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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用於資助教育和兒童早期教育計劃。 
動議法規。

正式標題與摘要	 由司法部長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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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分析員的分析

稅款用於資助教育和兒童早期教育計劃。動議法規。
•	 按比例對超過7,316美元的年收入增收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最低者稅率為.4%，個
人收入超過250萬美元的稅率為2.2%，為期十二年。

•	 最初四年中，將稅收的60%劃撥給幼稚園至12年級學校，30%用來償付州債務， 
10%劃撥給兒童早期教育計劃。四年之後，將稅收的85%劃撥給幼稚園至12年級學
校，15%劃撥給兒童早期教育計劃。

•	 按照特定學校、各個學生的方式提供幼稚園至12年級基金，受地方控管、審計和公
共意見。

•	 禁止州政府劃撥新的資金。

立法分析員總結對州和地方政府淨財政影響的估計：

•	 從2013年到2024年，州個人所得稅收入增加。2013-14年的增加額約為100億美元，
極可能隨著時間增加。2012-13年增加的稅收為該金額的一半左右。

•	 最初幾年中，每年約有60億美元用於學校，約10億美元用於托兒和學前教育，30億
美元用於州政府節省債務償付。2013-14年的金額可能因2012-13年新增的籌款分

配而增加。

•	 自2017-18年起到2024-25年，學校、托兒和學前教育的配額會增加，償付債務的配額
則會降低。

概述

該提案從2013年至2024年提高大部分加州
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增稅獲得的資金會

被用於公立學校、托兒和學前教育，並用

於償付州債務。該提案的每條重要條款在

下文詳細討論。

州稅收及收入

背景

個人所得稅(PIT)。PIT是對個人及家庭的
工資、業務、投資及其它收入徵收的稅收。

州PIT稅率涵蓋從1%至9.3%的範圍，視納稅
人的收入在各個收入檔次中的部份而定。 

（這些被稱為邊際稅率。）收入增加，則邊

際稅率也提高。從這項稅收獲得的稅收收

入——2010–11財年總額達494億美元—— 
存入州的普通基金。此外，額外的1%稅收
適用於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與此相關的
收入專門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

提案

提高PIT稅率。該提案提高除最低收入檔
次之外的所有收入檔次的州PIT稅率，從
2013年至2024年，為期12年。如圖1所示，
額外的邊際稅率將隨著每個收入檔次提高而

提高。例如，對聯合申報人而言，額外的

0.7%邊際稅率將適用於34,692美元至54,754
美元之間的年收入，使總稅率升高至4.7%。
同樣地，額外的1.1%邊際稅率將適用於
54,754美元至76,008美元之間的年收入，使
總稅率升高至7.1%。這些提高的稅率會提高

圖1

現行及第38號提案提議的個人所得稅稅率

單獨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聯合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戶長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現行邊
際稅率b 

提議的額外
邊際稅率b

$0–$7,316 $0–$14,632 $0–$14,642 1.0% —
7,316–17,346 14,632–34,692 14,642–34,692 2.0 0.4%
17,346–27,377 34,692–54,754 34,692–44,721 4.0 0.7
27,377–38,004 54,754–76,008 44,721–55,348 6.0 1.1
38,004–48,029 76,008–96,058 55,348–65,376 8.0 1.4
48,029–100,000 96,058–200,000 65,376–136,118 9.3 1.6
100,000–250,000 200,000–500,000 136,118–340,294 9.3 1.8
250,000–500,000 500,000–1,000,000 340,294–680,589 9.3 1.9
500,000–1,000,000 1,000,000–2,000,000 680,589–1,361,178 9.3 2.0
1,000,000–2,500,000 2,000,000–5,000,000 1,361,178–3,402,944 9.3 2.1
超過2,500,000 超過5,000,000 超過3,402,944 9.3 2.2
a 此處顯示的收入檔次為2011年採用的收入檔次，將在未來幾年視通脹情況調整。單獨申報人還包括已婚個人及分開報稅的登記同居伴侶(RDP)。

