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概括介紹  2019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預算案：  

實現進步政府的承諾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禦華盛頓  (Washington)  

方面發動的災難性的聯邦攻擊、投資於中產階級，並把支出增幅控制在  2%  

以下用於維持財政紀律   

  

設立美國首開先河的計畫，用於抗擊聯邦政府發動的稅務攻擊，  

並彌合附帶權益漏洞   

  

對紐約州的未來做明智的投資，用於創造就業、保護環境、保障社區健康，  

並面向  21 世紀重建基礎設施   

  

延續紐約州創歷史規模的教育投資，並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政府針對醫療發起

的攻擊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簡報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了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該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禦聯邦政府發起的災難性的行動、鞏固中產階級的地位、

削減賦稅，並對紐約州的未來做明智的投資，藉此延續各州為兌現進步政府的承

諾而開展的工作。預算案連續第八年穩定支出增速並將其控制在  2% 以下。 

  

穩健的工作日程包含多項提案，例如抗擊聯邦賦稅攻擊、規定醫藥公司承擔責任

來終結阿片類藥物氾濫的局面、提供創紀錄規模的教育投資，這些提案將繼續為

紐約民眾增加機會，並確保帝國州  (Empire State) 仍舊是美國平等、團結、公正的

燈塔。 

  

「過去八年以來，我們修復了財政記錄，與此同時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進步成

果，並鞏固了紐約州中產階級民眾的地位。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制

https://www.budget.ny.gov/pubs/archive/fy19/exec/fy19book/BriefingBook.pdf


 

 

聯邦政府發動的攻擊、提供教育投資用於支持下一代民眾並加以培訓，並實施大

膽的進步政策使紐約州變得對全體民眾更加公正平等，利用這些措施鞏固我們出

色的成就記錄，並繼續推動紐約州前進，」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將繼續共同兌

現進步政府的承諾，與此同時迎頭解決空前未有的難題。我們將恢復公民的信

心，並保障管理能力。這項大膽的工作日程勾勒出前進的道路，用於為紐約州全

體民眾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重點內容：  

•  州政府運作經費  (State Operating Funds) 支出為  1,000 億美元——增加 

1.9%（州政府運作經費不含聯邦資金和資本）  

•  2019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682 億美元。   

•  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政府發動的賦稅攻擊   

•  彌合附帶權益漏洞   

•  把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增加  7.69 億美元——把法定學校補助金增幅上

限提高一倍，從而把總投資額增加至  264 億美元   

•  為紐約州高等教育提供  75 億美元的州補助金——自  2012 財政年度起增加

了  14 億美元或  24%  

•  提供  1.18 億美元用於延續成效斐然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並把收入上限提高至  11 萬美元  

•  設立新的阿片類藥物氾濫附加費   

• 征收醫療保險意外獲利費  (Healthcare Insurance Windfall Profit Fee)  

•  推遲提供大型企業退稅額   

•  繼續面向紐約州  600 萬個民眾分階段提供中產階級減稅  (Middle Class Tax 

Cut)——平均為每戶家庭節省  250 美元稅金，全面實施後每年節省  700  

美元。 

延續財政責任趨勢   

  

在葛謨州長帶領下，紐約州的財政已經實現大規模重整。州長設立的財政政策在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予以保留，這些政策終結了高支出增長和賦稅增長時代。

預算案連續第八年平衡支出增速並將其限定為  2%，這是紐約州歷史上空前的支

出控制記錄。  

•  紐約州支出增速連續第八年控制在  2% 以下：  行政預算案把州政府運作經

費的年度支出增速控制為  1.9%。 

•  保障債務負擔力：  2013 至  2017 財政年度，與紐約州相關的未償債務連續

五年減少。這是紐約州在現代史上首次實現該成績。在這五年期間，債務

從  564 億美元減少至  507 億美元。2018 財政年度末，債務仍有望繼續下降

至低於州長港就任時的規模。  

•  紐約州信貸評級提高：  紐約州目前擁有自  1972 年起的最高信貸評級。  



 

 

•  普通基金儲備金：  儲備金目前為  25 億美元，十年前為  10 億美元，儲備金

當中包括 5 億美元資金用於債務管理活動。  

•  州政府機構運作支出持平：  自州長就任以來，透過持續改革州政府機構和

控制成本，紐約州行政機構的運作經費基本持平。  

保持紐約州的經濟競爭力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邁出第一步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政府賦稅攻擊造成的

災難性影響、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推進各項工作用於改善紐約州

的商業環境，並改善賦稅系統的公正度。  

  

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政府發動的賦稅攻擊：近期頒布的聯邦稅法是針對紐約州

發起的攻擊行為。該法規破壞州稅和地方稅的減免措施，實際上把中產階級家庭

的房產稅和州所得稅從  20% 提高至 25%。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反擊聯邦

政府制定的計畫，以及損失的所得稅減免額和房產稅減免額。  

  

