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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公佈 2023 財政年度預算案的重點內容  

   

斥資 100 億美元的計劃將重建健康照護勞動力，也將打造未來的醫療保健系統  

   
斥資 310 億美元的計劃將鞏固教師勞動力，也將為學校投資  

   
為小企業和中產階級減稅  

   
為期 5 年、創歷史記錄的 328 億美元交通廳資本計劃將動用聯邦資金來支持全州重要的

基礎設施項目工作  
   

為穩固兒童照護而發放的 9 億美元資金將用於支持全州 15,000 家托兒服務提供商的運營
成本  

   
為創新型小企業發展和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的退稅額開銷撥款 10 億美元  

   
在未來 5 年中為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投資 15 億美元，擴大助學金項目符合資格

的人員範圍  

   
 為清潔水、清潔空氣和綠色工作環境債券法案撥款 40 億美元，為海上風電撥款 5 億美

元  

   
開展為期 5 年、斥資 250 億美元的全面新住房計劃  

   
為資助開展執法工作和社區槍枝暴力專案撥款 2.24 億美元  

  

查看 2023 財政年度預算賬簿請點擊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與財政廳 (Division of the Budget) 廳長小羅伯特．F．穆希卡 (Robert 

F. Mujica Jr.) 一起概述了 2023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iscal Year 2023 Executive Budget, FY 

2023 Executive Budget)。透過重建紐約的醫療保健和教師隊伍；為最需要的人提供稅收減

免；加速經濟增長並創造高薪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加強我們的基礎建設並應對氣候變

化；確保公共安全和保護社區安全；使住房更便宜，確保每個紐約人都有自己的棲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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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重建對州政府的信任而制定大膽的改革，2023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成為了州長為

通過大膽議程而許下的承諾。  

   

「我們擁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立即作出回應的措施，也能在這筆創歷史記

錄，既具有社會責任，又在經濟上有審慎考慮的的資金幫助下，抓住這次發展未來的千

載難逢的機會，」霍楚爾州長表示。「正如我在州情諮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中所說：

這是實現更好、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美國夢的時候。我稱之為紐約夢。我們將實現這

一紐約夢，也要每個紐約民眾都能實現這一夢想。」  

   

「霍楚爾州長頒布的行政預算案為重要領域做出了歷史性投資，同時還確保我們能為未

來的打擊做好準備，」預算廳廳長小羅伯特．F．穆希卡表示，「本州再也不會在面對未

來的機會或挑戰時毫無準備。在歷經多年史無前例的困難後，這份預算案將從財政角度

讓本州具有復原力，如同本州的精神一般。紐約民眾值得擁有，也期待有這樣的預算

案。」  

   

平衡的預算案  

  

霍楚爾州長頒布的 2023 財政年度預算案反映出紐約堅實的財政基礎。由於稅收有所回

升，預算將在 2027 財政年以前實現整個財政計劃平衡，無財政赤字，也能在低於通貨膨

脹水平的情況下實現消費增長。  

  

重建醫療保健勞動力  

   

為了恢復人員短缺的醫療保健勞動力和重建未來的醫療保健系統，霍楚爾州長將在數年

中為醫療保健投資超過 100 億美元，其中超過 40 億美元將用於支持醫療保健工作者的工

資和獎金。這項多年期投資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   

   

• 本州 12 億美元用於支付醫護人員和心理衛生工作者的留任獎金，其中最多 3,000 

美元的獎金將用於留任一年的全職員工，並為工作時間較少的員工提供按比例分

配的獎金；   

• 5 億美元用於生活成本調整 (Cost-of-Living Adjustments, COLAs) 以幫助提高公共服

務工作者的工資；  

• 24 億美元用於醫療資本基礎設施和提高實驗室能力；  

• 在勞動力和醫療保健獲取和交付方面的其他投資。  

   

在這些投資的幫助下，霍楚爾州長透過一項旨在加強住家護理、改善職業發展渠道、擴

大獲得醫療保健培訓和教育的機會、為服務欠缺地區招募護理人員以及提供直接護理的

專業人士的計畫，在未來五年中重構和發展 20% 的醫療保健勞動力。  

   



鞏固教師勞動力  

   

學校補助金：2023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 2023 學年共提供 313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這

