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聯邦政府專門攻擊紐約州引起的災難後果，即每年耗費  210  

多億美元資金   

  

1:《格拉哈姆  - 卡西迪參議會醫療保健法案  (Graham-Cassidy Bill)》遭到否決，

否則截至  2025 年將耗費紐約州  169 億美元資金，金額居各州之首——我們決不

能允許該法案死灰復燃   

  

2:聯邦政府削減醫院超份額支付  (Disproportionate Share Hospital, DSH)  

經費——這將耗費  26 億美元資金，給最貧困的患者群體帶來最沉重的打擊   

  

3: 兒童健康保險計畫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CHIP) 削減  11  

億美元資金——這將導致紐約州  33 萬個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醫療保險陷入危局   

  

4:聯邦賦稅計畫提案  (Proposed Federal Tax Plan)，該計畫終止減免州賦稅和地

方賦稅，這每年耗費紐約州  175 億美元資金，金額居各州之首——我們必須阻止

該提案   

  

葛謨州長動員聯盟於紐約州國會代表團合作阻止削減經費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概述了聯邦政府的四項大規模經費削減計畫，每年削減

總金額超過  212 億美元，這些政策旨在直接打擊紐約州，從而破壞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給公立醫院和非營利醫院施加財政壓力、並使  300 多萬個紐約民眾的優質

醫療陷入危局。此外，對紐約州的經費削減額與美國其他州不成比例，紐約州是

對聯邦政府貢獻資金最多的州，每年交給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的資金比華盛

頓特區返還的資金多  480 億美元。鑒於聯邦政府魯莽政策帶來的災難後果，葛謨

州長動員聯盟於紐約州國會代表團合作，反擊並阻止削減經費。  

  

「聯邦政府這些災難性的經費削減計畫是往紐約州的心上插刀，這是在攻擊最貧

困的患者、剝奪兒童的醫療服務、對有財務壓力的醫院和地方政府強行削減經

費，並最終對紐約民眾提高賦稅，」州長葛謨表示。「聯邦政府對中產階層和工



 

 

薪階層紐約民眾發起攻擊時，我們將不會坐以待斃，我們必須立即表達看法、  

行動起來阻止這些災難性的經費削減計畫，並支持我們紐約州的價值觀。」  

  

1. 《格拉哈姆  - 卡西迪參議會醫療保健法案》——該法案遭到否決，我們決不能

允許它死灰復燃   

  

《格拉哈姆  - 卡西迪參議會醫療保健法案》是國會的最新措施，旨在廢除《平價

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該法案截至  2025 年預計花費紐約州  400 - 600 

億美元資金，金額超過美國任何其他州。該法案還導致紐約州  120 萬份醫療工作

陷入危局、使擴大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範圍的州處於不利地位，並聲稱截至  

2026 年全面終止醫療支持。  

  

由於全國開展反對活動、紐約州國會代表團及其他各方在全國高聲呼籲，《格拉

哈姆  - 卡西迪參議會醫療保健法案》上週遭到否決。但是，國會明確表示將繼續

設法廢除《平價醫療法案》，這將給紐約州的醫療產業、經濟以及醫療服務能力

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2. 聯邦政府削減醫院超份額支付經費   

  

國會未廢止醫院超份額支付經費削減計畫，該計畫於  10 月  1 日生效，將減少重

要的聯邦資金，這些資金透過醫療補助計畫補償醫院產生的無償醫療費用。這些

削減措施將嚴重損害紐約州的醫院，並給紐約州的公立醫院和安全網醫院施加最

沉重的打擊，這些醫院本就承受著財政重負並服務於最貧困的患者群體。  

  

今後  18 個月，這些經費削減措施將耗費紐約州  11 億美元資金，金額高於任何其

他州，分階段實施時還將耗費紐約州醫院  26 億美元資金。這些經費削減措施還

導致  280 多萬個紐約民眾的醫療服務質量下降，這些紐約民眾由我們的公立醫院

和安全網醫院提供服務。  這些經費削減措施將影響紐約州全部  219 家醫院。公立

醫院和特定的安全網醫院包括：  

  

公立醫院  

  

  紐約州立大學南部醫學中心  (SUNY Downstate)  

  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學院  (SUNY Upstate)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UNY Stony Brook)  

  拿騷大學醫療中心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紐約市健康與醫院集團  (NYC Health and Hospitals)  

  伊利郡醫療中心  (Erie County Medical Center)  

 精神健康辦公室(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 州立醫院 (State-

Operated hospitals)  



 

 

  

安全網醫院  (Safety Net Hospitals)  

  

 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  

 維克弗高地醫院  (Wyckoff Heights)  