第一，紐約州將在法庭上針對這次前所未有的聯邦雙重征稅提出質疑，因為這違

背了各州的權利以及平等保護原則。第二，紐約州將帶領全國抵制新法規，從而

啟動廢除與取代工作：『全民稅收公正  (Tax Fairness for All)』行動。 

  

第三，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財政稅務廳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正在探索重組方案，並發佈初步報告用於概述州稅改方案用於回擊聯邦

立法。初步報告預計概括介紹一系列提案供斟酌和評論，包括有可能創造額外的

機會用於對紐約州開展慈善捐贈、把所得稅從員工支付體系轉移至僱主支付體系

來減少所得稅、透過新的全州非法人商業稅提高賦稅減免額，等等。  

  

伴隨紐約州開展這項大規模的複雜工作，我們將與稅法專家、參眾兩會、僱主及

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實施全面的協作過程，擬定提案用於為紐約州納稅人提高公

平度，並保護紐約州經濟的競爭力。  

  

彌合附帶權益漏洞：聯邦政府違背承諾，保留了所謂的『附帶權益』漏洞。  為了

彌合附帶權益漏洞，預算案把附帶權益看作是普通收入用於實現紐約州的征稅目

的，並征收公平稅用於抵消聯邦政府層面的優惠稅率產生的收益。為了防止紐約

州處於競爭劣勢，該措施將只在康尼狄格州  (Connecticut)、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新澤西州  (New Jersey) 頒布相同

作用的法案時生效。  

  

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  預算案支持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

2018 年，人均節稅額為  250 美元，減稅措施全面實施後，紐約州的  600 萬個民

眾每年將節省  700 美元。新稅率全面實施後將成為  70 多年來的最低稅率，4  

萬至  15 萬美元收入段的所得稅從  6.45% 下調至  5.5%，15 萬美元至 30 萬美元收



 

 

入段的所得稅從  6.65% 下調至 6%。截至 2025 年，新下調的稅率每年將為紐約州

中產階級民眾節省  42 億美元稅金。  

  

繼續提供地方房產稅減稅額  (Property Tax Relief Credit)：  房產稅減稅額於  2015 

年頒布，僅在今年就將為  260 萬個房主平均減少  380 美元的地方房產稅。該計畫

於  2019 年全面實施後，將增加提供  13 億美元的房產稅減免額和平均  530 美元的

退稅額。 

  

教育撥款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每年增加  7.69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該金額比法定學

校補助金增速上限高一倍，並自  2012 年起把教育補助金增加了  35%，這體現了

州長對教育領域做出的堅定承諾。預算案包括支持幾項重要計畫，包括州長連續

第六次投資於優質學前教育、為高需求校區提供第二輪帝國州課後撥款  (Empire 

State After School awards)、把高需求學校持續改造成社區中心、對計算機科學和

工程學課程和教學提供本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投資，為早期學院高中增加提供資

金。 

  

擴建社區學校：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了州長開展的工作，加快把紐約州高

需求學校改造成社區學校。今年，預算案為社區學校儲備金增加  5,000 萬美元資

金，總額達到  2 億美元。這筆資金面向學校教育質量每況愈下的校區，和 /或無家

可歸的學生或英語學生大幅增加的校區。此外，預算案把社區學校最低撥款額從  

1 萬美元增至  7.5 萬美元。 

  

改善生命前  1,000 天的質量：  預算案支持設立新計畫用於為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涵蓋的幼兒及其家庭增加提供服務並改善療效。研究表明，大腦的基本

結構形成於生命的前  1,000 天。 

  

增加提供學前教育：  預算案包括為幼兒園另外提供  1,50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高

需求校區內面向  3,000 個三、四歲兒童增加提供優質的半日制和全日制幼兒園教

學。 

  

繼續開展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 2019 財政年度

行政預算案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資助第二輪帝國州課後撥款。這些資金將在全

州高需求社區內為另外  6,250 個學生提供公共課後看護服務。這筆資金將專門面

向高兒童無家可歸率地區。  

  

發展早期學院高中：  為了鞏固當前計畫取得的成果，預算案承諾追加撥款  900 萬

美元，用於設立  15 項新的早期學院高中計畫。這次擴張將面向畢業率或大學入

讀率較低的社區，並將使新學校面向高需求行業，例如科技、體育管理、金融。  

  



 

 

投資於特許學校：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體現了  2018 財政年度頒布的改革措

施，按照公立學校的支出提高特許學校的學費，並把提供給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特許學校每個學生的補助金增加  3%。憑著該措施，特許學校將繼續引入高

素質教職員工並開展招聘，並為紐約州的家庭和學生提供可靠的教育選擇。  

此外，預算案更新特許教育機構補助金計算方法用於更好地體現實際費用，從而

增加支持在紐約市私人租賃場所內新建特許學校和實施擴建。  

  

