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颈区公立学校》刊物 

大颈区公立学校注重发现精神，培养优秀人才 

 

2019-2020 年度学校预算草案 
支出增加 1.99%•税收增加 1.94% 

经过公众广泛的讨论和建议，教育委员会通过了 2019-2020 年

度学校预算草案，预算金额为 234,418,944 美元。这个数字与比去

年预算相比，增加了 1.99%。税收增幅预计为 1.94%，低于 4.09%

的税收上限。 

校长特蕾莎•普伦德加斯特博士解释说:“有了这个预算提案，我

们的学生将会继续接受富有创意的教育，而正是由于这种教育大颈

公立学校学区才成为长岛、纽约州乃至全美国的的一流学区。”“非

常感谢教育委员会提出这项财政预算，这是一项负责的预算，有了

这个预算，我们就能继续开展高质量的学习和课外活动项目。” 

根据需要进行预算 
每年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都会征集整个学区内利益相关方的意

见，包括家长教师联合理事会 (UPTC)、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及学

区管理人员的意见。教育委员会鼓励居民在 3 月至 5 月召开的公共

预算会议上提出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预算制定过程的透明性，”委员会主任芭芭拉·伯

克维茨(Barbara Berkowitz)解释说。芭芭拉提到委员会已经在公共

预算会议上逐行审核了预算草案。“政府和委员会必须在学生的需

求和对纳税人的财政责任之间实现平衡。我们尤其关注纳税人所承

担的压力。” 

在 2019- 2020 年度预算草案中增加了对教职工的预算，这反映

出大颈地区学生入学人数有所增加。在长岛的其他学区入学人数都

在下滑时，大颈公立学校以其一流的教学质量继续吸引众多家庭和

学生搬到这个学区。 

“大颈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种课程，能够满足有着不同兴趣

和才能的学生的需求。此外，学校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

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以及音乐、戏剧、体育、出版和俱乐部活

动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 

委员会理事唐娜•佩雷兹说到。“能够这些丰富多彩的的课程和课外

活动供学生选择，我们感到很自豪。” 

 

预算重点 

2019- 2020 年度学校预算草案的重点包括: 

 继续开设目前开所有的小学和中学课程 

 由于招生人数的增加，根据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增加小学教师岗位编制，确保班级规模不扩大 

 增加中学教师岗位编制，满足学生对课程和选修

课的需求 

 增设英语语言课程和特殊教育岗位编制，为教学

服务提供支持 

 在医务人员中增加一名护士 

 在安保人员中增加两名保安 

 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规模，涵盖约翰·F·肯尼迪学校

(John F. Kennedy School)的学前教育 

 在小学阶段增设戏剧课程和机器人课程 

 增加学生参与当地的、地区性的和国家级比赛的

资金投入 

 为教职员工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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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财政收入 

为了平衡 2019-2020 年度预算，大颈区将拨出 230 万美元

的基金结存款和储备金，这笔钱是前几年未动用的资金。该基金

结存款和储备金将用于支付合同规定的工资增长、医疗保险费的

上涨和其他计划支出。大颈区每年还拨出约 400 万美元用于正在

施工中的基本医疗和安全设施维护工程。 

预期的财政收入增长也将用来抵消开支。例如，如果其他区

招收的学生在大颈区学习，大颈区将从其他区收取学费。这些学

费将一直是 大颈区重要的收入来源，预计在 2019-2020 年度将

产生近 230 万美元的收入。 

为非公立学校学生提供的服务 

根据州法律，大颈区拨款 500 多万美元，用于为私立和非公

立学校的学生提供服务，包括校车、教材、医疗、特殊教育服务、

学校图书馆图书以及电脑软件借用服务。 

财政措施的有效性 

大颈区是纽约州少数几个获得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Aaa”

