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公佈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EXECUTIVE 

BUDGET) 紐約南部  (SOUTHERN TIER) 區域重點工作內容  

 
行政預算促進紐約南部的騰飛——投資  5,300 萬美元修建第  434 號綠道  

(Route 434 Greenway) 和現代化的「紐約南部遊客接待中心   

(Southern Tier Welcome Center)」  

 
主要州政府投資——包括投入  250,000 美元將  Gunlocke 公司從印第安納  

(Indiana) 搬遷至斯托本縣  (Steuben County)；斥資  250 萬美元促進埃爾邁拉縣  

(Elmira County) 的  Anchor 玻璃廠  (Anchor Glass Plant) 的升級；斥資  100 萬美
元擴建希芒縣  (Chemung County) 的卡梅隆製造公司總部  (Cameron 

Manufacturing Headquarters)；斥資  320 萬美元支持位於羅克斯伯里  (Roxbury) 

的斯特拉頓瀑布酒店  (Stratton Falls Hotel) 的發展——將在紐約南部創造和支持超
過  880 份工作機會 

 
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召開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Industrial Hemp Summit) 
 

根據州長的「免費大學提案  (Tuition-Free College Proposal)」，賓漢姆頓市  (City 

of Binghamton) 的  5,578 戶家庭和紐約南部的  25,588 戶家庭將具備相關資格  

 
州長自  2011 年起對紐約南部重點提供逾  36.9 億美元的戰略投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南部各項區域重點工作內容，作為  2018 財政年

度行政預算案的組成部分。預算案鞏固了紐約州過去六年的財政紀律，與此同時提

高中產階級的地位、減輕賦稅並對紐約州的未來做理性投資。預算案連續第七年穩

定支出增速並將其控制在  2% 以下。 

 

這份行政預算案透過投資  5,300 萬美元在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和

市中心地帶之間修建第  434 號綠道，促進紐約南部的高科技行業和製造業的發

展，支持超過  880 份新舊工作機會，在康奈爾大學召開首屆工業大麻峰會等專



 

 

案，將在當前取得的重要成就上更上一層樓，使得紐約南部地區能夠在接下來的幾

十年間繼續蓬勃發展。更多關於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資訊請見此處。  

 

「今年的預算案將幫助中產階級、推行我們的進步價值觀並延續我們創紀錄的財政

紀律，從而推動整個紐約南部的經濟增長。預算案讓民眾更易負擔大學教育成本、

復興基礎設施、降低處方藥價、並把兒童看護課稅津貼提高兩倍，從而透過推動理

性經濟增長並在整個地區創造機會，」葛謨州長表示。  「這些全面撥款將增加高

薪工作、強化提供優質教育並保護環境，從而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光明強大的南部

社區。」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重點內容包括：   

  2018 財政年度的州政府運作經費  (State Operating Funds) 支出定為 980.6 

億美元，增長  1.9%。（州政府運作經費不含聯邦政府資金和資本）。 

  2018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523 億美元。  

  教育補助金增加  10 億美元，共增長  4.1%，包括 9.61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新的學校補助金總額由此增至  256 億美元。 

  把紐約州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支出提高到增長限值以下  (3.2%)，達到 

183 億美元。 

  撥款  1.63 億美元讓中產階級家庭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免交學

費，涉及紐約南部的  25,588 戶家庭。 

  對紐約州審查委員會  (state review board) 賣給醫療補助計畫的處方藥把價

格上限設定為零。  

  把《購買美国产品法案  (Buy American)》的規定擴展至所有金額超過  10 萬

美元的採購行為，從而保護我們州的製造業和建築業。  

  按照《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五年撥款  20 

億美元，鞏固州政府自  2015 年起提供給紐約南部水利基礎設施的  2.793 億

美元資金。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課稅津貼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 提高兩倍以支持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  