投資於非公立學校課程：  大約有  40 萬個中小學生入讀紐約州境內的  1,600 多所

非公立學校。行政預算案把補助金提高  3%，達到  1.86 億美元，用於補償非公立

學校因開展本州強制規定的活動而產生的費用。預算案還繼續開展為期兩年的  

6,000 萬美元撥款計畫，該計畫最初於  2017 財政年度頒布，用於加快補償全面入

學政策  (Comprehensive Attendance Policy, CAP) 計畫產生的費用。此外，預算案

繼續支持斥資  500 萬美元的補償計畫，用於提供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TEM) 教學。 

  

設立智慧起點計畫  (Smart Start)：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設立了智慧起點計畫  ，

並提供 6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擴張優質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教育。撥款將為教師提

供資源和職業發展機會，並將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寶貴的課程。  

  

確保沒有學生挨餓  (No Student Goes Hungry)： 行政預算案建議立法並為幾項新

計畫追加資金，用於為各種年齡、背景以及財務環境的學生提供當地供應的健康

餐食用於解決兒童飢餓問題。紐約州將利用沒有學生挨餓計畫禁止『午餐羞

辱』、支持在放學後供應早餐、擴大『農場至學校  (Farm to School Program)  

計畫』、在學校增加使用農場供應的當地種植的新鮮食材。  

  

增加提供高等教育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開展美國首開先河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的第二階

段工作、推行全面計畫用於應對日益膨脹的學生貸款債務，並批准《夢想法案  

(DREAM Act)》，從而增加提供高等教育機會。預算案還包括提供戰略投資，這些

投資將確保大學校園內沒有學生挨餓，並為紐約民眾提供  21 世紀經濟體制中需

要的工具和技能。  

  

給高等教育投資  75 億美元：行政預算案為紐約州高等教育提供  75 億美元的州補

助金——自  2012 財政年度起增加了  14 億美元或 24%。  

  

為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增加撥款：  行政預算案為紐約

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提供價值超過  2 億美元的新資源，用於支持大學系統運

作，並維持較低的可預測學費，以確保全體民眾都有機會獲得優質教育。  

  



 

 

設立第二階段的『精益求精免費大學計畫  (Excelsior Free Tuition 

Program)』： 2018-19 學年，『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的收入資格閾值將提高，

家庭收入不超過  11 萬美元的家庭均有資格參加該計畫。為了繼續開展這項意義

重大的計畫，預算案提供  1.18 億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大約  2.7 萬個學生參加『精益

求精獎學金計畫』。連同其他途徑的助學金，包括慷慨的紐約州學費援助計畫  

(New York State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全面實施

後，將准許全日制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大約  53% 的州內學生，或紐約州

超過  21 萬個居民免費入讀大學。  

  

打壓激增的學生貸款債務：  州長將推行全面計畫用於進一步減少學生貸款，包括

在紐約州金融服務廳設立學生貸款專員  (Student Loan Ombudsman) 職位；規定所

有學院每年為學生提供預計核算額用於發放學生貸款；頒布全面的學生保護措

施，包括確保提供學生貸款服務的機構或貸款顧問不會誤導借款人或參與任何掠

奪行為或實踐活動、濫用貸款、向信用報告機構提供不準確的資訊、或任何其他

可能損害借款人利益的實踐活動；禁止吊銷延期或誤期償還學生貸款的個人的職

業許可證。  

  

批准《夢想法案  (DREAM Act)》：行政預算案包括立法用於設立《夢想法案》，

從而為紐約州數千民眾打開高等教育的大門。《夢想法案》將為無證學生提供機

會參與學費援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以及州政府發放的獎學金。  

  

規定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所有校區設立食品室：州長設

立美元學生挨餓計畫，作為該計畫的一項內容，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

所有學院都將按照規定在校區內設立實體食品分發處，或利用無歧視的單獨安排

使學生能夠領取食物，這樣一來，大學校園內的全體學生將獲得健康的食品選

擇。 

  

投資於  21 世紀交通基礎設施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了紐約州對本州交通系統提供的歷史規模投資，  

用於改善通勤鐵路系統、道路和橋樑，提高移動性，並支持經濟增長。預算案標

誌著  590 億美元交通資本計畫進入第四年，該計畫完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交通網並加以擴張，並透過紐約州交

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預算案獲得資金，用於改進道路、  

橋樑、機場軌道設施、港口、捷運系統。  

  

支持大都會運輸署地鐵行動計畫  (Subway Action Plan)：行政預算案內最重要的新

計畫就是大都會運輸署地鐵行動計畫。紐約州將提供  2.54 億美元的運營補助金用

於全額資助部分行動計畫，該計畫將處理系統故障、崩潰、延誤以及退化的客戶

服務，並使該系統做好準備以實施未來的現代化建設。融資計畫  (Financial Plan) 

假設運營補助金將透過此前未分配的貨幣清算資金（1.94 億美元）提供，並取消



 

 