评级的学区之一。这一评级意味着，大颈区的财政负担被穆迪

(Moody’s)认为最高质量级别，信用风险最低。在纽约州规定的

年度学区外部审计中，卡伦&达诺夫斯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肯定

了大颈区的财务管理状况，强调大颈区财务状况良好，投资明智，

有着完善的内部制衡治理制度，以及恰当的程序，这些在教育委

员会政策中均可看到。 

 

 

 

 

 

 

 

 

 

投票人登记  

如果您自2015年以来参与过任何学校投票或

普通投票，您就有权参加在 5 月 21 日(星期二)举

行的学校投票。如果您自 2015 年以来既没有投过

票也没有登记的，但是您已年满 18 岁，是美国公

民，并且在该地区居住了至少 30 天，你就可以进

行登记。 

登记时间为学校工作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

地点为莱克维尔道 345 号菲普斯行政大楼地区法

院办公室。如果您想在 5 月 21 日(星期二)投票，

就必须要在 5 月 16 日(星期四)之前登记。如需了

解更多信息，请致电地区法院办公室，号码：

(516) 441-4020。 

更多资讯 

您可以在大颈区官方网站

www.greatneck.k12.ny.us/budget 上浏览 2019- 

2020 年预算草案，也可以到莱克维尔路 345 号菲

普斯行政大楼索取预算草案的纸质版本，或者在

在学校和图书馆获取草案的参考副本。如需了解

更多关于预算草案、选民登记、缺席投票及投票

详情，请致电(516) 441-4020。 

 

您知道吗？ 
大颈区每个家庭在 2018-2019 年度所负担的教育税率在拿索郡所

有学区排名中倒数第五。 

 

纽约州房产税上限 

自 2012 年纳税上限立法出台以来，大颈区提出的税率上调幅度一直处于或低于纽约

州规定的税率上限。2019- 2020 年度的税率上限为 4.09%。影响实际税率上限的因素有

很多，包括税基变化、通货膨胀率、税款抵扣、偿债、基础工程开支、运输设备采购以

及超过一定百分比的养老基金增长。 

“我们必须关心学区预算对纳税人造成的的纳税影响，纳税人也面临着联邦税率变

化和纳索郡的税收重新评估，”工商部门副局长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解释说。“我

们必须尽量让人们上得起学，接受优秀的教育。” 

各位居民可以使用大颈区官方网站 www.greatneck.k12.ny.us/budget 上的税务计算

器来估算他们在 2019-2020 年度的教育税负。 

    学年 税率上限 % 税率增长幅度 

   

http://www.greatneck.k12.ny.us/budget


 

 

• 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预修学者：544 名高中生 

• 全郡音乐节：5-12 年级 118 人参加 

• 全州音乐大会：16 名高中生参加 

 

 

 

大颈公立学校自 2005 年以来第

13 次被 NAMM 基金会评为美国

最好的音乐教育学校之一。 

 
 
 
 

•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长岛地区中学科学杯：团体赛第一名 

• 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赛: 4 高中乐团获得地区性高中组冠军 

• 2 高中乐团和 2 初中乐团获选在林肯中心表演 

• DECA 全美高中生商业挑战赛: 66 名高中生参加 

• 国际 9-12 年级中学生

机器人对战赛: 高中代

表队在地区赛中获得

一等奖和四项大奖；获

得参加 9-12 年级中学

生机器人世界锦标赛

的参赛资格 

 

 

大颈公立学校 / 电视台获得了社

区媒体联盟颁发的 2018 年教育

机会全优奖，该奖项仅授予本国

最佳教育频道。 

 

•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六名选手参赛，四名获得大奖，包括

大赛冠军以及小组赛冠军 

• 长岛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7 名高中生选手获奖， 

18 名初中参生选手获奖 

• 长岛弦乐节：20 名高中生

参加，13 名初中生参加，

2 名小学生参加 

 
 
 

根据 niche.com 网的排名，大颈公立学

校在纽约州学区排名中位居第二，在全

国校区排名中位居第七。2019年Niche

基础教育排名榜也认可我们的师资质

量；在 Niche 最佳师资力量排名榜上，

大颈在拿索郡排名第二，在纽约州排名

第五，在全美国排名十四。 

 

