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1 月 1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重大公共安全倡議和投資，以減少槍支暴力和暴力犯罪   

      

        擴大紐約州警察社區穩定單位，提高骑警在聯邦工作組中的參與，並為新招募人員
提供前所未有的四個學院課程來提高該署的級別  

                   

為全國公認的槍支暴力消除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 倡議提供的州
資金增加了一倍，為州 62 個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提供的援助增加了三倍多    

     

對監禁的替代方案和減少累犯的重返社會計畫進行了創紀錄的投資，並提議闡明保釋法
律以更好地保護紐約人  

     

加強州政府解決芬太尼流入社區問題的響應能力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了重大公共安全倡議和投資，來擴大經過證明的計畫和服務，

以進一步減少槍支暴力和其他暴力犯罪，減少累犯，解決致命芬太尼的流動問題，提高因

疫情而中斷的法院系統的效率。這是《2023 年州情咨文》中的一部分。州長正在提議一

項全面的計畫，以擴大紐約州警察社區穩定單位的數量，提高··骑警在聯邦工作組中的參

與，並透過提供前所未有的四個學院課程來提高州警察局的級別。霍楚爾州長還提議將該

州全國公認的消除槍支暴力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倡議的資金增加一倍，

將對該州 62 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起訴補助金增加三倍以上，並對監禁的替代方案和重

返社會計畫進行創紀錄的資金，以減少再犯，增加服刑人員回家的機會，改善社區生活品

質，提高社區安全性。  

   

霍楚爾州長表示，「公共安全是我的首要工作。我致力於使用我所能使用的一切工具來

保護本州人民，打擊槍支暴力和暴力犯罪，並投資於可確保紐約人安全的經過證明的解決

方案。」  

     

德爾加多 (Delgado) 副州長表示，「在紐約，我們致力於減少犯罪，建設更安全的社

區，打破累犯循環。這些對我們社區的直接投資將保證紐約人的安全，並使我們的州不斷

前進。」  

    



州長的新投資將使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以及懲教和社區監督署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能夠擴大已被證明有效的資金、計畫和服務。霍楚爾州長還將

與立法機構合作闡明該州的保釋法律，以恢復對我州刑事司法系統的信心。  

     

州警察局代理局長史蒂文．A．尼格里利 (Steven A.Nigrelli) 表示，「我們致力於與執法

合作夥伴合作，以鞏固我們在消除社區內非法槍支和減少全州槍支暴力方面取得的成功。

霍楚爾州長的提議確保我們將擁有更多所需的資源來充分完成這項任務。我們感謝州長的

領導和州警察局的持續支援。」  

     

刑事司法服務署署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 「霍楚爾州長提出了一

項全面的策略，以確保紐約人的安全，並幫助確保我們的司法系統為所有人服務。州長正

在擴大和加強計畫來繼續將我們州建設得更安全，這些計畫被證明在預防槍支暴力、減少

再犯和滿足社區需求方面是有效的。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的堅定領導，感謝她對有效的公共

安全策略的支援，該策略包括我們的 GIVE 倡議、犯罪分析中心網路、監禁和拘留的替代

方案，以及最近司法改革（包括發現和審前程序）的關鍵資金。」  

     

懲教和社區監督署代理署長安東尼．J．安努奇 (Anthony J.Annucci) 表示，「該署為我

們的假釋官、調查人員和其他執法合作夥伴所做的工作感到驕傲，他們參與了 GIVE 倡

議，繳獲了大量非法槍支，保護了紐約同胞。我讚揚州長採取了多管齊下的、均衡的公共

安全措施，加強了對 GIVE 的資助，提供了支援監禁替代方案的資源，同時還擴大了監督

署對電子監控的使用，並透過「反對暴力參與監督」(Supervision Against Violent 

Engagement, SAVE) 倡議加強了密集監督。」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NYSP)  

在州警察局多管齊下的阻截非法槍支的措施中，社區穩定單位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人手

不足的地方警察機構提供資源，以積極應對犯罪激增和新出現的問題。包括警犬特遣隊在

內的騎警和分配到這些單位的調查人員使用了各種策略，如有針對性的特遣隊、專門的巡

邏、與企業主和社區成員合作，以解決社區暴力和生活品質問題。這些單位還幫助當地社

區增加警力，並與公眾互動以瞭解他們的擔憂，從而幫助遏制犯罪活動。霍楚爾州長提議

將把這些單位的數量從 16 個增加到 25 個。  

     