年度撥款需求（6,000 萬美元），藉此加快把薪資交通稅  (Payroll Mobility Tax, 

PMT) 收益轉交給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作為行動計畫的一項內容，融資計畫還給

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提供  1.75 億美元的新資本資金。  

  

直接把薪資交通稅收益轉交給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紐約州目前收集薪資交通

稅，並交給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行政預算案建議修改州法律，以便直接把收益

分配給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州議會取締這項不必要的撥款，這將有利於紐約大

都會運輸署，因為新貸款額承諾提供給債券持有人的薪資交通稅收益將不會構成

禁止挪撥風險，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及時收取薪資交通稅款。  

  

支持《修復紐約市報告  (Fix NYC Report)》提出的建議：  《修復紐約市報告》  

定於本週發佈，將設法定義地理『價格區』、圍繞該區域部署技術，並確定費用

和時段。為確保該計畫公平對待民眾和行業，該報告針對不同的時段，以及黃 /黑

/綠色轎車 /優步應用 (Uber)/來福車應用  (Lyft)、卡車以及客車提出靈活可行的方案

和價格。 

  

繼續支持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資本計畫：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對其交通資本計畫提供

創歷史規模的  299 億美元資金，其中包括紐約州提供的  86 億美元資金，這是紐

約州有史以來提供的最大規模投資。  

  

繼續支持交通資本計畫：  紐約州對紐約州交通廳和紐約州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在  2017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發佈的計畫提供空前規模的  292 億美元投

資，這將確保紐約州和地方的道路及橋樑今後變得更加堅固。  

  

擴張非現金收費：  預算案支持利用紐約州公路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資金

在公路沿線的所有收費點實施非現金收費技術。該計畫截至  2020 年將不增加收

費，從而改善客戶服務。非現金收費支撐州長開展的各項工作，用於更新全州基

礎設施，伴隨越來越多的機動車駕駛員使用高速公路，非現金收費代表著在最大

程度減少交通中斷和減少擁堵方面採取的一項關鍵措施。  

  

保持對地方公路和橋樑提供的創紀錄撥款額：  綜合公路改善工程計畫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CHIPS) 和瑪馳瑟利計畫  (Marchiselli) 

的資金保持  4.778 億美元。 

  

增加運營無人駕駛車輛：擴大  2017 年無人駕駛車輛法案的範圍，鼓勵更多無人

駕駛車輛製造企業在紐約州運營業務，從而取締法律障礙。  

  

支持地方政府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葛謨州長做出的承諾，運營減少房產稅、提高地方

政府工作效率、援助有壓力的地方政府，並繼續提供重要的地方政府援助。  



 

 

  

發展全郡共享服務計畫：葛謨州長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為數百萬紐約民眾

減少當地房產稅。紐約州將採取下一步措施為地方政府提供新渠道用來向中產階

級返還金錢，從而鞏固已經取得的歷史進展。預算案撥款  2.25 億美元用於配套提

供紐約州透過房產稅節稅計畫包含的共享服務行動節省的資金。預算案還把全郡

共享服務工作組定為常設單位，並糾正了若干官僚主義障礙，這些障礙妨礙地方

政府參與共享服務。  

  

繼續實施自治市補助金和獎勵資金計畫  (Aid and Incentives for Municipalities, 

AIM)：  在 2019 財政年度利用斥資  7.15 億美元的自治市補助金和獎勵資金計畫繼

續維持核心地方政府援助。  

  

繼續對各郡實施強制救濟措施：  預算案不再規定相較於上一年度實現增長，藉此

繼續支持接收郡醫療補助計畫費用。地方醫療補助計畫在  2019 財政年度共將節

省  33 億美元資金。  

  

為後世民眾保護環境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刷新了對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歷史規模的投資水平，維持對空前規模的  25 億美元清潔水利計畫提供的撥

款，並支持對環境設施和休閒娛樂設施的資本撥款計畫。紐約州將憑州機構和公

共機構撥款繼續在清潔技術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減少造成氣候變化的排放量、

並實現把輸電系統改造成分佈式智能電網。  

  

繼續實施《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2019 財

政年度預算案延續了州長對飲用水基礎設施和水源保護行動提供的創歷史規模的

多年期 25 億美元投資，這次設施和行動將改善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刷新提供給環境保護基金的創紀錄的撥款：  預算案繼續提供  3 億美元的環境保護

基金，創該計畫歷史最高撥款水平。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3,900 萬美

元資金、為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6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4 億美元資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2,100 萬美元資金。  

  

推行紐約公園  2020 計畫  (NY Parks 2020 Initiative) 並建設新州立公園：  2019 財

政年度預算案推行紐約公園  2020 計畫，該計畫截至  2020 年對州立公園撥款  9 

億美元，並分配 9,000 萬美元的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資金給紐約州公

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作為公園  2020 計畫的內容，紐約州將撥款  1,500 萬美元用