  首先面向 600 萬個紐約民眾提供中產階級減稅  (Middle Class Tax Cut)，明

年平均為每戶家庭節省  250 美元，全面實施後每年節省  700 美元。  

  增加對百萬富翁的征稅稅率，此舉影響到  4.5 萬個納稅人，其中  50% 的人

是非居住居民。在布魯姆縣  (Broome County)，針對  103 位百萬富翁徵稅可

用於資助 108,650 戶中產階級家庭實施減稅。  

  繼續採用 2% 的財產稅上限為紐約州房主節省  160 億美元資金，包括紐約

南部的 6.179 億美元资金，普通房主每人可節省  2,100 美元资金。  

  基礎設施投資在紐約州鋪設了逾  1.02 萬英里的道路並整修了  2,650 座橋

樑，包括在布魯姆縣斥資  3.58 億修建公路和橋樑，以及在賓漢姆頓市斥資  

2.49 億促進發展。  

 

https://www.budget.ny.gov/pubs/executive/eBudget1718/fy1718littlebook/BriefingBook.pdf%C2%B2


 

 

斥資  5,300 萬美元修建第  434 號賓漢姆頓連接綠道  (Route 434 Binghamton 

Connector Greenway) 
 

本州將斥資  5,300 萬美元在賓漢姆頓第  434 號公路旁新建一條綠道。該專案將在

現有公路旁修建一條長達  2.5 英里的獨立多用途單車和行人均可使用的平行步道。

這條新建的  434 號賓漢姆頓連接綠道將連接賓漢姆頓大學和市中心的周邊社區。

該專案還將涉及其他戰略改造，包括十字路口、環狀交叉路口的改造，以及移除多

座橋樑以提高行人、單車騎行人員和行車人員的出行安全和行車便利。  

 

建設現代化的紐約南部遊客接待中心  

 

紐約州去年開設了長島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該中心設

有紐約州最大規模的「品嘗紐約  (Taste NY)」店鋪並讓遊客身臨其境地感受該地區

的歷史、引導遊客前往新景點並展示紐約州世界頂級的餐飲產品。旅遊業和農業是

紐約州經濟的重要推動力，因此，州政府在紐約州各地推廣長島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取得的成功。  

 

在州長的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紐約還將在新建現代化的「布魯姆門戶遊

客接待中心  (Broome Gateway Visitors Center)」。新的遊客接待中心  (Welcome 

Center) 將帶領遊客了解當地歷史，引導遊客遊覽新的景點，提供本地出產的產

品。該中心將座落於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北部的州際公路  I-81 上，並將設

立「我愛紐約  (I Love NY)」資訊站，提供紐約南部著名旅遊景點的視訊和路線，

並設立「品嘗紐約」禮品店用來展示紐約南部供應的各種葡萄酒、啤酒、蘋果酒和

烈酒。 

 

新建的紐約南部遊客接待中心預計在  2017 年秋季開放。  

 
去除針對工業大麻種植設置的限制；舉辦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大麻種植有著巨大的經濟潛力，但在紐約大麻種植目前限制在  10 大農場中。紐約

州在  2016 年設立的工業大麻農業試點計畫  (Industrial Hemp Agricultural Pilot 

Program) 取得成功，以此為基礎，州長提議修改立法以進一步發展該產業，以及

批准農民與州政府合作把大麻作為農業商品加以研究。州長提議去除針對工業大麻

種植設置的限制，繼續促進本地區的農業和製造業發展，幫助紐約南部成為大麻種

植業的領軍人。  

 

此外，州長將在紐約州南部地區主持首屆工業大麻峰會，匯聚製造商、農民、研究

人員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確認發展該產業面臨的困難和機遇，並促進全州農業經濟

發展。這次會議將在康奈爾大學召開。  

 

重要州政府投資旨在在紐約南部促進就業、推動高科技行業和製造業的發展  

為了促進紐約南部高科技行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州長同時宣佈了州政府投資，旨在

在紐約南部創造  163 份工作機會，支持超過  700 份現有工作機會。  



 