聯合申報人包括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及RDP情侶，以及有受撫養子女的符合資格的寡婦或鰥夫。

b 邊際稅率適用於列舉的各稅收檔次內的應稅收入。例如，應稅收入為15,000美元的單獨申報人根據現行稅率，在2011年的稅務責任為227美元：

73美元（等於該申報人第一個收入檔次7,316美元的 1%）與154美元（該申報人超過7,316美元的收入的2%）之和。該稅務責任會因個人、被

撫養人、老年人和其它稅收抵免以及其它因素而減少——可能取消。所提議的額外稅率會從2013年開始生效，至2024年終止。所列舉的現行稅

率不包括對應稅收入超過100万美元的人士徵收的1%精神健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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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60%的州PIT收益的稅務責任。（個
人、被撫養人、老年人和其它稅收抵免，以

及其它因素，會繼續取消許多低收入納稅申

報人的所有稅務責任，即使他們的收入屬於

受到該提案的稅率提高影響的收入檔次。）

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額外1%稅率仍適用於

超過100萬美元的收入。因此，該提案的稅
率變動會提高這些納稅人的PIT邊際稅率，
從10.3%至最高12.5%。列在該選票上的第
30號提案也會提高PIT稅率。旁邊的方框描
述如果兩項提案均被批准將會發生的情況。

圖1

現行及第38號提案提議的個人所得稅稅率

單獨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聯合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戶長申報人
的應稅收入a

現行邊
際稅率b 

提議的額外
邊際稅率b

$0–$7,316 $0–$14,632 $0–$14,642 1.0% —
7,316–17,346 14,632–34,692 14,642–34,692 2.0 0.4%
17,346–27,377 34,692–54,754 34,692–44,721 4.0 0.7
27,377–38,004 54,754–76,008 44,721–55,348 6.0 1.1
38,004–48,029 76,008–96,058 55,348–65,376 8.0 1.4
48,029–100,000 96,058–200,000 65,376–136,118 9.3 1.6
100,000–250,000 200,000–500,000 136,118–340,294 9.3 1.8
250,000–500,000 500,000–1,000,000 340,294–680,589 9.3 1.9
500,000–1,000,000 1,000,000–2,000,000 680,589–1,361,178 9.3 2.0
1,000,000–2,500,000 2,000,000–5,000,000 1,361,178–3,402,944 9.3 2.1
超過2,500,000 超過5,000,000 超過3,402,944 9.3 2.2
a 此處顯示的收入檔次為2011年採用的收入檔次，將在未來幾年視通脹情況調整。單獨申報人還包括已婚個人及分開報稅的登記同居伴侶(RDP)。

聯合申報人包括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及RDP情侶，以及有受撫養子女的符合資格的寡婦或鰥夫。

b 邊際稅率適用於列舉的各稅收檔次內的應稅收入。例如，應稅收入為15,000美元的單獨申報人根據現行稅率，在2011年的稅務責任為227美元：

73美元（等於該申報人第一個收入檔次7,316美元的 1%）與154美元（該申報人超過7,316美元的收入的2%）之和。該稅務責任會因個人、被

撫養人、老年人和其它稅收抵免以及其它因素而減少——可能取消。所提議的額外稅率會從2013年開始生效，至2024年終止。所列舉的現行稅

率不包括對應稅收入超過100万美元的人士徵收的1%精神健康稅。

圖2

第38號提案籌得的財政收入的劃撥
2013–14
年與

2014–15年

2015–16
年與

2016–17年

2017–18
年至

2023–24年

學校 60% 60% 85%
早期托兒及教育(ECE) 10 10 15
州償債 30 30a —a

 總計 100% 100% 100%
對學校和ECE計劃撥款的增長限制a 否 是 是

a 反映專門用於州償債的最低配額。超過增長限制的收入也會被用於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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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金給公立學校、早期托兒和教育
(ECE)及償債。由該提案籌得的收入會被存
入新開立的加州教育信託基金(CETF)。這

些資金會專門單獨用於這三個目的。如圖2
所示，2013-14年至2014-15年之間，該提案
將CETF	60%的資金劃撥給學校，10%的資
金劃撥給ECE計劃，30%的資金用於償付州
債務。在2015–16年至2016–17年期間，一
般同樣的資金劃撥會得到授權，但是稍大

