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1 月 1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按照先前準備發表講話：葛謨州長公佈《2023 年州情諮文》  

  

「實現紐約夢」議程包括 147 項大膽舉措，旨在創造一個更實惠、更宜居、更安全的紐
約  

  
解決紐約住房危機以及在未來十年建造 80 萬套新住房的「紐約購房契約」戰略  

  
加強精神衛生保健的轉型計劃，增加 1,000 張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床位以及 3,500 個服務

於精神疾病患者的住房單位   

  
旨在減少槍支和暴力犯罪的主要公共安全舉措和投資  

  
提高每年最低工資和通貨膨脹指數，幫助紐約人解決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限額與投資計劃  

  
向 80 多萬公用事業客戶提供 1.65 億美元的救濟  

  
計劃使紐約的兒童保育更實惠、更方便和更公平  

  

查看州情諮文冊請點擊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發表《2023 年州情諮文 (2022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她在演

講中概述了「實現紐約夢」計畫。霍赫爾州長在講話中概述了建設一個更實惠、更宜居、

更安全的紐約的關鍵要素。  

  
州長的發言稿見下文：  

  
感謝德爾加多 (Delgado) 副州長。我很自豪有你在我身邊爲紐約人民服務。感謝理查德森 

(Richardson) 牧師的美妙祈禱。  

  
我還要感謝我的政府夥伴：州審計長湯姆．迪納波利 (Tom DiNapoli)。州檢察長蒂什．

詹姆斯 (Tish James)。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考辛斯 (Andrea Stewart-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3-01%2F2023SOTSBook.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4d9ff552d4dc42b980f108daf336f58d%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8971477882237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rJiJtHvFmc1o5JTOOCue1%2B2lPue5EKRj%2FFhcIyk8Pec%3D&reserved=0


Cousins)。會議長卡爾．希斯蒂 (Carl Heastie)。議會多數黨領袖克里斯特爾．珀特斯-斯

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少數黨領袖參議員羅伯．奧特 (Rob Ortt)。少數黨領

袖議員眾議員威爾．巴克利 (Will Barclay)。紐約上訴法院的法官。亞當斯市長以及全州

的市長和縣長們。前州長大衛．帕特森 (David Paterson)。我的內閣成員。勞工代表和貴

賓們。  

  
各位當選的官員們，我很榮幸最終能與你們回到這個會議廳。就在一年前，奧密克戎逼著

我們遠離。今天，我不僅要對你們講話，還要對那些我們有幸爲之服務的人講話。  

  
我的紐約同胞們，在經歷了非常艱難、悲慘、痛苦的三年之後，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

州很強大，但我們還有事情要做。  

  
去年，我們在面對巨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時堅忍不拔。我們向世界證明了紐約可能會被打

倒。但我們總會，總會站起來。  

  
正因爲如此，我對即將到來的一年和未來都很樂觀。我們仍面臨一些重大挑戰，但爲正義

而戰永遠值得追求。  

  
我堅定地認識到，如果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團結起來，如果我們這些身居要職的人爲紐約

人民做該做的事，我們共同的潛力是無限的。  

  
正如我在就職演說中所說：當我們團結一致時，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我們已經做好了今

年攀登那些尚未被攀登山峯的準備，因爲我們過去已經登頂過一些山峯。  

  
 2022年，我們進行了歷史性的投資，以加強和升級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國際一流的公

共交通系統；創建強大的公共教育；應對氣候變化；加強我們的醫療保健體系；幫助我們

的小企業從新冠疫情中恢復；並刺激全州的經濟發展。  

  
我們獲得了州歷史上最大的投資，包括來自 IBM 的 200 億美元和美光的 1,000 億美元，

創造了 5 萬個新工作崗位。我們盡快對中產階級減稅，給予房產稅退稅，並在油價達到

創紀錄水平時暫停徵收汽油稅。  

  
你們已經通過的以及我已經簽署了的有 840 多項法案。爲了應對悲劇和不斷蔓延的槍支

暴力，我們加強了我們的槍支安全法——這已經是全國最強有力的槍支安全法。  

  
當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時，我們採取了很多措施，以確保在紐約獲得生殖保健仍然

是一項人權。  

  
儘管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並且一次性獲得了大量聯邦援助，但這要感謝我們在華

盛頓的夥伴——多數黨領袖舒默 (Schumer)、參議員吉利布蘭德 (Gillibrand) 和國會代表

團的成員們。  

  