 

  斥資  250,000 美元將  Gunlocke 公司  (Gunlocke Company) 從印第安納搬

遷至斯托本縣，創造  110 份新工作機會： Gunlocke Company 公司是一家辦

公家具公司，將把旗下的兩條生產線——Hon 和  Paoli——的生產設施從印

第安納搬遷至目前位於紐約南部的廠址。這家已經經營了  115 年之久的辦公

家具製造商將重新配置現有空間，在其位於斯托本縣韋蘭  (Wayland) 的運營

中心增添新的基礎設施，從而騰出空間進行預計擴張。這次擴張將使得該公

司雇用 110 名新全職員工，保有  601 份工作機會。  

為了鼓勵 Gunlocke 公司將生產線從本州境外遷至紐約南部，紐約州經濟發

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為公司提供了價值高達  250,000 美元的激

勵資金，幫助購置新的機器和設備，從而使得該廠兌現其對接下來五年所做

出的就業承諾。斯托本縣工業發展局  (Steuben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和紐約州電氣集團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and Gas Corporation) 還

為該公司提供了激勵資金，確保該專案能夠順利完成。  

  斥資  250 萬美元促進埃爾邁拉縣的  Anchor 玻璃廠的升級，支持  307 份新

舊工作機會：  本州將對  Anchor 玻璃廠  (Anchor Glass) 投資  250 萬美元，用

於升級該廠在埃爾邁拉縣的製造廠，創造  8 份新工作機會，並留存  299 份

現有工作機會。本專案涉及重新修建位於埃爾邁拉縣  2 號熔爐的磚瓦結

構，並使用現代化的成形和檢驗設備，從而維持紐約南部的競爭力，留存就

業機會。 

  斥資  100 萬美元擴建希芒縣的卡梅隆製造公司總部，支持  264 份新舊工作

機會：  本州將投資  100 萬美元促進卡梅隆製造公司將兩處周邊設施併入該

公司位於希芒縣的總部範圍內。該公司是一家提供金屬製造、機械訂製和工

程設計服務的行業領軍人。這次擴張將創造  39 個工作機會，並留存  225 份

工作機會。這筆投資將使得該公司購置  250,000-300,000 平方呎的廠房，從

而將這兩處周邊租賃場所併入總部，創造生產效益，並促進公司在接下來五

年間的擴張。  

  斥資  320 萬美元支持位於羅克斯伯里的斯特拉頓瀑布酒店的發展，支持  

200 份工作機會：  為了適應紐約北部旅遊業的發展，本州將投資  320 萬美

元支持位於紐約羅克斯伯里的羅克斯伯里斯特拉頓瀑布酒店的發展。這筆投

資將為該專案創造  6 份全職工作機會，並額外支持  200 份輔助工作機會。

瑪瑟森控股公司  (Masserson Holdings, Inc.) 將把一座總面積為  5,700 平方呎

的聯邦政府大樓改造成為一座擁有七種主題的客房。重建工程將新建  8 套

主題小別墅，配置便利設施，並修建一條風景宜人的瀑布小道，使得羅克斯

伯里酒店成為享譽全球的旅遊目的地。  

 
 

投資於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URI) 和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REDC) 

自  2011 年起，州政府利用競爭過程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RI) 和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為紐約南部提供了  9.8 億美元資金，用於根據區域優勢刺激就業並推

動經濟增長。這包括自  2010 年以來 REDC 劃撥的 4.8 億美元和  URI 劃撥的 5 億



 

 

美元。自那以後，紐約南部的失業率從  8.5% 降至  5%，並在同期創造了  6,000 份

新的工作機會。行政預算案包含核心資本和課稅津貼，與各項現有的機構計畫相結

合，第七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撥款將達到  7.5 億美元。 

 

推動經濟增長並更新紐約州基礎設施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葛謨州長的工作重心，即復興紐約州經濟、創造高