州警察局將擴大其在聯邦工作組中的影響力，加強其與合作夥伴合作的承諾，以消除街頭

非法槍支，減少暴力犯罪。參與這些工作組還會有更多機會獲得資訊和情報，聯邦工作組

擁有權力和資源，可以跨越州、縣和地方邊界更無縫地彌合差距。此外，州長將與檢察官

和警方合作，確保紐約州所有犯罪槍支上的 DNA 可以更快地被送到該州的 DNA 數據庫

並進行分析，以進一步利用科學的力量解決犯罪。  

     

最後，州長將提議為史無前例的四個州警察學院課程提供額外資金，以加快警力的重建，

當前警力以全員警力存在巨大差距。這將使該署能夠投入更多的警力來全力打擊嚴重犯

罪。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在 2019 冠裝病毒病疫情之前，紐約憑藉其在有效的計畫和策略中的多方面措施，在減少

槍支暴力方面創下了記錄，這些計畫和策略包括 GIVE、社區穩定單位、SNUG 街道宣傳

計畫、機構間協作與合作、犯罪分析，以及地方、州和聯邦執法機構之間的數據和資訊共

享。2019 年，紐約州報告了 304 起與槍支有關的兇殺案，這是 2011 年至 2020 年 10 年

期間的第二低數字。僅 2017 年略低：296 起。從 2016 年到 2019 年，參與 GIVE 計畫

的 20 個警察部門報告的涉及傷害的槍擊事件數量和槍擊受害者數量也逐年下降，都達到

了 10 年來的最低水準。報告的指數犯罪也連續七年逐年下降，2019 年達到歷史最低水

準。紐約是全美 10 個最大的州中最安全的州。  

     

2020 年和 2021 年，全國槍支暴力事件激增，紐約和其他州面臨著一場影響生活各個方

面，並嚴重擾亂刑事司法和法院系統的疫情，並經歷了一代人所未見的社會動盪。去年，

全美和紐約州報告的犯罪也有所增加。為了解決這種對公共安全的侵蝕，霍楚爾州長在 

2022 年為公共安全倡議籌集了 2.27 億美元，該投資促進紐約州取得了巨大進展。從街頭

收繳了超過 1 萬支非法槍支，初步資料顯示，參加 GIVE 的社區中的槍擊事件減少了 

16%，全州謀殺事件減少了 10%。與疫情前的 2017 年至 2019 年相比，紐約市的暴力犯

罪增加了 32%，而五個行政區以外的社區的暴力犯罪僅增加了 4%。  

   

為 GIVE 提供的資金將增加一倍，達到 3,600 萬美元，這將擴大熱點警力部署、重點威

懾、透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和街道宣傳等循證策略的使用，並雇用 150 多名警察和檢察

官，專門致力於打擊社區內的槍支暴力。該措施為 17 個縣的 20 個警察局提供支援。這

些地方的暴力犯罪事件占了紐約州（不包括紐約市）同類事件的 80% 以上：包括奧爾巴

尼郡 (Albany)、布魯姆郡 (Broome)、肖托夸郡 (Chautauqua)、達奇斯郡 (Dutchess)、伊

利郡 (Erie)、門羅郡 (Monroe)、拿騷郡 (Nassau)、尼亞加拉郡 (Niagara)、奧奈達郡 

(Oneida)、奧農達加郡 (Onondaga)、奧蘭治郡 (Orange)、倫斯勒郡 (Rensselaer)、洛克

蘭郡 (Rockland)、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薩福克郡 (Suffolk)、阿爾斯特郡 

(Ulster) 和韋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這些縣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緩刑局、警長辦

公室和其他合作夥伴也可透過該倡議獲得資金。  

   

起訴援助資金將增加三倍多，達到 4,000 萬美元，將用於在本州 62 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聘請更多檢察官。該州還將為紐約市以外的 57 個縣提供 4,000 萬美元的發現資金，供它

們實施發現法和修改州保釋法，這兩項法律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迄今為止，本州

已向各縣發放 8,000 萬美元，這些縣已將資金用於培訓、人員、加班、行政支援、設備、

軟體和數據連接。各縣被要求向 DCJS 提交計畫，這些計畫優先考慮地區檢察官辦公

室、地方警察部門和警長辦公室的申請，但資金也可以支援審前服務，以及因保釋改革、

非營利組織和法醫實驗室而增加的案件監督。  

     