我們也存些錢以備不時之需。回顧過去，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在預測一年後會經濟衰退，這

顯然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這也是我們今年不提高所得稅的原因之一。我感謝立法機構成爲應對 2022 年挑戰的合作

伙伴。  

  
上次在這裏，我談到了紐約夢。幾代人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到這裏追求美國夢。  

  
今天我站在這裏，是因爲我的家人實現了這個夢想。我希望更多的紐約人能獲得和我家人

一樣的機會。這就是公共服務的意義所在。  

  
偉大的弗蘭西斯．珀金斯 (Frances Perkins)，羅斯福 (FDR) 的勞工部長，曾經說過：

「一個政府的目標應該是讓其管轄下的所有人民過上儘可能好的生活。」就是這樣。  

  
這就是要做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因爲儘管我們已

經爲紐約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做好了準備。  

  
如果紐約人在我們的社區裏沒有安全感，如果他們買不起房子或付不起房租，那麼夢想就

會遙不可及。  

  
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不能忽視的外遷跡象，我在紐約西部長大，在那個工作很難找的時

代，對此非常瞭解。我們不能允許這種事情再次發生。好消息是：事情不一定要這樣。  

  
我今天要討論的是使紐約變得更實惠、更宜居、更安全的關鍵政策的廣泛概述。讓我來告

訴你我們打算怎麼做。  

  
我的首要任務一直是，也將永遠是，保護紐約人的安全。  

  
我每天都專注於這個目標。這一流行病在我們州、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破壞。這

對公共安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環境不安、社會孤立、及經濟困難導致全國範圍內犯罪率和槍擊事

件增加，同時，我們也正在面對這些問題。  

  
為應對此情形，我們製訂新的戰略，並投資新項目。透過更加強勁的法律及圍堵漏洞，加

強槍擊暴力方面的預防。禁用獵鬼槍，擴大槍支犯罪的保釋資格。槍支走私起訴更加嚴

厲。槍支使用紅旗法導致 5,000 多起案件的發生，我們應讓無權持槍之人阮麗槍支，讓

無辜之人免受傷害。  

  
購買半自動步槍之人的年齡提高至 21 歲。過去一年，我們成立了第一個 9 州非法持槍特

別工作組，在街道辦收繳 10,000 多支非法槍支。我們在槍支暴力中斷項目方面的投資增

加兩倍。  

  



我們更與當地政府進行前所未有的合作。從在地鐵出增加警察，至在羅徹斯特拆除障礙

物，最終，各利益相關者開啟合作。我們的努力開始發揮作用。  

  
去年，兇殺案及槍擊案的起數下降兩位數。但我們尚未達到疫情前的犯罪水平 - 我們的工

作尚未完成。在公共安全問題的討論中，保釋金改革比任何方面都具爭論性。  

  
如當前政治方面的事件，該談話很快變成了兩個沒有無共同點的敵對陣營之間的辯論。但

我堅信，有幾件事是大多數人都同意的。  

  
首先，人的銀行賬戶的大小不會決定他們在犯罪前在監獄，還是在家。  

  
這是保釋金改革的目標。我堅信，這是正確的決定。其次，保釋金改革並不是由包括疫情

在內的多種因素共同造成全國性犯罪浪潮的主要驅動力。第三，當前的保釋金改革法尚有

改進空間。  

  
作爲領導人，當我們經常聽到紐約人說犯罪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時，我們不能忽視這方

面。因此，我想對在立法機構的夥伴們說，讓我們從這一共識開始，在預算過程中就我們

可以對法律進行改進進行深思熟慮的對話。  

  
當然，我們知道改變保釋金法律不會自動降低犯罪率。此外，我們在教育、住房和心理健

康方面進行了創紀錄的投資，這些都是爲了穩定社區和解決歷史上的不平等問題。這些投

資也必須持續進行下去。  

  
我還提議對該州的「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劃」 (GIVE) 進行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該倡議

