485,000 美元

2022 年 1 月
885,000 美元

2022 年 1 月
595,000 美元

附屬住宅單一家庭住宅

2019 年
1,590,600

San Diego縣人口按種族、民族和年齡劃分的分佈情況
2020 年總人口：3,34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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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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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及以上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74,855 美元 78,980 美元 82,426 美元

亞洲及太平洋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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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未來

2022-23 年通過的預算案

其他財政

4.261 億美元 (5.8%)

資本項目

1.718 億美元 (2.3%)

財政和一般政府

8.156 億美元 (11.1%)

土地使用與環保

6.299 億美元 (8.6%)

衛生與公衆服務

28.151 億美元 (38.3%)

公共安全

25.009 億美元 (34.0%)

通過的總預算：73.6 億美元

2022-23 財年通過的預算總額為 73.6 億美元。這比 2021-22 財年通過的預算增加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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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縣預算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sandiegocounty.gov/openbudget

按團體/機構劃分的人員總數

19,848 (+1,065 / +5.7%) 

衛生與 
公衆服務

(+595 / +8.2%)
7,879

公共
安全

(+173 / +2.2%)
8,007

財政與一般政府

(+118 / +6.5%)
1,926

(+171 / +9.2%)
2,026

土地使用和 
環保

五年來，新增了 2,200 多名工作人員，以推進重要的優先事項，包括精神健康和藥物使用計畫、無家可歸、兒童福利和自給

自足服務、司法改革，以及改善監獄的醫療和健康支持。

注意：人員配置數位包括兼職員工，並且由於數位四捨五入而可能不會合計。

19,848

18,783

17,95418,025

17,584

縣工作人員總數
20,500

20,000

19,500

19,000

18,500

18,000

17,500

17,000

16,500

16,000
2018-19 財年通過 2019-20 財年通過 2020-21 財年通過 2021-22 財年通過 2022-23 財年通過



County of San Diego

構建未來

精神健康和藥物使用支持

• 新增 8,190 萬美元和 115 個新職位，繼續將行為健康系
統從危機應對轉變為預防和持續護理

• 改善服務以幫助面臨精神健康挑戰和藥物使用障礙的人，
包括無家可歸者和青年人 

• 提供資金支持由精神健康專家（而非執法人員）組成的移
動危機應對團隊，以應對處於危機中的人員

• 爲有需求的人提供適當類型的護理的資源：康復護理、學
校服務、寄養青年服務和 LGBTQ 社區

投資重點

• 繼續實施新的預算公平評估工具，幫助縣各部門在考慮公平
的情況下對服務和撥款進行優先排序

• 增加社區參與資源，讓所有社區成員在討論和決策中發揮有
意義的作用

• 增加筆譯和口譯資源將提供更多獲取服務和資訊的途徑

• 350 萬美元用於新成立的可持續和環境正義辦公室，以確保
所有社區在健康危害方面得到同樣的保護

• 新成立的 San Diego 縣勞工標準和執法辦公室將作為雇主
及其工人的教育和資源中心，並採取執法措施保護工人

公平和無障礙



2022-23 年度已通過的運營計劃執行摘要

有關縣預算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sandiegocounty.gov/openbudget

投資重點

• 一次性刺激資金提供 1,190 萬美元，用於開發可負擔住用房以
減少無家可歸

• 向城市全縣範圍提供 1,000 萬美元，用於購買庇護所和住宿
場所，以幫助該地區的無家可歸者

• 300 萬美元用於減免許可證費用，以鼓勵建造附屬住宅單元

• 81 萬美元用於制定包容性分區條例，要求新開發項目包括中
等收入水準或低於中等收入水準者可以負擔的住房 

• 提供超過 2,500 萬美元用於減少我們非建制社區的溫室氣體排
放，包括 100 萬美元用於支持電動車充電站

• 提供近 6,000 萬美元用於其他環境改善，包括 4,000 萬美元
用於應對决雨水問題，1,630 萬美元用於多物種保護計畫，以及 
340 萬美元用於改善 Tijuana River Valley

• 透過免除約 210 萬美元的許可證費用，促進綠色建築和太陽能

• 全縣將種植 3,500 多棵樹木 

• 提供 200 萬美元用於另外購買兩輛 Live Well on Wheels 車
輛和一個新的移動公共衛生實驗室，為居民提供服務，讓汽車
遠離道路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可持續性和應對氣候變化

無家可歸和住房



• 為替代監禁倡議的資源，支持監獄替代方案，以及對不構成
公共安全威脅的人提供服務和護理

• 提供超過 1.4 億美元投資於本縣監獄的醫療護理服務 

• 為青年發展學院提供 620 萬美元，以幫助犯有重罪的年輕
人，為他們提供更密集、更長期的行為健康、康復和技能培
養服務 

• 100 萬美元用於為緩刑工作人員提供降級培訓，以支持他們
所監管的年輕人 

• 另外提供 240 萬美元用於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青少年轉移計
畫和過渡年齡青年人轉移計畫，讓青少年有機會接受服務和
諮詢，而免於起訴

• 公共辯護人辦公室將增加 2,180 萬美元和 90 名工作人員，
爲客戶辯護，代表我們居民區的移民和貧困人口，並改善重
返社區的過渡

• 另外提供 350 萬美元和 18 個職位，用於擴大地方檢察官爲
犯罪受害者提供的服務，包括 South Bay 社區彈性和創傷
恢復中心以及重新判决計畫 

County of San Diego

構建未來

司法改革

投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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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重點

强大社區並保障他們的安全

• 提供 290 萬美元用於 Interstate 15 和 State Route 76 未來公
共安全設施的土地

• 提供 25 萬美元用於啟動新的 Jacumba 消防站的規劃和設計

• 增加 220 萬美元，透過路邊植被管理和建造防火道，保護社
區，減少未建制區域的社區野火風險 

• 公共衛生服務部門新增 71 個職位，以繼續加強其保護居民健康
的整體能力 

• 將提供 140 萬美元用於新建和擴建縣公園，包括 Calavo、Star 
Ranch、Lindo Lake、Park Circle 和 Waterfront Park 

• 將提供 100 萬美元資助一項食品獲取倡議，以幫助建造社區花園

支持家庭

• 為年長者和盲人或殘疾人提供 60 項新的家庭支持服務職位

• 包括 CalFresh 和 Medi-Cal 在內的 100 個基本服務新職位， 
幫助人們獲得所需的食物和醫療保健

• 增加 100 個兒童福利服務職位，以增加對受照護兒童的應急響應
支持和優質安置，加強預防服務並為家庭聯係社區服務

• 美國救援計劃法案中的 3,100 萬美元將繼續為各種服務提供資
金，包括為年輕人提供精神健康服務、支持租房者和營養計劃

• 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事務辦公室將促進包容性經濟增長，提
供藝術和文化方面的機會，並管理以非營利組織和社區組織為重
點的贈款項目

• 新的評估、績效和分析辦公室將使用數據和分析來更好地為影響
我們社區和改善服務交付的決策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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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Pacific Highway, San Diego, CA 92101
www.sandiegocount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