薪工作並投資於紐約南部的重點資本項目。州長還正在兌現其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

以更新紐約州基礎設施，並與公共機構、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合作利用紐約州各

地投資 1,000 億美元的多個改造項目持續向前發展。  

 

增加提供高等教育機會  

葛謨州長提議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所有兩年制學院和四年制學院對紐約州

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學費。紐約州免費大學學位計畫「精益求精獎學金」在美國首開

先河，並將幫助緩解學生債務的沉重壓力，與此同時讓成千上萬個頭學生實現接受

更高教育的夢想。根據該計畫，相關大學將立即對年收入不超過  10 萬美元的家庭

的學子免收學費，並在今後兩年內逐步涵蓋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家庭的學

子。該計畫一旦全面實施，預計每年花費  1.63 億美元資金。  

 

在這一計畫下，紐約南部的  25,588 戶（81%）家庭和賓漢姆頓市的  5,578 戶

（83%）家庭將具備相關資格。  

 

在紐約州各地提供共享乘車服務  

提供共享乘車服務當前面臨的限制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紐約民眾錯過了這種替代交

通方式，並且還有幾千人無法追求共享乘車司機這一新興靈活就業機會。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批准  Uber 和 Lyft 等交通網公司在紐約州各地運營業

務，並設立統一的許可證要求。  

 

提供不動產稅補助金並減少地方政府的強制性支出  

紐約州居民面臨美國境內最高的不動產稅負擔。在紐約州，普通房主支付的不動產

稅比其支付的州所得稅高  2.5 倍以上。 

 

葛謨州長自從就任以來持續關注減輕這項負擔，為此設置了不動產稅限額、改善地

方政府工作效率並改組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繼續採用  

2% 的財產稅上限，這能為紐約州的房主節省  160 億美元資金，包括紐約南部的  

6.179 億美元資金——普通房主每人可節省大約  2,100 美元資金。  

 

葛謨州長還把減少強制性支出確立為優先工作，並為地方市政當局取締了多項繁瑣

規定。地方政府數十年呼籲變革，有鑒於此，州長為警察協會和消防協會變革約束

性仲裁程序，規定陪審團考慮市政當局有無能力支付某些地方合同。此外，州長對

紐約州退休金制度所做的變革在今後  30 年將為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校區節省  

800 多億美元資金。  



 

 

  全縣共享服務不動產節稅方案計畫  (Countywide Shared Services Property 

Tax Savings Plans Initiative)：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州長為減輕不動產

稅負擔開展的工作，為選民投票通過的全縣共享服務方案提出新計畫。各縣

將按要求與其縣境內的其他地方政府、社區領袖以及公民領袖合作制定這些

方案。方案必須取締重複的服務並提議協調服務以提高採購力，例如共享昂

貴的運輸設備或緊急救援設備，從而切實並且可循環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

納稅人隨後將在  2017 年  11 月的普選公投中對這些費用節省方案投票表

決。 

 

在布魯姆縣，共有  196 所地方政府機構使用  347 輛自動傾卸卡車、65 臺筑路機、

60 臺挖土機、82 輛多功能車和  31 棟辦公樓。紐約南部共有  230 多個地方政府行

政長官和 180 多個地方議會議員。  

 

貫徹《購買美国产品法案》  

紐約州每年在產品和服務的採購上都要花費幾十億美元的資金。然而，現有的規章

制度並未強調這一購買力需要被用來支持美國製造企業（許多這類企業都位於紐約

州境內）。  

 

根據州長提出的「購買美國產品」計畫，所有州政府機構在進行任何金額超過  

100,000 美元的採購活動時，都需要優先考慮購買美國製造的物品和產品。此舉將

貫徹美國最強有力的強制法令，規定州政府實體採購美國製造產品。  

 