是全州史上金額最大的一筆撥款。 與 2022 學年相比，這筆投資新增了 21 億美元 

(7.1%)，其中基金會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新增了 16 億美元，其他所有的學校補助金項

目新增 4.66 億美元。   

   

基金會補助金：基金會補助金是是本州的主要教育運營補助金形式。其重點是根據學生

需求、社區財富程度和地區開支差異為所有學區，特別是高需求的學區平等分配州資

金。行政預算案為基金會補助金追加 16 億美元 (8.1%)，從而用於對目前分三年開展的全

款資助基金會補助金的第二年工作予以支持，也確保了每個學區每年都能獲得漲幅最低

為 3% 的資金。  

  

行政預算案為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撥款 1.06 億美元，用於在四年制學院和社區學員中補招全

職教職員工。 每所學校各獲得 5,300 萬美元。這筆投資將資助補招約 880 名全職教職工

（紐約州立大學招聘 340 人，紐約市立大學招聘 540 人），這其中包括支持紐約市立大

學讓臨時人員轉為全職教職員工的計劃。  

   

為有需要的人員減稅  

   

為中產階級加速減稅工作的實施：這項分 8 年開展、為中產階級納稅人減免個人所得稅

的工作於 2018 納稅年度開始實施。目前該工作計劃將於 2025 納稅年年初完成。行政預

算案：  

   

• 從 2023 納稅年度開始全面減稅，從而加速對紐約中產階級的減稅工作。  

• 為 610 萬紐約民眾減稅。  

   

為小企業在 2019 冠狀病毒病方面的開支制定退稅額：為了本州能繼續對小企業予以支

持，行政預算案的內容涵蓋了針對小企業因 2019 冠狀病毒病而產生的開銷而開展的有上

限的減稅退款新項目。該項目提供：   

   

• 為小企業再減免 2.5 億美元稅收。  

• 符合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的資本投資要求的開支包括，但不局限於因社交距離而

增加空間，進而產生的開支，暖通和空調設備開支，擴展戶外空間而產生的開

支，為進行無接觸售賣而購買器械和設備產生的開支。  

    



為小企業減稅：小企業在疫情造成的衰退期期間受到嚴重打擊。行政預算案透過以下方

式為企業提供急需的稅收減免：   

   

• 為小企業把營業淨收入或農場收入的減免調整比例從 5% 增加到 15%，  

• 擴大福利發放範圍，使其涵蓋紐約總收入來源低於 150 萬美元的中間實體。  

• 這份計劃將幫助 195,000 家小企業渡過現代歷史上最艱難的商業時期之一。  

   

為屋主提供退稅優惠：行政預算案為符合條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和老年家庭規定了新的物

產稅減稅額，即屋主退稅優惠：  

   

• 獲得基本教育稅 (School Tax Relief, STAR) 減免，收入低於 250,000 美元的信用受益

人和獲得強化教育稅 (Enhanced STAR) 的人員滿足獲得物產稅退款的條件，其福利

是該屋主在教育稅中所獲得的福利比例。  

• 總的來說，這項一年期的項目是於 2019 年失效的物產稅減免項目 (Property Tax 

Relief Credit Program) 的延伸，其所提供的福利是屋主在教育稅福利中所獲得的福

利比例。此外，居住在紐約市的屋主也將符合獲得這一優惠的條件。  

• 紐約市以外的平均福利接近 970 美元，這位 200 多萬繳納物產稅的家庭提供了減

免。紐約市的平均福利約為 425 美元，479,000 戶繳納物產稅的家庭可獲得這筆福

利金。  

• 全州收入低於 75,000 美元的屋主可獲得的平均補助預計約為 1,050 美元，近 

837,800 戶福利領取認可從中受益。  

• 福利將以預付補助的形式發放，而不是在退稅時認領。這樣紐約屋主就能更快領

取到福利。補助金是 2022 納稅退還收入所得稅的預付金，從 2022 年秋季開始，

這筆金額將直接支付給符合條件的屋主手中。  

   

資本計劃與基礎設施  

   

為期五年、斥資 328 億美元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資本計劃將動用聯

邦為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發放的資金來支持重

要基礎設施項目的最後階段工作開展，這些項目有亨茨波因特州際公路改造工作 (Hunts 

Point Interstate Access Improvement) 和更換錫拉丘茲 (Syracuse) 境內的 81 號州際公路工程。  

   

