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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公佈紐約州歷史性 2023 財政年度預算重點  

  
在醫療保健、教育、住房、基礎設施和環境方面的投資創紀錄  

  
增加州財政儲備，到 2025 年達州運營資金支出的 15%  

  
加強公共安全和政府道德監督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公佈了本州歷史性 2023 財政年度預算重點，不僅做出著眼紐約

長期未來的創紀錄投資，而且提供大量一次性援助，幫助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

復過來，並承擔前所未有的財政責任。這幅歷史性的藍圖是千載難逢的投資紐約民衆自

身的時刻：重建醫療保健經濟、構建未來教育體系、減輕最亟需群體的稅務負擔、改善

本州的交通和住房基礎設施、應對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加強公共安全和政府道德

監督。  

  
預算案將大膽的願景與財政責任結合起來，到 2025 年使州財政儲備占州運營資金支出

的 15%，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計畫的儲備額為：2022 財年 50 億美元、2023 財年 51 

億美元、2024 財年 25 億美元及 2025 財年 29 億美元。  

  
「我在宣誓就職時，承諾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要經過這樣的拷問：這對紐約民衆來說

是最好的交易嗎？」霍楚爾州長表示。「這項預算案實現了這一承諾，為我們提供短期

和長期未來的藍圖。今天，我們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可以減輕家庭負擔，讓人

們的口袋裡有更多的錢，還可以在未來數年對紐約進行歷史性的投資。有了這項預算

案，我們正在抓住這個機會，迎來一個更強大、更安全、更繁榮的紐約州的新時代。」  

  
2023 財政年度預算案的重點內容包括：  

  
為向更多的紐約民眾提供醫療服務而重建醫療保健經濟  

預算協議包括 2023 財政年度州預算中歷史性的 200 億美元多年醫療投資。為醫護人員

創造更好的工作條件將是一項優先任務，其中 12 億美元用於發放一線醫護人員獎金，

以及 45 億美元用於多年期支付改革投資。其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投資包括 24 億美元用

於改善醫療基礎設施，39 億美元用於為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陷入財務困境的醫

院。另外 77 億美元將在四年內用於將家庭護工的最低工資提高 3 美元。這些開創性的



投資將共同改善工作條件，在未來五年內使勞動力增長 20%，並為所有紐約民衆改善醫

療保健行業。  

  
構建未來教育體系  

州預算案為構建未來教育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援，2023 學年的學校補助總額達 315 

億美元，是全州史上金額最高的補助撥款。與 2022 學年相比，這筆投資新增了 21 億美

元 (7.2%)，其中基金會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新增了 15 億美元，全日制學前教育額

外提供 1.25 億美元資金，其他所有的學校補助金專案新增 4.51 億美元。預算案還包括

對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變革性投資，其中超過 5 億美元用於額外支援學校運

營，22 億美元用於資助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校園的資本專案。此外，預算案中

有 1.5 億美元用來擴大學費資助計畫的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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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關鍵的助學金。預計這筆學費資助計畫投資每年將再為 75,000 名紐約學生提供改變生

活的機會。  

  
328 億美元用於改進交通基礎設施  

預算案包括一項新的歷史性的 328 億美元的五年資本計畫，用於紐約州交通廳管理的專

案和擬議專案。這項新的資本計畫在通過後，成為本州交通基礎設施有史以來最大的投

資，比上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加了 94 億美元 (40.2%)。新的交通計畫將投資重點放在州

和地方道路以及較小城市的橋樑上；使紐約州的社區更能抵禦極端天氣事件；並納入戰

略投資，以重新連接社區，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同時創造數千個新就業機會。  

  
在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氣候恢復力和保護方面的歷史性投資  

預算案額外批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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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總投資達到 42 億美元。除了《債券法案》，預算案還包含一筆創紀錄