的配額會被用於償付州債務。這是因為從

2015-16年開始，該提案：(1)根據加州前五
年人均個人收入的平均增長，限制劃撥給

學校和ECE計劃的資金總額，以及(2)將高
於增長率徵收的資金專門用於償付州債

務。從2017-18至2023-24年，最高85%的
CETF資金會用於學校，最高15%的資金會
用於ECE計劃，超過增長率的收入繼續用於
償付州債務。

不可被州立法院修訂。如果被選民通過，
該提案僅可通過未來的選票議案修訂。州

立法院會被禁止在未經選民同意的情況下

對該提案作任何修改。

財政影響

每年大約100億美元的額外州收入。在最
初幾年——從2013-14年開始——每年籌得
的額外州稅收金額大約為100億美元。（在
2012-13年，該提案會產生約為這個金額一
半的額外州收入。）產生的收入總額可能

隨時間增加。任何一個特定年度產生的收

入均可能遠遠高於或低於前一年的收入。

這主要是因為該提案對高收入納稅人提高

更多稅率。這些個人的收入可能波動更為

明顯，這是因為它受股票市場、房產價格

和其它投資的變化的影響程度更大。由於

這些納稅人的收入波動，以及他們對稅率

提高的反應的不確定性，因此，因該提案

增加的財政收入難以估計。

學校

背景

大部分公立學校資助與州資助公式相關
聯。加州為大約600萬名公立學校學生提供
教育服務。這些學生在超過1,000所地方教
育機構接受服務——主要在學區。大部分

學校資助透過州的學校資助公式提供——

通常稱為第98號提案最低保證。（社區學
院資助也適用於滿足最低保證的要求。）

如果選民同時同意第30號提案和第38提案會發生什
麽情況？

州憲法規定如果兩項提案之間有衝突會發生什麽

情況。如果兩項在同樣全州選票上獲得批准的提

案的條款有衝突，憲法規定，以獲得更多「贊

成」票的提案的條款爲準。本份全州選票上列出

的第30號提案和第38號提案均提高個人所得稅
(PIT)稅率，因此，可能被視為彼此衝突。

兩項提案均聲明，只有一套稅收增加會生效。第

30號提案和第38號提案都說明如果兩項提案均獲
通過，哪些條款將生效：

•	 如果第30號提案獲得較多贊成票。第30號提案
包含的一節規定表明，其條款將整體優先爲

準，且任何其它提高PIT稅率的提案（在此案
例中為第38號提案）的任何條款均不會生效。

•	 如果第38號提案獲得較多贊成票。第38號提案
包含的一節規定表明，其條款將優先爲準，且

任何其它影響銷售或PIT稅率的提案（在此案
例中為第30號提案）的稅率條款均不會生效。
在此情況下，被稱為「觸發削減」的支出縮減

將因第30號提案關於提高稅收的規定無法生效
而生效。（參見第30號提案的分析，瞭解更多
關於觸發削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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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保證透過聯合使用州普通基金和地方

財產稅收入進行資助。在2010–11年，學校
從學校資助公式獲得430億美元。

大部分學校支出決定由地方教務委員會作
出。大約70%的州相關學校資助可用於任何
教育目的。在大部分情況下，學區管理委

員會決定如何支出資金。一般而言，教務

委員會將決定使用資金的具體活動，以及

資金在學區的學校之間如何分配。剩下的

30%資金必須用於指定目的，例如提供學校
餐飲或學生通學的交通。在如何使用這些

受限制的資金方面，學區通常幾乎沒有靈 

活性。

提案

根據該提案，學校將獲得2016-17年從PIT
稅率提高籌得收入的60%，以後每年獲得大
約85%。這些CETF資金會被作為第98號提
案普通基金對學校的支持的補充。這些資