於把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垃圾填埋場和噴泉大道  (Fountain Avenue) 垃圾

填埋場改造成在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海灘佔地  407 英畝的州立公園，從而創

造紐約市所有地區最大規模的州立公園以及  3.5 英哩的小徑和步道。  



 

 

  

完成建造哈德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預算案包含提供給哈德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的  5,000 萬美元資本撥款，這筆撥款將幫助兌現州長做出的承

諾，與紐約市合作建成這座公園。  

  

透過紐約工程計畫支持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資本項目：  預算案撥款  4,000 萬美元供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滿足各種資本需求，從而改善州土地的通道、改造露營地、  

升級休閒娛樂設施，所有這些活動都從屬於『探索紐約  (Adventure NY)』計畫。

這筆資金還將修復紐約州基礎設施的良好狀態和安全性，包括大壩、濕地修復、

州土地以及魚苗孵化場。  

  

控制格魯門公司  (Grumman) 造成的污染羽流並實施治理：  紐約州正在快速跟進

建造新現代化井系統，用於全面控制美國海軍  (U.S. Navy) 和諾斯羅普·格魯門公

司  (Northrop Grumman)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蠔灣鎮  (Oyster Bay) 製造廠排放的

工業廢水造成的污染羽流並實施治理。行政預算案包含充足的撥款，用於在  2019 

財政年度支持預期的支出，紐約州將向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 ·格魯門公司尋求賠

償。 

  

治理有害藻花：  紐約州將利用《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法案》和環境保護基金提供的

資源，實施斥資  6,500 萬美元的計畫，用於治理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水域內的有害藻花。資源將用於制定行動計畫，從而減少導致藻花激增的污

染源，並撥款用於實施行動計畫，包括部署新的監測技術和治理技術。  

  

全面整頓尼亞加拉瀑布市廢水處理廠  (Niagara Falls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y)：  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用於在尼亞加拉瀑布市廢水處理廠啟動第

一階段的全面基礎設施與運營改善項目。  

  

增加供應紐約州出產的農產品：  『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設立於  2013 年，

自那時起已幫助了  1,100 家地方企業接觸全球消費者。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ew York Grown and Certified program) 設立於  2016 年，到目前已經認證了超過  

1,475 家農場，這些農場代表著超過  64 萬英畝耕地。預算案基於該成就繼續撥款

給各項計畫，這些計畫把紐約州的餐飲生產商與消費者聯繫起來。  

  

加強食品安全與檢查：  預算案撥款  260 萬美元給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供該機構與資訊技術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合作提供現代化食品檢驗系統以開展食品安全現代化工作。  

  

設立空前規模的儲能計畫用於增加傳輸清潔可再生的能源：  為了加強紐約州的可

再生能源儲備能力並在需要時分配這些能源，葛謨州長設立了一項計畫，用於截

至  2025 年部署  1,500 兆瓦能源儲備量，並在該產業內僱用  3 萬個紐約民眾。   

  



 

 

保護社區的健康和安全   

  

葛謨州長承諾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提供優質廉價的醫療服務。從修改醫療補助

計畫  (Medicaid) 用於減少成本並改善護理服務，到採納《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和在本州市場上註冊將近五分之一的紐約民眾，葛謨州長

變革了紐約州的醫療服務。今年，紐約州將繼續在全州增加提供優質廉價的醫療

服務，並解決我們社區面臨的重大醫療難題。  

  

設立阿片類藥物氾濫附加費：紐約州與美國多個地區一樣，掙扎於可悲的阿片類

藥物氾濫問題。行政預算案對處方藥使用的有效阿片類藥物成分以毫克為單位增

收新的 2 美分附加費，並把所有收入提供給阿片類藥物預防與康復基金  (Opioid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Fund)。這項新基金將增加預防、治療、康復服務，  

設立了截至  2021 年把與阿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減少一半的明確目標。  

  

繼續開展兒童醫療保險計畫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CHIP)：國會

尚未批准為兒童醫療保險計畫提供長期資金，該計畫指示聯邦政府支持兒童加健

計畫  (Child Health Plus)，這項成功的計畫為紐約州大約  35 萬個兒童提供醫療保

險。如果該計畫中斷資金，很多孩子可能會失去醫療保險。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

批准在必要的情況下修改這項計畫，用於維持兒童醫療保險計畫。  

  

設立醫療缺口基金  (Health Care Shortfall Fund)：  預算案設立基金用於確保持續

提供資金並擴大規模，用於為紐約州居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並緩解與喪失聯

邦撥款相關的風險。該基金最初將利用保險公司轉換或類似交易產生的資金。  

  

設立醫療保險意外獲利費  (Health Care Insurance Windfall Profit Fee)：聯邦賦稅

計畫為醫療保險公司削減  40% 的企業稅，並把保險費用轉移給州。  預算案相應

對醫療保險公司產生的收益征收  14% 的附加費，用於收付節省的  1.4 億美元的企

業賦稅，並為紐約民眾把這些資金再投資於重要的醫療服務。  

  

