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1 月 24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擴建首府地區的犯罪分析中心，並強調了各州新增地方執法機构資金的

建議  

  
新中心將耗資 50 萬美元進行升級改造，規模是原先的四倍，其空間可容納兩倍的員工  

  
由霍楚爾州長擔保的創 1,500 萬美元投資記錄資助的全州 10 個中心之一  

  
州長強調了 2023 年州議程的重大公共安全舉措，包括將犯罪分析中心網絡擴展到紐約
市，將消除槍支消除暴力舉措的資金增加一倍，並將州 62 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資金

增加三倍  

  
  
凱西．霍楚爾州長於今日宣佈，將擴建位於奧爾巴尼的首府地區犯罪分析中心，該中心

是州支持網絡中的 10 個中心之一，提供關鍵犯罪分析、資訊和調查支持，以幫助執法

機构更有效地解决、减少和預防犯罪。該中心位於奧爾巴尼市警詧總部，將耗資 50 萬

美元進行升級改造，規模是原先的四倍，其空間可容納兩倍的員工。在參觀了該中心

後，霍楚爾州長州強調了 2023 年州議程中的主要公共安全舉措，其中包括將犯罪分析

中心網絡擴展到紐約市，將消除槍支消除暴力舉措的資金增加一倍，並將州 62 個地區

檢察官辦公室的資金增加三倍。  

  
「沒有比確保每位紐約民眾都能安全生活更為重要的義務了，這也一直是我的工作重

點。」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利用地方、州和聯邦資源，創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網

絡，它將成為地方執法機构打擊犯罪的中樞力量。我們將繼續使用最先進的工具和技術

來分析數據和共亯資訊，使調查人員能够解决全州的謀殺、搶劫、入室盜竊和槍支犯

罪，並為所有民眾創造一個更安全的紐約。」  

  
霍楚爾州長與奧爾巴尼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以及奧爾巴尼縣行政長官丹．

麥科伊 (Dan McCoy) 在與中心董事會會面後參觀了該中心，以瞭解該中心如何協助警察

部門和檢察官辦公室，特別是涉及槍支的案件。通過州刑事司法服務處 (DCJS) 與美國

煙酒火器爆破物品局 (ATF) 之間的獨特合作關係，這 10 個中心可接入美國煙酒火器爆

破物品局 (ATF) 的國家綜合彈道資訊網路 (NIBIN)，截止今年夏天，每個中心都將掌握

現場處理彈殼以及從全州多個司法管轄區的不同犯罪現場進行潜在匹配的技術。這一鑒

定程序以前耗時一個月，但現在僅需 24 到 48 小時，準確率為 99.6。  

  



刑事司法服務處處長羅薩納 ．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 「非常榮幸，州刑事

司法服務處能够為我們的執法合作夥伴提供重要的資源、培訓和其他援助，以便他們能

够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社區，並採取有效的戰畧來預防槍支暴力並减少暴力犯罪。感謝

