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3 月 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羅徹斯特市的槍支暴力減少，並重點提出了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提

案，該提案旨在進一步减少犯罪並保護紐約民眾  

  
與 2021 年相比，2022 年羅徹斯特市槍擊事件中受傷人數下降 13%，謀殺案下降 11%，

槍械致傷人數減少 67 人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包括超過 2,00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减少犯罪、减少累犯，並加

强羅徹斯特市和門羅縣的計劃和服務  

   
透過 RISE 專案向社區組織發放 200 萬美元，並提供 112,000 美元，用於升級羅徹斯特

男女俱樂部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去年羅徹斯特的槍支暴力有所减少，並概述了她的 2024 財政

年度行政預算提案，其中包括 2,00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羅徹斯特市和門羅縣的公共安

全舉措，以進一步减少犯罪、减少累犯和加强社區。羅徹斯特警察局 (Rochester Police 

Department) 的數據顯示，去年與 2021 年相比，槍擊致傷事件减少了 13%，從 350 起

减少到 303 起。數據還顯示，同一時期內，謀殺案下降了 11%。與 2021 年相比，2022 

年槍械致傷人數減少了 67 人，從 419 人减少到 352 人。與 2022 年同期相比，今年前 8 

週，這些數字持續下降，導致受傷的槍擊事件减少了 14 起，减少了 42%，槍械致傷人數

減少了 20 人，减少了 51%。霍楚爾州長今天上午在羅徹斯特男孩女孩俱樂部 (Boys and 

Girls Club of Rochester) 的一次活動中概述了這些數據，她還在俱樂部宣佈，將透過 

RISE 專案向社區組織新提供 200 萬美元的政府資金，並提供 11.2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

升級俱樂部青少年中心。   

   
霍楚爾州長表示，「這些對羅徹斯特和其他地方社區的直接投資將有助於减少犯罪，打

破導致許多紐約民眾無法獲得應有的第二次機會的累犯惡性循環。我們正在夜以繼日地工

作，以繼續槍支暴力事件和犯罪减少的積極趨勢，因為不應該有一個紐約民眾死於槍支暴

力。」   

  
紐約市和參與州槍支暴力終結計劃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 的社區上

個月也報告了自 2020 年上半年以來最少的槍擊致傷事件。參與槍支暴力終結計劃的 20 

個警察局（包括羅徹斯特警察局）在 2023 年 1 月報告了 50 起槍擊致傷事件，為 2020 

年 3 月以來最少，而紐約市報告了 73 起事件，為 2020 年 5 月以來最少。全州執法機構



去年緝獲了 10,093 支槍支，較 2021 年緝獲的 9,088 支增加了 11%。與疫情前水準相

比，紐約州警察局緝獲的槍支亦增加了 171%：2022 年緝獲了 1,429 支，而 2019 年緝

獲了 528 支。2022 年，州警察局還緝獲了 120 支幽靈槍，較 2021 年增加了 85%。   

   
霍楚爾州長概述了自去年夏天召集地方、州和聯邦利益相關者以來，在打擊槍支暴力和暴

力犯罪方面取得的進展。州長今天會見了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羅徹斯特市市長馬利克．

埃文斯 (Malik Evans)、門羅 (Monroe) 縣行政長官亞當．貝羅 (Adam Bello)、門羅縣警

長陶德．巴克斯特 (Todd Baxter)、門羅縣區檢察官桑德拉．杜利 (Sandra Doorley) 以及

其他幾位聯邦、州和地方執法領導人，以討論進一步的合作與配合，以保持這一進展，並

减少槍支暴力致死和致傷的人數。  

  
州長分享了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中提議的公共安全投資對當地的影響，該投資將有助

於在羅徹斯特市和門羅縣建設一個更安全、更强大的社區。 具體而言，將向該地區的當

地執法部門和社區合作夥伴承諾 2000 多萬美元，以幫助保護紐約民眾的安全，確保司法

快速公正。 這一承諾表明自 2020 年以來，州政府該地區地方公共安全工作的支援增加

了三倍，在過去兩年裡，支援較最初的 600 萬美元增加了 140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分

配給州槍支暴力終結計劃內的參與機构和組織、區域犯罪分析中心、起訴和取證援助、

SNUG 街頭宣傳計劃、監禁替代方案和預審服務提供者以及縣重返社會工作隊。   

  
除了協助執法工作外，這些服務在識別和幫助有可能牽涉到刑事司法系統的個人以及改善

公共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服務幫助他們參與到藥物使用和心理健康服務、社會

工作和案件管理、工作培訓和就業機會等多種計劃。 資金通知和具體撥款金額將在預算

製定後公佈。 州長還在行政預算中提出了她的立法建議，即删除州保釋法中要求法官在

决定審判前應釋放還是監視因嚴重犯罪被捕的個人時採用「限制性最低」手段的措辭。上

週，100 多名社區領袖和民選官員簽署了一封信，以支援這些變更。  

  
在今天的活動中，霍楚爾州長宣佈，將透過由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管理的 RISE 專案，