金支持三項經費計劃。該提案還規定支出

限制及與這些資金相關的報告要求。這些

主要條款在下文詳細討論。

透過三項經費計劃分配學校資金。第38號
提案要求CETF學校資金按如下方式劃撥：

•	 教育計劃經費（資金的70%）。資金
的最大配額——全部CETF學校資金
的70%——會按每個學校的學生人數
分配。然而，具體每個學生的經費會

取決於每個學生的年級，學生年級越

高，學校獲得的資金越多。教育計劃

經費可被用於各種活動，包括教學、

學校支持職員（例如輔導員和圖書管

理員）以及家長參與。

•	 低收入學生經費（資金的18%）。該
提案要求按照每個學校招收的低收入

學生人數（定義為有資格免費享用校

餐的學生人數），將CETF學校資金的

18%在全州一次性劃撥。與教育計劃經
費相同，低收入學生經費可被用於各

種教育活動。

•	 培訓、科技和教學資料經費（資金的
12%）。剩下的12%的資金會按照每個
學校的學生人數在全州一次性劃撥。

此類資金僅可用於培訓學校職員及購

買最新技術和教學資料。

要求資金用於相應學校。學區根據該提案
獲得的資金必須用於其學生產生這些資金

的特定學校。例如，就低收入學生經費而

言，如果學區100%的低收入學生就讀于一
個特定學校，所有低收入經費資金會需要

用於該學校。然而，與其它學校資助相

同，地方教務委員會會決定CETF資金在每
個學校的支出方式。爲了確保第38號提案
資金會對所有學校的資助產生凈增加，該

提案還會要求學區盡合理努力，避免減少

每個學校從非CETF來源獲得的每個學生資
助至低於2012-13年的水平。如果學區對任
何學校每個學生資助減少至低於2012-13年
水平，它必須在學校校內或附近舉行的公

開會議上解釋縮減的原因。

要求學區在作出支出決定之前徵求公共 
意見。第38號提案還要求學區管理委員會
就如何支出CETF學校資金在公開公眾聽證
會上徵求學生、家長、教師、行政官員及

其他學校職員的意見。當教務委員會決定

如何支出資金時，它必須——公開地和在

網上——解釋CETF學校支出將如何改善教
育結果以及如何衡量這些被改善的結果。

規定對每個學校的預算報告要求。該提案
還包含對學區的若干個報告要求。最為明

顯的是，從2012-13年開始，該提案要求所
有學區編制並發佈每個學校的網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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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預算必須顯示每個學校來自所有資助來

源的資助和支出，並按各種支出類別分

類。州公共教學總監必須提供應報告的預

算的統一版式，且必須向公眾公開所有學

校預算，包括前幾年的資料。此外，學區

必須在學年結束之後60天內提供關於其每
個學校如何支出CETF資金的報告。 

其它允許及禁止事項。該提案允許學區的
撥款的最高1%用於預算編制、報告及審計
要求。該提案禁止CETF學校資金用於提供
提高薪資或福利，除非此類提高是提供給

接受非CETF資金資助的其他雇員。該提案
還包含禁止CETF學校資金用於更換自2012
年11月1日起提供的州、地方或聯邦資助的
條款。 

財政影響

為學校提供額外資助。在最初幾年，學 
校每年會從該提案獲得大約60億美元的資
金，或者每個學生1,000美元。在此金額
中，42億美元會用作教育計劃經費，11億 
美元會用作低收入學生經費，7億美元會用
作培訓、科技和教學資料經費。（2013–14
年的金額會比較高，這是因為2012-13年籌
得的資金也可用於分配。）未來可用的金

額可能隨時間增加。從2017–18年開始，隨
著被要求用於償付州債務的金額大幅減

少，用於學校的金額會進一步增加。

早期托兒及教育

背景

ECE計劃服務不超過五歲的兒童。在就讀
幼稚園之前——通常從五歲開始——大部

分加州兒童參加某種類型的ECE計劃。家庭
因各種原因參加此類計劃，包括在家長上

班時看護兒童，以及培養兒童的社交和認

知技能。服務從出生到三歲的兒童的計劃

一般稱為嬰幼兒及學步兒童托兒。服務三

歲至五歲兒童的計劃通常稱為學前教育，

且一般把重點明確放在幫助兒童為就讀幼

稚園做好準備方面。而所有計劃必須滿足

由州許可的基本衛生和安全標準，各個計

劃的具體特點——包括職員資格、成人與

兒童比例、課程設置、家庭費用及托兒費

用——各不相同。

一些兒童具備接受受補助ECE服務的資
格。雖然許多家庭為參加ECE計劃支付費
用，但公共資金也補助為一些兒童提供的

服務。這些補助一般保留給參加以工代賑

計劃或其它工作或培訓活動，及/或擁有具

有特殊需求的子女的低收入家庭。一般而

言，ECE補助的資格僅限收入為州平均收入
水平的70%或低於該水平（例如，目前的限
額是一家三口的每月收入為3,518美元）的
家庭。州支付每個兒童的固定費率給提供