新計劃也對大規模新項目予以支持，其中包括：對奧爾巴尼 (Albany) 的利文頓大街橋樑 

(Livingston Avenue Bridge) 進行現代化改造；重新連接水牛城 (Buffalo) 金斯頓高速路 

(Kensington Expressway) 兩邊的社區；將奧林奇郡 (Orange) 和沙利文郡 (Sullivan) 境內的 17 

號公路改造為 86 號州際公路；評估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歐克戴爾並道 (Oakdale 

Merge) 增加道路承載力的方式。  



   

為期五年的交通廳資本計劃還將為已開展的紐約橋樑 (BRIDGE-NY) 項目追加 10 億美元

撥款，增加一項斥資 10 億美元的填平坑窪作業 (Operation Pave Our Potholes) 項目，並透

過高速公路聯合改造項目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 繼續為當地

的路橋項目做出創紀錄的資助承諾。  

   

托兒服務  

   

在 8.32 億美元已經發放的補助金和 23 億美元聯邦托兒服務資源的基礎上，預算案還為支

持兒童、家長和托兒服務行業做出了新投資。  

• 擴大符合領取補助金的條件範圍 - 符合領取托兒服務補助金的條件範圍將在三年

內從超過聯邦貧困線 200% 增加到超過聯邦貧困線 300%。這項斥資 5.35 億美元的

項目全面開展後，每年都將新增 400,000 名符合條件的兒童。  

• 維持對托兒服務提供商的使用 - 每年撥款 1.25 億美元，用於在 2022 年費率上漲時

維持托兒服務補助金。  

• 支持托兒服務工作者 - 為托兒服務工作者的工資投資 7,500 萬美元，此舉是對他們

重要工作的支持。  

小企業  

   

霍楚爾州長將提出一份斥資近十億美元，重點關注本州小企業的計劃，其內容包括為解

決小企業需求而開展專項項目，保證本州所有類型的小企業都能繁榮發展。這一計劃的

主要內容有：   

   

• 為未來的小企業撥款 - 創新領域的新興小企業，包括經常被風險投資忽視的少數

族裔和女性所有的公司將獲得資本金和風險債務獎勵。  

• 為小企業發放種子資金 - 為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近期開辦、處於初期階段的

企業開展斥資 2 億美元的靈活撥款項目。  

• 小企業借貸專案 - 為擴大規模的小企業提供較低的利率和可使用貸款。  

   

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  

   

為紐約州大力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撥款 15 億美元：行政預算案將在未來五年中，每年為紐

約州大力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運營投資 3 億多美元。霍楚爾州長明年還將與紐約州立大

學，其獨立機構和主要利益相關者合作，旨在制定一項可以按照她的願景把紐約州立大

學轉型為全國頂級的州中公立高等教育系統。行政預算案將在為工程新樓發放的資金幫

助下開始這一轉型過程，從而協助水牛城分校 (University at Buffalo) 和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成為紐約州立大學的一流學府。  

   



行政預算案將透過對為各學院全款退還 1.084 億美元的「助學金項目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TAP) 差額」學費補助金，進而為紐約州立大學州營校園和紐約市立大學高級學

院增加運營方面的支持，這將為紐約市立大學增加 5,960 萬美元，為紐約州立大學增加 

4,880 萬美元的支持。高校系統還將從行政預算案法案中再獲得 1,860 萬美元的運營收

入，從而增加校園從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 中獲得的州補貼金額。這將為

紐約州立大學運營的校區增加 1,370 萬美元的運營支持，為紐約市立大學高級學院增加 

280 萬美元，為社區學院增加 210 萬美元。  

   

擴大半讀學生獲得助學金的範圍：行政預算案中有 1.5 億美元用來擴大助學金的範圍，

在紐約州立大學、紐約市立大學或非營利獨立院校中註冊至少六個學分的學生可領取這

筆款項，而目前多數半讀學生無法獲得這筆助學金。預計這筆投資每年將再支持 75,000 

名紐約學生。  

   

能源與環境  

   