旨在拯救受槍支暴力打擊最嚴重的社區的生命。總之，我們投資於我們最有效的領域。  

布法羅 (Buffalo) 的槍擊案下降了 32%。長島下降 29%。在威徹斯特，27% 為 GIVE 轄

區。  

  
我還指示州警察在打擊社區暴力犯罪方面發揮更直接的作用。因此，我們將把州警察社區

穩定單位擴大到全州 25 個社區。  

  
當談到保障人們的安全和保護他們的福祉時，修復紐約的精神衛生保健系統是至關重要

的，而且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甚至在疫情前，精神疾病的發病率一直在上升。疫情以來，超過三分之一的紐約人尋求過

精神衛生保健，或認識有人尋求過。  

  
太多人無法獲得該項服務。障礙似乎無窮無盡。家附近不可預約。保險尚未覆蓋該項服

務。在醫院等待精神病牀位需要很長的時間。  

  
最終，人們被迫在沉默中受苦。疾病得不到治療就會惡化。因此，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數持

續增長也就不足爲奇了。  

  



長期以來，我們在精神衛生保健方面投資不足，讓情況變得如此可怕，以至於它也變成了

一場公共安全危機。  

  
當紐約人在地鐵上和街道上看到那些似乎需要幫助的人，那些不能很好地照顧自己的人，

那些可能對他人或自己造成傷害的人，那些有被傷害風險的人時，他們都會感到焦慮。  

  
我宣佈，忽視這些人需求的時代已經結束。因爲我們作爲政府領導人的成功是以我們鼓舞

和支援所有選民的能力來衡量的。  

  
今天標誌着我們州精神衛生保健方法的逆轉。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以確保沒有人被遺

漏。這是自 20 世紀 70 年代去機構化時代以來最重大的變化。  

  
我很自豪地宣佈，我們將投資超過 10 億美元，並進行關鍵的政策改革，以最終完全滿足

我們州的心理健康需求。  

  
目前，近 3,200 名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毒癮的紐約人露宿街頭或地鐵。  

  
與此同時，我們的精神科住院病牀和門診服務水平不足。  

  
我們將增加 1,000 個精神科住院牀位，資助國家機構新增 150 個牀位，恢復 850 個醫院

精神科牀位。這是我們自 2014 年以來失去的牀位的一半以上，這些牀位每年將爲 

10,000 多名紐約人服務。這些舉措包括：  

  
去年，我們被要求提高醫院報銷率，以使精神病病牀在經濟上可行。我們做到了，並提供

了 2,750 萬美元的資金和更高的補償。然而，仍有數百張這樣的病牀處於離線狀態。這

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我們現在將堅持讓這些牀位上線，併爲精神衛生辦公室爭取更大的權力，以確保在

實現這些目標方面的充分合作。這是道德方面的責任，也是公共安全方面的責任。  

  
我們還將投資於一些服務，讓患者以一種對他們自己和社區都安全的方式開始重新融入社

會，這樣我們的住院牀位就不會積壓，因爲沒有更合適的門診治療選擇。  

  
我們知道，支援性住房是預防和恢復的工具。這就是我的計劃包括建造超過 3,500 個住

宅單元，並提供密集的心理健康服務的原因。  

  
我們將確保當患者從一種治療方式轉向另一種治療方式時，沒有人會被落下。我們的計劃

要求醫療機構將高危患者轉移到密集的綜合服務機構。  

  
我還將提議立法，禁止保險公司拒絕提供關鍵的精神健康服務。  

  
最後，我們將關注我們的孩子。因爲太多的學校不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我們的孩子現在需

要預防性服務，以防止他們將來需要強化服務。  



  
我們旨在今後五年內將兒童中未得到滿足的心理健康需求至少減少一半。  

  
所以，無論我們談論的是有行爲障礙的孩子，還是患有抑鬱症的成年人，都不應不進行篩

查、預約醫生或諮詢。開銷永遠都不應成為負擔。  

  
這包括照顧那些患有毒癮的人，特別是那些與阿片類藥物作鬥爭的人。有太多的家庭，包

括我的家庭，承受着失去親人的痛苦。  

  
這就是我們採取更多行動，與聯邦和當地合作伙伴合作，阻止非法藥物流入社區，並解決

像甲苯嗪這樣的新型致命添加劑的原因。我們將向那些正努力結束芬太尼供應商的當地派

遣資源。  

  
我們將繼續擴大獲得技術途徑，在使用致命添加劑之前檢測這些添加劑，並扭轉過量使用

之情形。我門將創建一個新的跨部門工作組，以研究每個解決方案。因為我們必須以其所

要求的緊急程度來應對這場危機。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過，必須改善紐約民眾的生活質量。但是，如果不談論生活成本，就無