霍楚爾州長對我們公共安全工作的領導和支持，幫助確保我們的執法夥伴獲得所需工

具，專注於最關鍵的問題，並為所有紐約民眾創建更安全的社區。」  

  
美國煙酒火器爆破物品局特別主管約翰．德維托 (John DeVito) 表示，「在紐約州，美

國煙酒火器爆破物品局 (ATF) 與我們所有的聯邦、州和地方合作夥伴之間的夥伴關係從

未如此穩固。特別感謝霍楚爾州長與州刑事司法服務處領導層合作實施的美國煙酒火器

爆破物品局 (ATF) 犯罪槍支情報減少暴力犯罪的戰畧。從犯罪槍支追跡、彈道學分析和

與調查夥伴的全面合作中獲得的數據將有助於所有執法部門更好地保護公眾。這一切都

是凱西．霍楚爾州長和刑事司法服務處處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致力於

在全州乃至全國範圍內投資和擴大此類重要的公共安全資源的成果。」  

  
首府地區犯罪分析中心成立於 2009 年，為奧爾巴尼縣的執法部門提供服務，現在為哥

倫比亞、蒙哥馬利、倫斯勒、薩拉托加、斯克內克塔迪和華盛頓縣提供服務，並應要求

向任何警察部門或檢察官辦公室提供協助。該中心目前有 24 名分析師和工作人員，有

的由刑事司法服務處資助，有的由地方、州和聯邦機构指派，包括奧爾巴尼和斯克內克

塔迪警察局；奧爾巴尼縣緩刑部門；紐約州警察局；紐約國民警衛隊；紐約——新澤密

度毒品交易區 (HIDTA)；美國煙酒火器爆破物品局 (ATF)；以及聯邦調查局 (FBI)。4100 

平方英尺的新位置使該中心可以容納多達 39 名員工。  

  
去年，霍楚爾州長在 23 財年預算中為由刑事司法服務處管理的犯罪分析中心撥付了 

1,500 萬美元資金，這使該州的投資幾乎翻了一番。該網絡中的其他中心分別位於布魯

姆、伊利、富蘭克林、尼亞加拉、門羅、奧奈達、奧內達加、奧蘭治和薩福克縣，該網

絡共服務於 43 個縣的 350 多個執法機构，以及應要求的其他機构。每個中心都由刑事

司法服務處以及地方和州級機構代表組成的一個董事會監督。  

  
2022 年，這 10 個中心的工作人員響應了來自地方、州和聯邦執法機构的 66000 多次援

助請求，協助執法機构解决謀殺、搶劫、入室盜竊、槍支犯罪和其他重大案件。就在上

周，東格林布希警察局宣佈，在首府地區中心工作人員的支持下，他們已經偵破了 1994 

年 81 歲的威洛梅娜．紫羅蘭．菲爾金斯 (Wilomeana“Violet”Filkins) 謀殺案。  

  
在州長 2023 年州議程匯報中，霍楚爾州長 概述了一項全面的公共安全計畫以及 針對减

少槍支暴力和暴力犯罪的投資，其中包括：  

• 將該州的犯罪分析中心網絡擴展到紐約市。  

• 將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IVE) 的資金增加一倍，增加至 3,600 萬美

元。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IVE) 為 17 個縣的 20 個警務部門提供支

持，這些縣的暴力犯罪占紐約市以外紐約州發生的暴力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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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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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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刑部門、治安官辦公室和其他合作夥伴也通過該計劃獲得資金。  

-2022 年，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IVE) 的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槍擊事件較

前一年有所減少，包括布法羅（减少 32%）、長島（减少 29%）、威斯徹

斯特（17%）和羅切斯特（13%）。  

• 通過將社區穩定組織從 16 個社區新增到 25 個社區，資助前所未有的四個

學院課程，並擴充聯邦任務小組的工作人員，來加强州警察的實力。  

• 該州 62 個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資金從 1,200 萬美元增加到 5,200 萬美

元，增加了三倍多，並持續為實施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最新刑事司法

改革有關的取證和審前服務提供資金。  

  
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IVE)  

去年，紐約市的槍擊事件減少了 17%，紐約市以外地區減少了 15%。此外，去年紐約所

有執法機构共繳獲了 10,093 支槍支。與 2019 年繳獲 6,819 支槍支相比增加了 59%，

與 2021 年繳獲 9,088 支槍支相比增加了 11%。與大流行前的水准相比，州警察的槍支

繳獲量也增加了 160%，從 2019 年的 528 支增至 2022 年的 1,376 支。2022 年，州警

察還繳獲了 120 支幽靈槍，比 2021 年新增了 85%。  

  
自上任以來，霍楚爾州長已採取行動加强紐約州的槍支暴力預防法律，致力於推進以下

各項工作：  

• 禁止幽靈槍。  

• 增加槍支犯罪的保釋條件。  

• 加强對槍支走私犯罪的起訴。  

• 強制實施紅旗法，發佈了 5,400 多份極端風險保護令，與 2021 年相比增

加了 300%。  

• 將購買半自動武器的法定年齡提高到 21 歲。  

• 成立全國第一個 州際非法槍支問題特別工作組，該工作組將於 2 月中旬再

次召開會議。  

• 將紐約州對槍支暴力中斷計畫的投資擴大三倍。  

  
奧爾巴尼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 「奧爾巴尼很自豪能夠成為紐約州

最新、最大的犯罪分析中心的所在地。該中心正在開展的工作有助於我們將創紀錄數量

的非法槍支從街頭清除，逮捕暴力分子，並確定暴力犯罪趨勢，以幫助我們積極部署警

務資源。感謝霍楚爾州長和刑事司法服務處 (DCJS) 處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與霍金斯治安官和奧爾巴尼警察局在這項重要投資方面的合作，紐約州的公共

安全日益加强。」  

  
奧爾巴尼縣行政長官丹尼爾．P．麥考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紐約民眾理應安

心地生活在安全社區中，這項用於在奧爾巴尼擴建犯罪分析中心的 50 萬美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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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霍楚爾州長致力於公共安全的又一個佐證。今天，我很高興與州長和市長希恩一起參

觀了新設施，親眼目睹了為協助當地執法部門繳獲槍支並防止未來暴力犯罪所做的重要

工作。」  

  
刑事司法服務處 是行使多項刑事司法支持的機構，其承擔多項職責，包括執法培訓；全

州犯罪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維護犯罪歷史資訊和指紋檔案；與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對該州 DNA 數據庫實施行政監督；資助和監督緩刑和社區矯正計畫

的；管理聯邦和州刑事司法基金；支援全州與刑事司法相關的機構；以及管理該州的性

犯罪者登記處 (Sex Offender Registry)。關注部門 Twitter 和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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