清潔水、清潔空氣和綠色工作環境債券法案 (Clean Water, Clean Air, and Green Jobs 

Environmental Bond Act)：行政預算案中有 40 億美元用於實行具有標誌性的清潔水、清潔

空氣和綠色工作環境債券法案。這項歷史性的專案將為紐約提供所需支持，從而復原重

要環境棲息地；減少洪澇風險；保護額外的土地和開放場地；保護和改善水資源；為減

少污染和降低碳排放而為氣候變化緩解項目投資。債權法案還將對清潔綠色學校 (Clean 

Green Schools) 專案做出重大投資，該專案將匯集到弱勢社區中的每一所公立學校。    

   

海上風能：行政預算案中的 5 億美元將投資給本州的海上風能供應鏈和港口基礎設施的

開發工作。這項全國領先的專案將為發展中的產業創造 2,000 個崗位，同時還能在未來

數年讓紐約成為全國海上風能首都。   

   

住房  

   

開展為期 5 年、斥資 250 億美元的全面新住房計劃。行政預算案將為建造保護 100,000 套

經濟適用房而推進為期五年、斥資 250 億美元的新住房計劃，其中包括 10,000 套為弱勢

群體提供支持服務的住家；根據本州為 100 萬戶住房實現電氣化和讓額外的 100 套住房

為實現電氣化做好準備的目標，另有 50,000 套住房將實現電氣化。資金由 57 億美元的資

本資源，88 億美元的州和聯邦退稅額，其他聯邦撥款，以及用於支持避難所、輔助型住

房公寓運營和發放租金補貼的 110 億美元構成。   

   

打擊槍枝暴力  

   

行政預算案為資助執法工作和社區機構鞏固預防槍枝暴力工作撥款 2.24 億美元。通過開

展這些工作，我們將恢復紐約民眾的安全感和社區感。部分舉措包括：  

   



• 為追蹤槍枝犯罪分配三倍資源 - 透過為紐約州情報中心 (New York State Intelligence 

Center, NYSIC) 增派一對處理調查全州槍支犯罪的分析員，行政預算案提供的 

350,000 美元資金將為本州的槍枝暴力情報資源分配三倍資源。   

• 加強執法工作合作 - 行政預算案為擴大社區維穩小組 (Community Stabilization Units) 

的工作範圍而撥款 1,310 萬美元，該小組中最富有經驗的州警員將與當地執法部

門展開合作，共同打擊社區中的犯罪問題。  

• 擴大本州對當地執法工作的直接支持 - 行政預算案把為紐約全國承認的減少槍枝

暴力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 專案的撥款增加至 1,820 萬美元，該

專案為杜絕紐約的槍枝暴力而支持當地執法工作的開展。這筆投資支持開展的數

個新專案將支持執法部門杜絕非致命槍擊案件，開展以青年為中心的社區活動，

為受社區監督的人員減少再次犯罪。  

• 為社區槍枝暴力響應工作 (SNUG) 發放三倍投資 - 行政預算案維持了去年對紐約反

槍枝暴力外展項目的應急追加撥款水平，也進一步加大了對槍枝暴力上升所採取

的支持工作力度。這筆 2,490 萬美元的投資將擴展醫院和接到外展項目範圍，從

而匯集全州的所有地區。其將促進數個新試點專案的開展，這些專案為青少年、

就業準備和實習培訓提供了全面服務。  

• 槍支暴力發生後對地區需求的回應 - 行政預算案為支持因槍枝暴力增加而受到最

嚴重影響的人員和地區新撥款 2,000 萬美元。此舉將使具有高需求的地區能夠獲

得創新社區力量和開展減少犯罪的項目，從而對受槍枝犯罪影響的地區能夠得到

恢復和重建。  

   

解決成癮和阿片類藥物危機問題  

   

在霍楚爾州長的領導下，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將透過加大對成癮治療服務的使用，消除治療障礙，發展創新的新治療模式，

增加紐約州社區中的治療設施數量，從而在解決阿片類藥物危機方面採取重要措施。  

   

行政預算案為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新增 4.02 億美元 (56%) 的運營和資本支持，這筆資

金將用於加大為成癮服務和居住服務機會而開展的預防、治療和康復項目範圍，為遵照

本州的阿片類安置款協議而開展主要的預防活動；從阿片類管理稅 (Opioid Stewardship 

Tax)，以及與醫藥生產公司和分銷商的訴訟安置款獲得的資金中為新資源投資 1 億多美

元。根據安置款協議的內容，這筆資金中有 1.13 億美元將經州政府發放到地方市政的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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