的 4 億美元的環境保護基金，用於支持氣候變化緩解專案、改善農業資源、保護我們的

水源、推進保護工作，並為所有紐約民衆提供娛樂機會，以及投資 5 億美元開發本州的

海上風電供應鏈和港口基礎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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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還透過擴展和加強紐

約成功的棕地清理計劃，幫助保護公眾健康，推進環境和經濟恢復，並提供額外 5 億美

元的清潔水基礎設施資金，使本州自 2017 年以來的清潔水總投資達到 45 億美元。  

  
250 億美元綜合住房計畫  

預算案將推進一項大膽、全面、斥資 250 億美元的五年住房計畫，該計畫旨在建造和保

護 10 萬套經濟適用住房來解決系統性不平等問題，其中配備輔助服務的 1 萬套住房是

為弱勢群體提供的。該計畫還為另外 5 萬戶家庭完成電氣化，這是本州為 100 萬戶家庭

供電完成電氣化，並再為另外 100 萬戶家庭做好電氣化準備的計畫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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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兒童保育服務  



預算案強化了霍楚爾州長的承諾，即在四年內投資 70 億美元，讓兒童獲得盡可能好的

成功機會，讓父母有能力參與並在勞動力隊伍中取得進步，使紐約的兒童保育支援增加

了一倍多。預算案將兒童保育補貼的收入資格門檻提高到聯邦貧困水準的 300%（一個

四口之家為 83,250 美元），使紐約超過一半的幼兒都有資格享受該福利。預算案還將兒

童保育市場佔有率提高到覆蓋 80% 的提供者，擴大了獲得高品質兒童保育的機會。這一

變化將擴大可獲補貼家庭使用的兒童保育選項，同時增加對兒童保育提供者的補償。為

了進一步支援該行業的支柱——提供者，預算投資 3.43 億美元來提供第二輪提供者穩定

補助金。這些補助金將直接發放給醫療機構及其員工，其中 75% 用於提供勞動力支持，

包括加薪、獎金、學費報銷、員工退休計畫和醫療保險費用。  

  
從疫情中恢復  

預算案為作為弱勢紐約民衆生命線的專案提供支援，因為全球大流行使許多人與基本需

求之間的脆弱聯繫變得顯而易見。作為與立法機構達成的將 20 億美元疫情恢復儲備用

於一次性投資的協議的一部分，2023 財政年度頒佈的預算包括：  

• 8 億美元的州資金用於緊急租金援助計劃 (ERAP)，該計劃迄今已支付或承

擔 21 億美元的租金欠款，支持 16 萬多個面臨住房不穩定風險的中低收入

家庭；  

• 8 億美元用於仍因 2019 冠狀病毒病陷入財務困境的醫院；  

• 2.50 億美元的公用事業費用欠款援助；  

• 1.25 億美元的屋主和房東援助；及  

• 2500 萬美元的其他一次性非經常性投資。  

  
保護公共安全，採取行動打擊槍支暴力  

預算包括有目的性地大幅修訂公共安全法律，以解決眾多民眾經常在州內街道上所體驗

到的不安全感，同時提高本州的安全度及州內刑事司法系統的公平性。這些變化包括：  

• 允許法官為之前只能釋放的槍支指控設定保釋金；  

• 增加法官對符合保釋條件的罪行設定保釋金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 填補在提高年齡和證據開示方面的問題漏洞；及  