 聖約翰公會  (St. John's Episcopal)  

 圣盧克科恩沃爾醫院  (St. Luke's Cornwall)  

  維農山莊醫院  (Mt.Vernon)  

 羅馬紀念醫院  (Rome Memorial)  

 邦希克斯醫院  (Bon Secours)  

 WCA 醫院 (WCA Hospital)  

  

與其他州相比，紐約州遭受的打擊最為沉重。經費削減總額有  16% 攤派給紐約

州，金額高達  26 億美元。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分別遭削減  12 億美元經費，德克薩斯州遭削減  10 億美元經費。  紐約州已經有  

40 億美元的赤字，因此無力吸收這筆額外的負債。  

 

根據與醫院超份額支付分攤額相關的現行州法律，資金首先分配給所有私立醫

院，用於按照現行法定金額上限補償無保險患者產生的醫療費用，約為  25%。 

如果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資金，則其他資金分配給公立醫院。最後，資金分配給所

有公立醫院，用於補償高達  100% 的醫療補助計畫損失和無保險患者造成的損

失。 

  

公立醫院歸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必須解決醫院面臨的經濟困境。這些是聯邦

政府對地方政府及其醫院實施的經費削減措施。紐約州與紐約州立大學醫院處在

相同的困境中。  

  

如今，這些經費削減措施已經成為現實並且生效，如果削減的  11 億美元的經費

不予以撤銷，則公立醫院無法獲得充足的資金。鑒於新的財政現況，所有醫院都

需要設法節約資金，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需要設法與醫院合作以實現收支相抵。   

  

州法律規定，如果醫療補助計畫削減的經費超過  8.5 億美元，則新計畫受立法管

制。僱用 KPMG 公司  (KPMG) 擔任財務顧問，針對每家醫院的詳細財務分析數據

和總體情況提供建議，並確定策略用於決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吸收明年削減  11 億

美元經費造成的衝擊。紐約州還將再次聚集成效斐然的醫療補助計畫再設計工作

組  (Medicaid Redesign Team)。 

  



 

 

紐約州國會代表團稱削減的經費將在  12 月  31 日前歸還。如果情況並非如此，  

州長已再三表示，這將需要召開特別立法會議，用於修訂醫療預算。在過渡期

間，紐約州與公立醫院合作，管理現金流並保護患者醫療。  

  

3. 削減兒童健康保險計畫經費——這是對兒童醫療服務發起的攻擊   

  

聯邦國會未再批准兒童健康保險計畫，這項創新的醫療保險計畫由紐約州在馬里

奧·葛謨  (Mario Cuomo) 州長帶領下發起，此後成為全國規模的計畫。兒童健康保

險計畫為年收入不超過聯邦政府貧困線以上  400% 的家庭的孩子提供保險，涵蓋

沒有資格參加醫療補助計畫的孩子。  

  

國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未批准兒童健康保險計畫，這導致美國  900 萬個兒

童的保險陷入危局，其中包括紐約州的  33 萬個孩子。  該計畫為兒童提供有競爭

力的醫療保險，保險範圍涵蓋常規體檢、免疫、問診、處方藥、牙齒與視力保

健、門診和住院護理、實驗室與  x 射線服務、急診服務。  

  

紐約州兒童健康保險計畫主要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該計畫在紐約州花費大約  13 

億美元資金。如果該計畫不再獲得批准，紐約州將損失將近  11 億美元的聯邦兒

童健康保險計畫資金。要在沒有這筆聯邦資金的前提下繼續實施兒童健康保險計

畫，紐約州除其他各項削減的費用外，將花費  10 億美元。  

  

4. 聯邦賦稅計畫——迫近   

  

聯邦賦稅計畫提案終止減免州賦稅和地方賦稅，這每年耗費紐約州  175 億美元資

金。聯邦賦稅計畫非但沒有確保為全體紐約州納稅人減稅，反而將導致  330 萬個

紐約民眾被征收雙重賦稅，其中大多數人都是中產階級。  

  

今天，葛謨州長重申紐約州的計畫，即該條款如果在雙重賦稅的基礎上獲得批

准，紐約州計劃提起訴訟。針對中產階級紐約民眾終止減免賦稅——按照收入檔

次實施的後果分析請見此處。  

  

稅務基金會  (Tax Foundation) 提供的數據顯示，聯邦賦稅計畫添加該條款，令紐

約州相比於其他各州，再次承受最重的衝擊。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斯州  

(Illinois)、新澤西州、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紐約州，這五個州承擔規定賦

稅的  50%，用於支撐聯邦賦稅計畫。聯邦政府制定的賦稅計畫故意削弱紐約州相

較於其他州在吸引人才和企業方面的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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