DCJS 還將將其犯罪分析中心網路擴展到紐約市，該網路是一個全國性的典範，是州和地

方遏制、調查和解決犯罪的骨幹力量。這個新中心將與位於奧爾巴尼、布魯姆、伊利、弗



蘭克林門羅、尼亞加拉、奧奈達、奧農達加、奧蘭治、薩福克縣的其他 10 個中心一起，

為近 43 個縣的 350 多個執法機構提供服務，每年處理超過 60,000 個請求。  

     

在 DCJS 與地方執法機構的合作支援下，中心幫助地方當局解決了謀殺、槍擊、搶劫、

仇恨犯罪和連環盜竊，以及全國性和地區性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犯罪。紐約市的中心將與包

括紐約市警察局在內的五個區的合作夥伴發展和促進犯罪分析和情報合作夥伴關係，以確

保全州範圍的數據和資訊共享。新中心還將與位於紐約-新澤西州高強度販毒區 (High 

Intensity Drug Trafficking Area, HIDTA) 內的現有區域犯罪分析能力相結合，該區的重點

是擾亂非法毒品交易和槍支暴力循環。  

     

霍楚爾州長還將提議增加資金，以打擊芬太尼流入該州。更多專注於芬太尼分發和相關死

亡的犯罪分析人員將被部署到 HIDTA，該州提出了許多提案，其中包括為檢察官設立反

芬太尼創新補助金，允許他們將目標鎖定在供應鏈上，起訴涉及過量死亡的案件。  

    

此外，與地方政府機構和社區組織合作，為 20 個縣重返社會工作組提供三倍的資金，這

些工作組提供專門的個案管理、護理協調和穩定服務。DCJS 將管理 1,200 萬美元，這將

使這些工作組每年服務 7,500 人，服務的人數增加了 5,000 人。除了幫助滿足行為、健

康、就業和教育需求外，這項投資還將擴大面臨危機的個人的穩定服務，抵消最初的住房

和交通成本，為勞動力培訓和就業提供津貼和獎勵，並支援社區合作夥伴為返回社區的個

人提供關鍵服務。  

     

監禁計畫的替代方案將人們與治療和服務聯系起來，減少監禁的使用，節省納稅人的錢，

並透過減少再犯來改善公共安全。將這些計畫的資金增加一倍，達到 3,000 萬美元，將確

保這些計畫的服務能力得到提高，這些計畫已經證明是有效的，並提供顯著的投資回報：

投資回報比是 1:4。紐約將擴大這些服務，建立全國最好的社區計畫網路，減少待審人員

的再次被捕。  

     

同時，該州將繼續對紐約市以外所有縣的審前服務資金進行投資。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援系

列審前服務，包括篩選和評估、監督和集中式案件管理系統，以及與法院系統之間的專用

資訊共享。緩刑部門和社區提供者將能獲得這筆關鍵資金，以此擴大和加強服務，提高公

共安全，並將更多個人送回法庭。  

     

懲教和社區監督署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DOCCS)    

懲教和社區監督署將把反對暴力參與監督 (SAVE) 試點計畫從羅徹斯特擴展到奧爾巴尼、

布法羅和錫拉丘茲。被確定為再犯風險最高的假釋人員將接受電子監控和強化監督。  

DOCCS 還將獲得更多資金，以在每一個 GIVE 司法管轄區配備一名全職高級假釋官來擔

任數據協調員，促進地方一級的情報收集和共享；在州警察局的槍支暴力工作組的每個轄

區，在 DOCCS 的特別調查辦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OSI) 內配備一名全

職高級調查員，以出席會議並收集跨轄區資訊。  

   



穩定全州消防服務，提高應急響應能力  

志願消防部門為大約 900 萬紐約人提供服務，這幾乎占該州人口的一半。然而，近年

來，超過四分之三的這些部門報告稱，願意擔任志願者並提供服務的人數有所減少。與此

同時，從 1997 年到 2020 年，服務電話增加了 29%。這兩個因素導致了互助電話的顯著

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響應電話的部門必須尋求鄰近部門的幫助。在紐約州，互助電話在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間增加了 151%，而全國的增幅僅為 61%。這對志願者和職業消防

部門的資源和人員造成了巨大壓力。為了促進招募和留住人員，霍楚爾州長將提出立法，

允許社區向符合條件的志願消防員支付適度補償，並設立一個州基金，以支付與核心消防

員培訓相關的部分費用。該基金還將抵消志願者因接受社區服務的培訓而造成誤工的部分

薪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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