• 使《肯德拉法》更有效發揮作用。  

  
預算包括 9,000 萬美元的新資源資金，用於支援實施證據開示改革和審前服務。這包

括：  

• 包括 6,500 萬美元的新證據開示投資，用於確保公共安全，包括全系統協

調、技術、擴大存儲能力和行政支援。  

• 同時包括 2,50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審前服務、替代監禁服務和重返社會

計畫。相關服務包括出庭提醒和監測、篩查，以及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治

療轉介。  

  
預算還將包括 2.24 億美元的款項，用於資助大膽舉措，以加強執法機構和社區組織的預

防槍支暴力工作。透過上述綜合行動，我們將會致力於恢復紐約民眾的安全感和社區意

識。出於這一目的，我們將會採取以下措施：將本州的槍支暴力情報資源增加兩倍；提



供 1,310 萬美元用於擴大社區穩定單位 (Community Stabilization Units) 的使用率；將紐

約「槍支」外展計畫的投資增加兩倍；提供 1,800 萬美元的直接支援資金，幫助地方執

法部門預防槍支暴力；撥款 2,000 萬美元用於地區處理槍支暴力後續需求。  

  
為紐約中產階級和小企業提供稅收減免；  

預算案將從 2023 納稅年度開始全面減稅，向 610 萬紐約民衆提供稅收減免，從而加速對作為我

國經濟支柱的紐約中產階級的減稅工作。小企業在疫情造成的衰退期期間受到嚴重打擊。預

算案還為紐約的小企業提供了大量支援，包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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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該計畫為小企業提供高達 2.5 億美元的額外救濟。預算案

還為符合條件的中低收入家庭以及符合條件的老年家庭規定了新的物產稅減稅額，即

「屋主退稅優惠」(Homeowner Tax Rebate Credit)。根據這項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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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 22 億美元的投資將幫助約 250 萬屋主。  

  
暫停燃油稅  

爲了解決汽油價格高企的問題，紐約州將會暫停徵收本州的汽車燃料銷售稅這一單獨的

汽車燃料稅。近幾個月來，烏克蘭戰爭導致汽油價格飆升，大都會通勤交通區從 6 月到 

12 月對汽車燃料徵收銷售稅，估計可爲全州的工薪家庭和企業提供 5.85 億美元的救

濟。本州將透過使用州政府一般基金彌補估計的稅收損失，在整個州內修建道路、橋樑

和公共交通實體，如大都會交通管理局和地方交通系統。此外，授予地方政府選擇權

限，可將其適用的地方銷售稅率的徵收價格上限定為每加侖 4 美元。  

  
為恢復紐約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而進行關鍵改革  

預算案將建立一個新實體「政府道德和遊說委員會」來取代已經破產的公共道德聯合委

員會，從而改善道德監督，恢復紐約民衆對州政府的信任。由 11 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

的提名人將由州長、參議院、議會、主計長和總檢察長提出，然後由法學院院長審核是

否批准。該委員會將以不同的方式開展工作，比以前更加透明，取消了特殊的投票要

求，機構和投票受公開會議法和 FOIL 的約束，任何違反機密的行為都可提交給司法部

長，並改進工作人員培訓和通知受到施暴者的受害者。委員會還被要求召開年度會議，

報告其活動，聽取公眾回饋，任何調查結果都必須在 20 天內報告，以前要求在 45 天內

報告。預算還包括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如增加了在財務披露表中披露國內合作夥伴。  

  
外賣雞尾酒  

預算將允許銷售外賣酒精飲料用於場外消費。在疫情期間，外賣飲料是紐約酒吧和餐廳

的重要收入來源，幫助州內許多小企業支付租金或抵押貸款。預算將繼續支援酒吧和餐

館的恢復。新政策要求食品訂單、密封容器和不銷售瓶裝飲料，解決了經營酒類商店的

小企業的擔憂。此外，要求使用密封容器，再加上各州各市鎮現行的開放容器法，將確

保解決公眾飲酒擔憂。預算案還要求全面審查所有酒精和飲料管制法律，以確保這些法

律得到應用，並根據這項新立法進行更新。  

  



自州長在 1 月份提出她的行政預算案以來，預計會有額外的收入，並且已經實現了盈餘

資金。根據對行政提案的協商變更的初步評估，目前估計 2023 財政年度的總預算約為 

2210 億美元。支出計劃將包括霍楚爾州長在 1 月份發佈行政預算時表示可以使用，但未

將其列為支出項目的 20 億美元疫情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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