支持直接醫護工作人員和非營利機構：預算案包括  2.62 億美元的資金，每年增加 

2.37 億美元資金，用於支持為提供直接醫護服務的專業人員提供  6.5% 的加薪

（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加薪 3.25%，在  2018 年  4 月 1 日加薪  3.25%），並在  

2018 年  4 月  1 日為代表發育殘障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OPWDD)、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 提供精神衛生服務的非營利機構僱用的臨床工作人員加

薪  3.25%。 

  

控制醫療補助計畫費用：  行政預算案延續了  2012 財政年度頒布的醫療補助計畫

的支出上限，並提供符合其規定的資金。支出上限把支出增幅與醫療消費價格指



 

 

數  (Medical Consumer Price Index) 的  10 年期移動平均數相關聯（目前約為  

3.2%）。 

  

抗擊成癮問題：利用  2 億多美元資金解決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預算案

包括增加 2,600 萬美元的運營資金和資本金  (4.5%)，供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

務辦公室繼續鞏固預防、治療與康復計畫、居民服務機會，以及公共意識與教育

活動。 

  

撥款用於為發育障礙人士提供服務：連續第五年追加  1.2 億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增加暫托服務、提供更加就業機會和日托計畫機會，並提供更多獨立認證住宿服

務。 

  

改善精神健康辦公室提供的住房服務和危機管理服務：  連續第三年追加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現有的住宿計畫，並追加資金用於支持增加  200 個生活輔

助住房社區床位，並利用  5,000 萬美元的資本融資來增加社區的危機緩解能力。  

  

對蒸汽產品征收醫療稅：行政預算案對經銷商銷售的蒸汽產品以毫克為單位征收  

10 美分的消費稅，用於對煙草產品和電子香煙使用的同類產品採取相同的征稅待

遇，並繼續實施紐約州關於減少使用煙草產品的目標。  

  

調查管制大麻計畫：預算案提供資金，用於與州機構協商，共同調查紐約州  境內

的管制大麻計畫，從而確定大麻在周邊各州合法化對紐約州造成的健康影響、  

經濟影響、刑事司法影響以及後果。  

  

設立全面計畫用於處理無家可歸問題   

  

州長致力於實施創新解決方案，用於解決全方位的無家可歸問題。2016 年，州長

宣佈啟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計畫，用於在紐約州境內解決無家

可歸的問題，並推動修建經濟適用房。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紐約州全面的方

法用於增加提供安全乾淨的經濟適用房並終結無家可歸危機，藉此鞏固這些大膽

的計畫。 

  

繼續開展斥資  200 億美元的經濟適用房與無家可歸住房與服務計畫：預算案繼續

支持建造 10 多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或維護這類住房。  

  

為居無定所的個人增加提供精神健康服務與物質使用障礙服務：為了給收容所內

有精神疾病的無家可歸人士加強庇護服務，葛謨州長將指示精神健康辦公室和臨

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合作， 

確保為現有的收容所聯繫自信社區治療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團隊，  

這樣一來，有精神疾病的人士將能夠獲得需要的治療。此外，紐約州酒精與藥物



 

 

濫用服務辦公室將在全州  14 座現有的收容所內提供同伴現場物質濫用治療服

務。 

  

規定各地區社區服務區制定外展與全面無家可歸服務計畫：無家可歸人數持續增

加，露宿街頭是最難解決的問題。葛謨州長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外展計

畫，用於解決露宿街頭的問題，以此作為條件獲取州無家可歸服務撥款。他還指

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森特洛公司  (Centro)、首府地區交通局  (Capital District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羅徹斯特  - 杰納西區域交通局  (Rochester-Genese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尼亞加拉邊境交通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it 

Authority) 制定有效的外展計畫。州長將指示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規定社會

服務區參與規劃活動，這些活動涉及街頭外展、無家可歸預防活動、快速安置、

為曾經無家可歸的人士提供長期住房穩定性。紐約州還將規定社會服務區參與紐

約州的長期工作、設定以數據推動並且專門按照社區需求定制的合理目標，並定

期報告取得的進展。紐約州將發佈指南，內容涉及最佳實踐方法以及有助於成功

的政策，從而在整個計畫過程中提供技術援助。  

  

推動婦女工作日程   

  

從塞尼卡福爾斯鎮  (Seneca Falls) 誕生婦女權益運動，到最近批准美國最全面的帶

薪家庭假政策，紐約州繼續支持婦女權益，並打破平等障礙。葛謨州長了解，  

婦女取得成功時，紐約州也就取得了成功，他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用於推

動婦女平等權利，包括設立『適可而止  (Enough is Enough)』計畫，這是美國在打

擊大學校園性暴行方面最進步的政策，並設立了一系列新法規用於實現薪酬平

等、制定更強大的反人口販賣法、採取措施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並增加提供乳

腺癌篩查。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鞏固這一成就、推進婦女平等權利，並抵制聯邦政府發動的