 

• 数学竞赛：初中代表队在地区和州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 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24 名选手进入决赛，24 名选手进

入半决赛，53 名优秀表现选手 

• 全国学业艺术与写作奖：一名选手获得全国金钥匙奖，  

5 名选手获得金牌，5 名选手获得银牌 

• 纽约州荣誉音乐会乐队：1 名高中生和 3 名初中生参加 

• 再生元科学天才大奖赛(前身为英特尔科学天才大奖赛) ：  

5 名高中生获得科学天才学者称号 

• 华格照明科学邀请赛：43 名高中生获奖 

 
 
 

维莱基学校致力于个人理财教学，使

学生在将来成为有经济实力的人，被

W!se（全国性非盈利教育机构）授予

2018 蓝星学校荣誉称号。 

学校和学生取得的成就 
我们重视教育，对学生和学校寄以厚望。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取得的奖项和成绩: 
 

 

大颈北高中和大颈南高中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 2018 年最佳高中。这两所学校都获得

了金牌——这一荣誉只授予全美排名前 500 的学校。此外，北高和南高是长岛唯二进入美国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百强的高中。 

 



 

 

2019-2020 年学校预算简表 
 

预算项目 
 

2018-2019 预算额 

2019-2020 

拟议预算额 
百分比变化 

教学 $ 171,243,706 $ 174,926,737 2.15 

建筑与场地 $ 23,633,215 $ 24,448,029 3.45 

交通 $ 14,001,856 $ 14,174,887 1.24 

支持服务 $ 8,845,164 $ 9,054,670 2.37 

基建项目 $ 5,558,315 $ 4,016,000 (27.75) 

成人教育&娱乐 $ 3,496,272 $ 3,749,322 7.24 

债息 $ 3,066,500 $ 4,049,299 32.05 

总预算 $ 229,845,028 $ 234,418,944 1.99% 

收入 
 

2018-2019 预算额 

2019-2020 

拟议预算额 
百分比变化 

国家补助 $ 9,609,825 $9,705,357 0.99 

其他收入** $ 14,335,184 $14,899,733 3.94 

拨付的基金结存款 $ 690,000 0 (100.00) 

拨付的准备金 $ 1,638,637 $2,295,568 40.09 

通过房产税筹集的金额 $ 203,571,382 $207,518,286 1.94% 

 

**这个条目包括房产税以外的其他收入，比如其学生在大颈公立学校上学的其他地区所缴纳的学费，
抵税款项，以及存款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 

 

学校预算投票 
201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7:00-22:00 

 

投票议题 
议题 1: 2019-2020 大颈公立学校预算 

议题 2: 大颈图书馆预算 

议题 3: 教育委员会的一个职位 

唐娜 佩雷兹委员谋求连任 

投票地点 / 

学区选举有四个投票点: 贝克学校•莱克维尔学校•马鞍岩学校•南方高中。选区如右边地图所

示。每位登记投票人仅可在指定的投票地点投一票。要确认您的登记状况及指定的投票地点，

请扫描二维码或浏览学区网站 www.greatneck.k12.ny.us/voting，然后点击“查找投票点”

链接。您也可以在学校工作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致电地区法院办公室 (516) 441-4020。 

ABSENTEE BALLOTS 缺席投票 \ 
合格的登记投票人可在学区网站(www.greatneck.k12.ny.us/budget)上下载或者在学校工作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在地区法院办公室领取缺席投票申请表。符合资格的并且其登记信息被选举委员会标记为“终身残疾”的

居民将自动收到缺席投票。填写完整的缺席投票必须于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五时前送至地区法院办公室。 
 
 

 
 
 

《联邦投票权法》第 203 条要求纳索郡的学区提供英语版和西班牙语版的投票信息。根据该法，大颈公立学校印制的关于 2019-2020 年学区选举和预算投票的材料将以两种语言印发。 

http://www.greatneck.k12.ny.us/budg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