商，用於被補助的ECE「空位」。支付率視
州地區和托兒環境而定。一般而言，全時

嬰幼兒/學步兒童托兒每月約為1,000美元，
全時學前教育每月約為700美元。

現行資助水平並不為所有具備資格的兒童
補助ECE計劃。在2010–11年，州及聯邦資
金提供大約26億美元的資金，為大約
500,000名或15%的加州不超過五歲的兒童
提供各種托兒和學前教育計劃。然而，加

州所有兒童的一半左右達到補助計劃的資

格標準。由於州及聯邦ECE資助不足以為所
有具備資格的兒童提供有補助的服務，因

此，等候名單在大部分郡都是常見的。

提案

根據該提案，ECE計劃將獲得2016-17年因
PIT稅率提高籌得收入的10%，以後每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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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約15%。該提案規定對這些資金的具體
劃撥，參閱圖3的摘要。如該圖頂部所示，
為ECE計劃籌得的資金最高23%會被專門用
於修復近期對托兒空位的州預算縮減及提

供商支付率，以及開展指定支持州的ECE計
劃的某些全州活動。顯示於該圖底部的剩

下的ECE資金將用於擴大托兒和學前教育計

劃，以為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

服務，並提高給某些ECE提供商的支付率。
該提案還禁止州減少對ECE計劃的現有支
持。具體而言，州會被要求在未來幾年支

出與2012-13年同樣比例的州普通基金收
入，用於ECE計劃（大約為1%）。如下詳
述，該提案包含與以下各項相關的廣泛條

圖3

第38號提案關於早期托兒及教育(ECE)的條款

目的/描述
ECE資助
的百分比a

「修復及系統改善」

計劃修復——部份修復自2008–09年以來對現有受補助ECE計劃的州預算縮減。
各項修復會包括為更多兒童服務，提高家庭有資格享受福利的收入水平，

以及提高加州每個兒童支付率。

19.4%

評級系統——建立系統，根據ECE計劃如何對兒童的社交/情感發展及就學準備起作用，
評估並公開評級ECE計劃。

2.6

ECE 資料庫——建立全州資料庫，收集並維護關於參加州資助ECE計劃的兒童的資訊。
會包括關於兒童的ECE計劃以及他/她在幼稚園準備情況評估中的表現。會連結至州的
幼稚園至12年級資料庫。

0.6

許可檢查——提高州許可機構對ECE計劃進行衛生及安全檢查的頻率。 0.3

 小計 (23.0%)

「優勢及擴大ECE計劃」 

對三歲至五歲的兒童的服務——向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有補助的學前教育，

優先在低收入社區提供服務。

51.6%

對出生至三歲的兒童的服務——制定新的加州提前教育計劃，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年幼

兒童提供托兒及家庭支持。

16.6

提供商支付率——向在新的評級量表上獲得較高分數的州補助ECE計劃提供補充每個兒童的支付，
大部份資金針對學前教育計劃。同時針對所有服務對象是出生至18個月兒童的獲得許可的州補助
ECE計劃，提高現有每個兒童支付率。

8.9

 小計 (77.0%b)

  總計 100.0%

a 由於專門用於修復及系統改善的金額最高為3.55億美元，資助的略低配額會用於這些活動，而資助的略高配額會用於在該提案的償債支付於
2017–18年終止時加強及擴大ECE計劃。

b 這些資金最多有3%可用作州級行政費用。劃撥給ECE提供商的資助最多有15%可用作設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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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1)評估ECE計劃的評級系統；(2)學前
教育，以及(3)嬰幼兒及學步兒童托兒。

確立全州評級系統來評估各個ECE計劃的
品質。該提案要求州實施「早期學習品質
評級及改善系統」(QRIS)來評估各個ECE計
劃的效力。在州已經進行的最初工作的基