攻擊來保護婦女權利。更多與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  (2018 Women's Agenda) 相關

的資訊請見此處。 

  

打擊工作場所內的性騷擾行為：  預算案包含立法，用於阻止納稅人資金用於賠償

與性暴行或性騷擾相關的人員。法案還禁止對性暴行或性騷擾行為保密，但受害

者表示同意保密的情況除外、在公共道德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on Public 

Ethics) 內設立工作組用於接收性騷擾投訴並開展調查、在州政府所有分支機構執

行統一的性騷擾政策法規，利用這些措施確保騷擾者對其行為承擔責任。性騷擾

給每種性別、種族、年齡和階層的民眾造成痛苦，因此我們絕不容忍在任何工作

場所發生性騷擾，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場所。  

  

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的武器：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含法案，用於收繳家庭暴

力施暴者持有的武器。為確保按照相同的標準追究所有家庭暴力犯罪分子的責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StatusNYWomenGirls2018Outlook.pdf#_blank


 

 

任，該法案將制定立法，把受禁犯罪行為清單上列出的所有家庭暴力輕罪歸類為

禁止持有武器的罪行。  

  

終結性勒索和色情報復：技術進步和廣泛使用社交媒體帶來新形式的性剝削，  

預算案包含法案，用於彌合由此造成的現有法律漏洞。  

  

保障全面避孕保險  (Comprehensive Contraceptive Coverage)：婦女要實現經濟

獨立和社會獨立，避孕是至關重要的措施。避孕藥品的使用、可及性和供應還能

減少意外懷孕和流產的比率。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含法案，用於保護紐約民眾

獲得避孕藥品的權利，包括緊急避孕藥品。  

  

設立更加理性公正的司法體系   

  

葛謨州長在任期間持續推進重要的刑事司法公正變革措施，用於改進司法體制從

逮捕到社區再融入的每個階段。在他帶領下，紐約州每年給大約  165 個基於社區

的監禁計畫替代方案撥款超過  2,500 萬美元，這些方案包括康復療法，例如毒

品、酒精和精神疾病治療。去年，葛謨州長頒布了刑事司法體系的重要改革措

施，包括在紐約州把刑事責任年齡提高至  18 歲，並把《哈雷爾-哈寧訴紐約州案  

(Hurrell-Harring)》提出的貧困被告人刑事辯護變革措施拓展至全州。今年，葛謨

州長將繼續採取措施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理性、安全、公正的形式司法體系。  

  

撥款  1 億美元用於實施提高刑事責任年齡：  這筆資金提供支持用於提高刑事責任

年齡並落實變革措施，包括為青少年司法體系中  16、17 歲的青少年提供全面的

轉移、緩刑以及課程服務。  

  

為全體民眾保障公正司法：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提議全面變革從逮捕到庭審

的整個過程，包括在做出釋放和保釋決定時考慮公眾安全用於減少審前羈押，  

規定檢察官和被告辯護律師在庭審開始前的多階段時間框架內共享資訊、確保提

供快速審理、改善貧困被告法律服務、並清除重返社會面臨的障礙。  

  

延續美國首開先例的自由辯護項目  (Liberty Defense Project)，用於為移民提供重

要的法律代理服務：  去年，葛謨州長成功設立了自由辯護項目，這是個在美國首

開先例的，由州領導的公私法律辯護基金，用於保障全體移民無論地位如何，  

都能獲得優質的法律指導。該項目與領先的非營利法律服務機構合作，大幅增加

全州移民律師的數量。聯邦政府層面制定誤導性的移民政策，這持續威脅紐約州

的移民家庭，葛謨州長將設法確保繼續維持自由辯護項目，並發展法律服務機構

網絡，這些機構提供這些重要的服務用於保護我們的移民社區。  

  

推行《兒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  根據現行法律，兒童性虐待罪行

在發生五年後不能加以起訴，這種行為的民事訴訟必須在受害者年滿  18 歲起在三

年內加以起訴。預算案推行的立法對所有針對不滿  18 歲的自然人犯下的性刑事



 

 

重罪案件取消追訴時效限制，並把民事訴訟的追訴時效延長至罪行發生日期起  50 

年。對於仍然無法提起訴訟的受害者，州長將開設一年期限，供受害者提起訴

訟。 

  

為法院系統  (Judiciary) 提供預算經費：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設法為法院系統增

加  2.5% 的預算經費，這是唯一一個預算經費增幅高於  2% 的實體。目前，積壓

的案件導致民眾被扣留在監獄內。為了提高該分支機構的責任感和工作效率，  

不得設立半日法庭，庭審法官必須證明其法庭從上午  9 點開放至下午  5 點。  

  