法真正實現生活質量。隨著通貨膨脹的飆升，家庭所需購買的所有物品的價格都在上漲。

此次之外，每月需支付的租金或抵押貸款，也讓人不堪重負。  

  
那麼，讓我們來談談每個人最大的一筆開支：住房。我想講講我家的故事。我的父母在一

間活動住房中步入了婚姻生活。靠著我父親在鋼鐵廠的薪水，他們最終住進了樓上的一套

小公寓。從那時起，我的父母攢錢買了一間位於科德角的小房子。  

  
隨著我們這些孩子長大，我父親換了一份工作。我目睹了父母逐漸能夠買得起自己的房

子。他們深知住房的重要性，並鼓勵我們為改變命運而奮鬥。  

  
作為積極分子，他們自願參加了一個名為“住房機會均等”的組織，在當時當地，參與該組

織是非常有爭議的。  

他們明白，一個社會要想充分發揮其潜力，獲得平等住房機會是必須的。  

  
因為當所有收入水准的民眾都無法獲得充足的住房時，就會出現鬥爭。  

  
如果境遇越來越糟糕，他們就會離開家鄉，去別處尋找機會。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州創造了 120 萬個就業崗位，但僅有 40 戶新住房。這種狀況是由

諸多因素導致的。  

  
但中心問題還是在於這裡的地方土地使用政策是全國限制性最强的。通過分區，當地社區

擁有巨大力量來阻止增長。  

由於全面禁止多戶住宅，以及繁瑣的分區和審批程式，使得建造新住宅變得更加困難，甚

至不可能。  



  
想想看。 民眾想要居住在這裡，但當地限制增長的决定使得他們無法如願以償。地方政

府可以也應該做出不同的選擇。  

  
我在當地政府工作了 14 年，我們社區有一個由公民主導的總體規劃，該規劃允許在保護

綠地的同時，有針對性的建造住房並推動經濟增長。我知道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2010 年至 2018 年期間，拿索縣、薩福克縣、維斯切斯特縣和帕特南

縣的人均建築許可證數量均低於以下郊區縣：馬塞諸塞州、康涅狄格州、南加州、新澤西

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弗吉尼亞州北部。  

  
談到紐約市，其他大都市區正在以我們的兩到四倍的速度建造新住房。波士頓的速度幾乎

翻了一番。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為 3 倍。西雅圖是 4 倍。  

  
由於供應减少，需求較高自然就會推高價格。誰會被壓榨？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這就是為什麼自從擔任州長以來，住房一直是我議程的首要和中心。我們去年共同通過的

預算包括一項為期五年、價值 250 億美元的計畫，旨在建造和維持 10 萬套經濟適用住

房，這將是我們州歷史上最大的一筆住房投資。  

  
通過建立紐約市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我們為紐約市住房保護局創造了數十億美元。我

們創建了一項 2,500 萬美元的驅逐預防法律援助計畫，確保弱勢租房者在庭審時得到應

有的陳述。我們為房東援助基金投資了 5.39 億美元，並提供了 1 億美元的租金補貼。  

  
我們攜手完成了多項工作，我要感謝領導人安德烈亞．斯圖爾特．考辛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和議長卡爾．赫斯蒂 (Carl Heastie) 將住房問題列為優先事項。  

  
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大部分民眾正在努力尋找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同時他們也期待

著我們的英勇領導。現在需要採取果斷行動。  

  
今天，我很自豪地向大家介紹《紐約住房契約》，這項開創性的戰畧旨在促進我們社區繁

榮所需的住房開發。一切為了我們的經濟增長。以及我們州的將繁榮昌盛。  

  
該契約彙集了一系列廣泛的政策變動，將共同實現未來十年建造 80 萬套新住房的宏偉目

標。  

  
該契約將為我們所需的增長設定了明確的預期，同時為地方提供了充足的工具、靈活性和

資源來刺激增長。  

  
全州的每個地方都將有一個新建住房的目標。在紐約州北部，新建住房目標是使當前住房

存量每三年增長 1%。在紐約州南部，目標是每三年增長 3%。  

  
全州許多地方已經實現了該目標。還有許多地方的實際成果略微低出目標。  



  
而在我們的小城鎮和村莊，只要能建造少數新房子就意味著達到了目標。但實際情況是，

一些社區需要進行真正的變革，才能建設我們所需要的家園。  

  
這不是一刀切的做法。地方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規劃實現這些目標，並製定擴大建築能力