公平地將 200 萬美元分配給協調護理服務 (Coordinated Care Services)、社區資源合作

社 (Community Resource Collaborative)、伊比利亞-美洲行動聯盟 (Ibero-American 

Action League) 和希望山莊 (Villa of Hope)。 每一個獲得撥款的組織將至少使用其撥款的 

25% 來支持基層組織。 共有 12 個組織將透過該基層分支機搆和技術支援獲得資金：

Beyond the Sanctuary、A Horses Friend、9th Floor Art Collective、Operation Go、Re-

ent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Rise Up Rochester、ROCovery Fitness、

Roc the Peace、Saving AJ、Tribe Seven、Ubuntu Community Village 

和 Untrapped Ministries。RISE 專案透過地方指導委員會開展工作，這些委員會製定了

一項全面的資金計畫，以滿足社區的獨特需求，目標是建設社區實施和維持計劃，以解决

導致社區暴力的潜在因素是能力；並使用治癒和公平的視角來改善對暴力的反應。 除羅

徹斯特外，RISE 專案的資金還將惠及奧爾巴尼 (Albany)、布法羅 (Buffalo)、弗農山 

(Mount Vernon)、紐堡 (Newburgh)、錫拉丘茲 (Syracuse) 和揚克斯 (Yonkers)。  

  
最後，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將提供 112,000 美元的

撥款，讓男孩和女孩俱樂部用於升級其青少年中心，給青少年中心安裝現代化的照明，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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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塗上時尚舒緩的色彩，並採用改進的科技。該中心為 13 至 19 歲的青少年提供包

括勞動力發展培訓在內的關鍵支援與服務。   

  
刑事司法服務署署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太多的紐約民眾死於

毫無意義的槍支暴力。刑事司法服務署致力於實施綜合計劃，如 GIVE 和 RISE 專案，以

幫助在全州建設更安全、更强大的社區。我們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加倍努力』進行公

共安全投資和實施保護紐約民眾和結束暴力禍害的舉措。」  

  
州參議員傑裡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這是一個需要領導力的時刻，我要感

謝我們的州長和我們的社區夥伴，他們致力於進行必要的艱難對話，以確保為所有家庭和

社區建設一個安全的羅徹斯特。雖然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我們正在傾聽社區希望採取

行動的訴求。我相信這是一個開始。我們將建設一個更安全、更好的羅徹斯特。」  

  
羅徹斯特市市長馬利克．埃文斯表示，「美國沒有一個比凱西．霍楚爾州長更加努力保

障公共安全的州長。州長足智多謀，堅定果敢地致力於結束暴力犯罪並為我們的社區帶來

和平，她依據常識性的槍支法，對兒童和家庭進行空前投資，加快打擊犯罪科技的運用來

實現其目標。我感謝凱西．霍楚爾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給予的支援，幫助我們建設一個安

全、公平和繁榮的羅徹斯特。」  

  
霍楚爾州長的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提案包括 3.37 億美元——增加了 1.1 億美元——

用於全州範圍內被證明可以减少槍支暴力和暴力犯罪的計劃和舉措，包括：  

  

• 將 GIVE 計劃的資金增加一倍，達到 3,600 萬美元。GIVE 支援 17 個縣的 20 個

警察部門，這些部門佔紐約州紐約市以外發生的暴力犯罪的 80% 以上：包括奧爾

巴尼縣 (Albany)、布魯姆縣 (Broome)、肖托夸縣 (Chautauqua)、達奇斯縣 

(Dutchess)、伊利縣 (Erie)、門羅縣 (Monroe)、拿騷縣 (Nassau)、尼亞加拉縣 

(Niagara)、奧奈達縣 (Oneida)、奧農達加縣 (Onondaga)、奧蘭治縣 (Orange)、

倫斯勒縣 (Rensselaer)、洛克蘭縣 (Rockland)、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薩福克縣 (Suffolk)、阿爾斯特縣 (Ulster) 和韋斯特徹斯特縣 (Westchester)。這些

郡的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緩刑部門、治安官辦公室和其他合作夥伴亦透過該計劃獲

得資金。  

• 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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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金從 1,200 萬美元增加到 5,200 萬美元，增加了三倍多，用於該州 62 個地方檢

察官辦公室和維持取證和審前服務資金，來支付與實施取證和預審程序的最新刑事

司法改革有關的費用，這些改革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 將紐約州的犯罪分析中心網路 (Crime Analysis Center Network) 擴展到紐約市，

令紐約州與當地執法機構合作支援的網路中的中心數量達到 11 個。 首批設立的四

個犯罪分析中心之一就位於門羅縣，門羅犯罪分析中心是第一個向執法機构提供實

时資訊、數據和分析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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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任以來，霍楚爾州長就在一直採取行動加強紐約州的槍支暴力預防法，所採取的行動

有：禁止幽靈槍、大容量彈匣和防彈衣；擴大槍支犯罪的保釋資格；將購買半自動武器的

年齡提高到 21 歲；並發起成立全國首個州際非法槍支特別工作組以及其他舉措，該工作

組將於 3 月中旬再次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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