礎上，到2014年1月，州將已制定評估量
表，用於評估計劃對兒童的社交和情感發

展以及就學準備起到多大作用。所有ECE計
劃均可選擇按此評估量表進行評級，評級

將向公眾公佈。州還會制定培訓計劃，幫

助提供商改善其服務並提高其評級。此

外，第38號提案會向在QRIS評估量表上獲
得較高分數的托兒和學前教育計劃提供補

充支付——在現有每個兒童補助金之外。

向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學前 
教育。第38號提案針對位於低收入家庭高
度密集社區的州資助學前教育計劃，增加

所提供的空位數量。就提供這些新空位的

資助，僅適用于獲得較高品質評級的學前

教育提供商。資助會根據居住在目標社

區，目前並未參加學前教育的有資格兒童

的估計數量向提供商劃撥。（65%的新增空
位必須包含在提供全年全天服務的計劃之

中。）計劃參與會僅限于達到現有家庭收入

資格標準或居住在目標社區（與收入無

關）的兒童，優先考慮某些處於風險中的

兒童（包括接受寄養看護的兒童）。

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嬰幼兒及学步兒童 
制定新計劃。第38號提案效仿同名的聯邦
計劃，制定加州提前教育計劃(EHS)。該計
劃的65%的資助會用於向擁有出生到三歲的 
兒童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托兒和家庭支持服

務。（至少75%的新增空位必須是全年全 
時托兒。）至少35%的	EHS 資金會用於向
未參加該計劃的托兒部份的家庭及看護者

提供服務。在兩種情況下，家庭支持服務

可能包括計劃職員的家庭拜訪、兒童發展

的評估、家庭掃盲計劃，以及家長和看護

著培訓。

財政影響

提供支持和擴大ECE計劃的額外資助。 
在最初幾年，每年大約有來自該提案的10
億美元會被用於州ECE計劃。（2013–14年
的金額會比較高，這是因為2012-13年籌得
的資金也可用於分配。）該項資助的大部

分會專門用於擴大托兒和學前教育——在

實施的最初幾年，為大約額外10,000名嬰幼
兒/學步兒童以及90,000名學齡前兒童提供
服務。未來幾年的可用金額可能會隨時間

增加。從2017–18年開始，隨著被要求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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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付州債務的金額大幅減少，用於ECE計劃
的金額會進一步增加。

州的債務償付

背景

一般責任債券償付。債券融資是一種長期 
借款，州利用其籌集資金，主要用於建設

長期基礎設施（包括學校和大學建築、公

路、街道和道路、土地和野生動物保護，

以及與水相關的設施）。州透過向投資者

出售債券而獲得此類資金。作為交換，州

承諾按具體時間安排有息償付此資金。州

的大部分債券為一般責任債券，必須由選

民同意，且由州的一般稅權擔保。一般責

任債券通常由來自普通資金的年度償債付

款償付。在2010–11，州支出47億美元的 
一般責任債券償債付款。在此金額中， 

32億美元用於支付學校和大學基礎設施的
償債。

提案

至2016–17年，至少30%的財政收入用 
於償債救濟。直至2016–17年年底，第38號
提案的財政收入至少30%會被州用於支付 
償債的費用。該提案要求，這些資金首先

用於支付教育償債費用（從幼稚園前教育

到大學學校設施）。然而，如果資金用於

支付每年教育償債費用后仍有餘額，剩餘

的資金可用於支付州其它一般責任債券償

債費用。

限制從2015–16年開始的學校和ECE撥
款，使用超額資金用於償債支付。從2015–
16年開始，向學校和ECE計劃提供的CETF
撥款總額的增長率不會大於加州人均個人

收入在前五年的平均增長率。超過此增長

率徵收的CETF資金也會被用於州償債。 
（考慮到收入劃撥的變化，該提案規定

2017-18年為例外情況。）

財政影響

普通基金的節省金額到2016-17年每年約
為30億美元。直至2016-17年年底，透過該
提案籌得的收入的至少30%——每年約為30
億美元——會被用於支付一般責任債券的

償債費用，並增加州普通基金節省金額。

這會空出用於其它公共計劃的普通基金收

入，使在這些年內平衡預算更加容易。

從2015–16年開始的潛在額外普通基金 
節省。該提案的增長限制條款還會在特定
幾年內提供普通基金節省。任何節省的金

額可能年年不同，取決於PIT收入和人均個
人收入的增長，但每年可能有幾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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