的方式，例如重新開發舊購物中心和辦公園區，鼓勵新建住房，或更新分區規則以减少障

礙。  

  
我們知道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地方政府需要得到國家的幫助來實現這一共

同目標。我們將為學校、道路和下水道等基礎設施再次提供大量資金，以支持社區的不斷

發展。  

  
我們將削减繁瑣程序，讓項目快速推進，同時保護我們社區的健康、安全和環境。  

  
但是，當社區沒有為開發做出真誠的努力時，當擬建的住房項目因非正當原因而遭受阻礙

時，國家將實施新的快速審批程序。  

  
因為不作為就是放弃了我們在危機時刻採取行動的責任。《住房契約》也會將重點放在以

交通為導向的開發上。我們都知道大紐約交通運輸管理局 (MTA) 是紐約大都市區的生命

線，我們將繼續投資並確保財政的長期健康狀況。  

  
我們對世界級通勤鐵路的投資使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崗位，使得更多的人找到了工作，並創

造了更多繁榮的市中心。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些地區建造新住房是意義重大的。這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城市發生的事

情。  

  
因此，作爲契約的一部分，任何擁有火車站的市政當局都將重新規劃車站半英里以內的區

域，以便在未來三年內建造新的住房。  

  
最後，實際上，如果沒有紐約市 421a 這樣的激勵計劃，我們就無法滿足住房需求。沒有

它，開發商只會建造共管公寓或其他地方，這不是我們需要的結果。  

  
爲了實現我們的住房目標，我們將與立法機構合作，以處理這一關鍵難題。  

  
總的來說，這個計劃是雄心勃勃的。但這是紐約人所期待的，也是他們應得的。  

  
今天，我們說不要再拖延了。不用再等別人來解決這個問題了。住房是一項人權。 確保

建造足夠的住房是我們保護這一權利的方式。  

  
有句諺語說：「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好的危機。」我們不會浪費這個機會。我們只是需要每

個人、每個社區儘自己的一份力。  

  



解決我們的住房危機將是讓紐約更容易負擔得起的一大步。但它必須是更多方法的一部

分。  

  
房主和租房者擔心支付他們的能源賬單。因爲利率處於歷史新高，這是由我們無法控制的

地緣政治力量推動的，但卻在打擊我們國內的錢包。  

  
今年冬天，我們將面臨比去年高出 20% 至 30% 的能源價格。這迫使太多低收入家庭做

出決定：我們要把恆溫器開大嗎？還是我們把食物放在桌子上？  

  
沒有人應該做出這樣的選擇。紐約有一些全國最古老的房屋，這也無濟於事。它們的隔熱

性能較差，不易加熱，溫室氣體排放量較高。  

  
事實上，建築是我們州最大的排放源，佔我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而且還會加重

哮喘，危及孩子們。  

  
因此，今天，我將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政策，使我們最脆弱的家庭免受過高的能源賬單

的影響，併爲可持續的未來掃清道路。  

  
我們稱之爲「授權+」計劃，它將增加隔熱材料、升級電器、從化石燃料轉向清潔的電加

熱系統，以幫助低收入家庭改造他們的房屋。  

  
該項目將在一年內覆蓋成千上萬個家庭。通電的家庭將有資格獲得全國首個「能源負擔保

障」(Energy Affordability Guarantee)，承諾他們在電費上的支出絕不會超過收入的 

6%。  

  
我們還希望減輕居民因高額電費而面臨的負擔。因此，我們將爲 80 多萬公用事業客戶提

供至少 1.65 億美元的救濟。我們知道，對我們的錢包和我們的地球來說，長期可持續發

展的關鍵是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爲了讓我們走上這條道路，我提出了一項計劃，到 2030 年停止銷售任何新的化石燃料加

熱設備。  

  
我呼籲所有新建建築都實現零排放，從 2025 年開始，小型建築零排放，2028 年開始，

大型建築零排放。我們之所以採取這些行動，是因爲氣候變化仍然是我們這個星球以及我

們子孫後代面臨的最大威脅。  

  
2019 年，這個立法機構制定了積極的減排任務和最後期限。  

  
現在，我們正在執行這個計劃。當然，我們必須想好再做。以一種優先考慮可承受性的方

式，保護那些在掙扎度日的人，並糾正過去的環境不公正。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正在推行一項全國領先的「總量控制與投資」計劃，以限制溫室氣體