抑制處方藥價  

州長行政預算案繼續設法控制處方藥價格上漲。根據醫療補助計畫，處方藥總價在

過去三年增長了  17 億美元或 38% 左右。因此，州長推行三點計畫用於保護消費

者和納稅人抵禦處方藥價格激增造成的健康後果和經濟後果。全面計畫包括：  

  對根據醫療補助計畫報銷的某些高價處方藥設定價格上限，任何超出紐約

州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DOH) 藥物使用審查委員會  (Drug Utilization 

Review Board) 建議基準價格的藥費將按規定獲得  100% 的額外補充退款。

該計畫還將針對由醫療補助計畫付費的非專利藥物限定年基提價。  

  對賣給州政府的高價藥物征收附加費。附加費所得收益將重新分配給保險

公司，用於在次年為紐約民眾降低保險費，從而避免把費用轉移給消費者。  

  監管藥房利益管理機構  (Regulating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PBM) 以保

護消費者，並確保藥房利益管理機構不會透過不公平的商業行為促使處方藥

價上漲。 

 

打擊海洛因氾濫  

2016 年，州長把一份全面計畫簽署成為法律，用於在紐約州徹底終結海洛因和阿

片類藥物氾濫的局面。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鞏固了這一成就，撥款  2 億美元支持

針對藥品依賴性的預防、治療、康復計畫、住宿服務機會，以及公眾意識和教育宣

傳活動。 



 

 

 

州長設立的計畫包括下列措施：   

  消除預授權要求，確保所有人都可獲得藥物使用障礙治療。  

  將芬太尼類似物添加至「紐約管制藥物列表」，將新型合成藥物列入毒品

犯罪處罰的範圍。  

  吸收更多能夠開處方的醫療保健醫師，擴大能夠拯救生命的丁丙諾啡治療

的使用範圍  

  設立  24 小時 /一週 7 天運作的全天候「危機處理中心  」，確保民眾可以獲

取重要的支援服務。  

  確保急救部門的處方醫師能夠參考「處方監控計畫目錄  」，從而打擊「醫

師採購」的行為。 

  設立紐約首批康復高中，使得處在康復階段的年輕人能夠重返校園完成學

業。 

 

頒布《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清潔供水計畫提供空前規模的撥款、為環境設施和休

閒娛樂設施增加資金、對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 維持

創歷史水平的撥款，並繼續為與環境、公園以及農業相關的重要計畫提供州政府撥

款。 

 

預算案設立了斥資  20 億美元的《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用於保障當代及後世

紐約民眾獲得清潔供水。這筆具有歷史意義的撥款將連續五年每年撥款  4 億美

元，用於支持與飲用水、廢水以及水源水相關的重要保護計畫。這筆撥款鞏固了州

政府自 2015 年起為紐約南部水利基礎設施提供的  2.793 億美元資金。  

 

延續財政責任趨勢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的財政自經濟大蕭條和此前的高支出時期起發生了重

大轉變。葛謨州長就任前，紐約州年度預算增速比當時的收入快  60%（或收入占

預算的五分之三），整個時期的支出的平均增速約為  7.0%，相比之下，收入增速

為  6.2%。伴隨採用  2% 的支出基準，這種不可持續的趨勢才得以逆轉。2018 財政

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這種財政責任趨勢，並鞏固了州長做出的承諾用於增加機會和

發展紐約州的經濟。  

  紐約州支出增速連續第七年控制在  2% 以下：  行政預算案把州政府運作經

費的年度支出增速控制為  1.9%。 

  州政府未償債務將連續第五年下降：  本屆州政府任期內，截至  2017 財政

年度年底，紐約州相關未償債務將從  2012 財政年度的  564 億美元下降至  

508 億美元。這將是紐約州未償債務水平連續第五年下降。  

  紐約州信貸評級提高：  紐約州目前擁有自  1972 年起的最高信貸評級。  

  一般儲備金增加：  另一筆 1.5 億美元的計畫存款將令儲備金增至  25 億美

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州政府機構運作支出持平：  自州長就任以來，透過持續改革州政府機構和

控制成本，紐約州行政機構的運作經費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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