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近  40 萬美元供地方政府執行解散整合  

 

這筆撥款幫助各自治市執行和簡化政府運作  

 

補充了葛謨州長設立的全郡共享服務計畫  (County-wide Shared Services Initiative)，

用於減少財產稅並降低地方政府成本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透過九項地方政府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  (Local 

Government Citizens Reorganization Empowerment Grants) 撥款將近  40 萬美元用於

協助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各自治市執行政府重組。六個鎮和三個鄉

獲得撥款用於執行共享服務計畫，並設法解散和重組以減少地方財產稅並簡化政府

運作。 

 

「這筆撥款幫助紐約州地方政府提高效率、共享服務、削減成本並幫助減少財產稅

納稅人的負擔，」葛謨州長表示。「財產稅仍是紐約州最繁重的一項賦稅，我感

謝這些社區的領導人採取行動幫助其居民並創造更加強大、可負擔、繁榮的未來。」  

 

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從屬於地方政府效率計畫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Program)，該計畫由紐約州務廳  (New York Department of State) 地方政府服務處  

(Di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負責管理。該計畫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和技

術支持用於研究、策劃並執行自治市重組。  

 

紐約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州務廳持續協助全

州各自治市開展工作，用於批判性地考慮整合和解散，從而更高效地提供政府服務。

這些鄉鎮領導人採取重要措施透過創造效率和最大程度節約成本來完善地方政府運

作。」 

 

這次最新一輪的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發給：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合瑞斯鄉  (Herrings) 和維納鎮  (Wilna)，位於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分別獲得了  5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協助實施鄉解散工作。  2015 年  7 月，該

鄉申請舉行解散公投；2015 年  11 月 3 日，公投獲得通過。合瑞斯鄉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解體以來，獲得的撥款將分配給維納鎮，用於進一步協

助開展與該鄉解散相關的必要工作。發放的撥款將幫助該鎮及時過渡，並減

少鄉納稅人的費用。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馬其頓鎮  (Town of Macedon)，位於韋恩郡  (Wayne County)，獲得了 5 萬美

元撥款用於協助解散馬其頓鄉  (Village of Macedon)。 2015 年  3 月，該鄉申

請舉行解散公投；2015 年  6 月  11 日，公投獲得通過。  該鄉設立並批准了

解散計畫 (Dissolution Plan)，該計畫在 2016 年  3 月獲得選民的支持。  馬其

頓鄉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解散，鎮委員會正在開展與鄉解散相關的必要工

作；這些資金將協助該鎮完成過渡。  

  魯斯維鄉  (Village of Rushville)，位於耶茨郡  (Yates) 和安大略郡  (Ontario)，

收到申請書尋求解散魯斯維鄉。  拆分公投定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舉

行。  將作出重要決定的鄉民應獲得適當的資訊和機會，用於了解解散程序

和解散對當前運作、服務和社區未來的潛在影響。  魯斯維鄉將獲得  5 萬美

元資金用於幫助該鄉居民了解此類影響，並在公投批准解散的情況下制定解

散方案。 魯斯維鄉位於兩個鎮和兩個郡境內，這兩個鎮將積極參與策劃過

程，必要時還將針對最終解散方案提供建議。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康寧鎮  (Town of Corning)，位於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境內，目前從分

佈在四個防火區內的四個消防部門獲取消防服務。  該鎮認為可以透過提高

效率來減少消防費用。  康寧鎮將獲得  5 萬美元資金用於評估方案以改善提

供消防服務，包括可能整合各消防區。  

  康寧鎮還將整合： 吉布森水區  (Gibson Water District)、康寧莊園水區  

(Corning Manor Water District)、東康寧水區  (East Corning Water District)、東

康寧  1 號水區  (East Corning #1 Water District)、東康寧  2 號水區  (East 

Corning #2 Water District)，這些水區都位於該鎮東北區，並延伸至東康寧綜

合水區  (East Corning Consolidated Water District)。 此舉將讓運營和維護更高

效地運作、簡化服務並執行資產管理過程，從而在今後若干年維護新系

統。  該鎮將獲得  2.5 萬美元資金用於實施整合。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謝爾曼鄉  (Sherman) 和櫻桃溪鄉  (Cherry Creek)，位於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均收到申請書用於針對鄉整合舉行公投。  這些公民投

票分別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和  2017 年 2 月 2 日舉行。 謝爾曼鄉的解散

提案以 117 票對 115 票被否決，但櫻桃溪鄉的公民以  70 票對  32 票支持鄉

解散。 謝爾曼鄉獲得高達  5 萬美元資金用於補償與公投以及公投前該鄉發

佈資訊相關的費用。  櫻桃溪鄉將獲得  23,615 美元資金，用於補償與公投相

關的費用並制定鄉解散計畫。  

  漢諾威鎮  (Town of Hanover)，位於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獲得了  

49,998 萬美元撥款用於協助解散福里斯特維爾鄉  (Village of 

Forestville)。  2015 年，福里斯特維爾鄉的居民申請舉行解散公投；2015 年  

11 月  3 日，公投獲得通過。  解散計畫被鄉委員會採納，解散日期定為  

2016 年  12 月 31 日。該計畫要求漢諾威鎮隨後在該鄉原址建設特定區域以

提供街道照明、人行道維護、防火、垃圾（庭院垃圾）收集、供水。  這些

資金將幫助漢諾威鎮執行該鄉的解散計畫。  

 

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計畫補充了州長設立的全郡共享服務計畫，用於在本州減少財

產稅；該計畫規定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外地區  57 個郡的郡長召集共享服務小

組  (Shared Services Panel) 以確立和發展共享服務項目。  

 

州務廳提供各種在線工具用來幫助開展整合工作和全郡共享服務，包括定期更新的

全面問答內容、介紹計畫要求的  PowerPoint 文檔、指導文件，以及機會供地方公

職人員訂閱定期項目更新資訊。  

 

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計畫為各自治市提供資源用來整合共享服務，從而為全體居民

創造效率和削減賦稅。考慮重組計畫的各社區應致電  518-473-3355 或從此處訪問

網站來聯繫紐約州務廳地方政府服務處，從而確定有無資格申請公民重組授權補助

金計畫資金。公民授權補助金計畫的申請截止時間是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三的下午  

4:00。地方政府現在可以從此處的新撥款機會門戶網站  (Gateway Grant Opportunity 

Portal) 提交公民授權補助金申請書並在線接收撥款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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