排放，投資於清潔能源經濟，並優先考慮我們家庭的健康和經濟。  



  
排放大國必須購買許可證才能銷售污染燃料。燃料越髒，價格就越高。該計劃的「投資」

部分將加速清潔能源的轉型，幷包括一項將提供 10 億美元的全球氣候行動退稅，我們將

撥出這筆錢來幫助支付水電費、交通成本和脫碳工作。  

  
「總量控制與投資」的好處在於它爲我們提供了靈活性，因此我們可以集中精力對付最大

的污染者，並確保家庭、農場和小企業不會被成本壓垮。  

  
當我們幫助家庭降低能源成本並向未來過渡時，我們知道未來屬於我們的孩子。  

  
作爲第一位領導該州的州長，我親身體會到缺乏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對家庭的影響。  

  
但作爲州長，我也知道這對州經濟的影響。35 年前，我在國會山爲參議員丹尼爾．帕特

里克．莫伊尼漢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工作。  

  
我熱愛我的工作，但我沒有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所以我不得不暫停我的事業來撫養我的

孩子。  

  
尤其是媽媽們，常常被迫做出這樣巨大的犧牲。這就是我如此自豪地宣佈，在去年的預算

中，在未來四年投入 70 億美元用於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及我們共同努力完成了這項工

作的原因。  

  
我們降低了更多家庭的自付費用，擴大了嚴重缺乏醫療服務的地區的供應。但有太多的家

庭無法獲得可用的資源。  

  
實際上，只有不到 10% 的有資格獲得托兒服務援助的家庭註冊了。這是一個難以透過設

計來駕馭的系統的遺留問題。該情形必須改變。  

  
我們的計劃將簡化和集中托兒申請程序，擴大最弱勢家庭的機會，提高收入資格，降低自

付費用，同時還將支援對工作父母不可或缺的托兒提供者。  

  
現在，如果我們真的想正面解決負擔能力危機，我們必須認識到，低薪工人受到高通脹的

打擊最大。  

  
低收入家庭在商品和能源上的月平均成本在短短兩年內上漲了 13% 以上。  

  
這將邊緣家庭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因此，出於公平和社會正義的考慮，我提出一項將最低

工資與通貨膨脹掛鉤的計劃。  

  
如果成本上漲，工資也會上漲。像其他已經實施這項政策的州一樣，我們將設置護欄，使

僱主可以預測工資的增長，並在經濟衰退時創造靈活性。  

  



但這一重要變化將給近 900,000 最低工資工人提供一條生命線。這些工人更有可能是女

性，其中許多人是單身母親，而且他們更有可能是有色人種。  

  
讓他們的口袋裏有更多的錢對他們和我們的整體經濟都有幫助，因爲這些錢回到了當地的

企業和服務中。  

  
這些倡議和政策，新的投資和方法，只是冰山一角。  

  
你們從我這裏聽到的是我的首要任務，那就是改善紐約人的生活。  

但這絕不是一個詳盡的清單。實際上，我知道你們中的許多人都期待着閱讀我們 275 頁

的書，其包含 147 個深思熟慮的政策建議。  

  
但概括一下：我的目標很簡單明瞭。我們會讓紐約更安全。我們將讓紐約的居民負擔得

起。我們將爲今天和明天的紐約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們將爲那些在歷史上被阻擋在平等成功機會之外的社區和人們敞開大門。  

  
當其他國家在基本和基本權利方面繼續倒退時，我們將保護和保護這些權利。我們將繼續

在各方面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我們面前的任務非常艱鉅的，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我很情形能住在我們國家最偉大的

領導人和思想家之一羅斯福曾經居住過的房子裏。  

  
埃莉諾．羅斯福表示：「你們要建立一個新世界，就必須勇敢前進」。我們將建立一個新

世界。我們將勇往直前。  

我們將做艱難的事情，做必要的事情，來鼓舞和支持紐約人，爲他們實現紐約夢鋪平道

路。  

  
這是我對紐約人民的承諾，我將與立法機構成員共同努力，實現這一承諾。  

  
希望上帝保佑偉大的紐約州，保佑偉大的美國。非常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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