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投資於重要的資本項目、高影響力的新興產業，並延續

紐約州成效斐然的區域方法用於推動經濟發展，從而促進紐約州各地區創造就業

並實現復興。州長自下而上的經濟發展戰略為紐約州全體民眾創造就業並增加機

會，藉此促進紐約州北部地區實現復興。  

  

繼續運營卓有成效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2011 年，葛謨州長設立了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用於制

定長期區域戰略經濟發展計畫。自那時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已撥款  54 億美

元給  6,300 多個項目。這項新策略已在紐約州創造或保留了  22 萬份工作。行政預

算案包含核心資本和課稅津貼，與各項現有的機構計畫相結合，第八輪區域經濟

發展委員會撥款將達到  7.5 億美元。 

  

設立下一輪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中心區復

興計畫把中心區街區改造成活躍的社區，使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裡生活、  

工作和養家。參與該計畫的社區由紐約州的十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根據中心區

的改造潛力加以提名。透過兩輪撥款，每個優勝的社區都獲得  1,000 萬美元撥

款，用於制定中心區戰略投資計畫，並實施有帶動作用的關鍵項目以推動社區的

復興願景。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第三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提供  1 億美元的撥

款。 

  

征收互聯網公平合規稅：  行政預算案規定市場上的供應商在協助向紐約民眾開展

第三方銷售時收取銷售稅，無論銷售方是否位於紐約州境內。亞馬遜公司 

(Amazon) 和易拍公司  (eBay) 等線上供應商為來自其外部的銷售方提供市場，用於

向消費者銷售其產品。目前，這些外部銷售方如果位於紐約州境內，須按規定向

紐約州居民收取銷售稅。市場上的很多供應商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向外部銷售方收

取稅費。 

  

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設立光子吸引力基金  (Photonics Attraction Fund)：   

紐約州將撥款  3,000 萬美元給光子吸引力基金，該基金由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

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實施管理，用於



 

 

吸引集成光子企業在大羅切斯特地區設立製造業務。由於世界著名的光子集成創

新研究所聯盟  (AIM Photonics consortium)，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已經在光子

研發領域居於主導地位，這筆額外的州資金將有助於利用這個獨特的資源，為紐

約州帶來未來的企業和就業。  

  

推進工業大麻生產活動：  2018 財政年度，紐約州將繼續利用全面的多渠道計畫

投資於大麻的研究、生產與加工活動。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款  65 萬美元給紐

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全新的 320 萬美元工業大麻加工廠。紐約州將進口

數千磅工業大麻種籽，以確保農民能夠獲得優質的產品，並減輕農民的管理負

擔。此外，紐約州將對種籽認證與育種計畫追加投資  200 萬美元，用於開始生產

紐約州獨一無二的種籽。最後，紐約州將在今年二月舉辦工業大麻研究論壇  

(Industrial Hemp Research Forum)，匯聚研究人員、學者、企業以及加工商，用於

設法進一步推動紐約州境內的工業研究活動。  

  

改善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的住宿條件：  紐約州將為紐約州北部地區

提供工具和資源，用於推動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旅遊業，並帶動對住宿業的私人投

資。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將開展調查活動，用於識別阿迪

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s) 和千島群島地區  (Thousand Island) 的住宿業發展機會，

並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1,300 萬美元的資金

用於刺激經濟發展活動。  

  

資助創新熱點與孵化器計畫  (Innovation Hot Spots and Incubators Program)：   

行政預算案批准提供  500 萬美元的新資金用於為初創企業提供寶貴的商業支持服

務來幫助學術研究活動實現商業化，並推動企業與學術界實現進一步合作，從而

繼續推動創新活動。  

  

支持高科技撥款：  行政預算案批准提供  3,500 多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支持基於大

學的長期配套撥款，以及經濟發展廳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科

學、技術與創新部  (Divis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管理的其他高

科技研發計畫。  

  

為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與杜魯道研究所  (Trudeau) 建立合作關係：  預算案還

撥款  5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University) 以及杜魯道研究

所  (Trudeau Institute) 合作組建世界頂級生物科技企業，並進一步把北部地區樹立

為首選的生物科學研發中心。  

  

擴大旅遊業並加以宣傳：  預算案追加資金用於支持紐約州旅遊業宣傳活動，並吸

引全球遊客。該計畫透過『推廣紐約  (Market NY) 計畫』提供第六輪  1,500 萬美元

的競爭性撥款，用於支持旅遊業營銷計畫和項目，這些計畫和項目以最佳方式展

現了各郡為宣傳地區景點而開展的合作。旅遊業是紐約州第四大就業部門。  

  



 

 

投資於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ORDA)： 預算案為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提供  6,250 萬美元的新資金，其中包

括提供 5,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實施戰略升級與更新計畫，用於支持改造奧林匹克

設施與滑雪度假地，以及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開展重要的維護與能源效率升級

活動，透過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預算經費調撥  250 萬美元資

金用於開展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的部分工作。  

  

繼續承諾提供重要的經濟發展投資：預算案撥款將近  3,500 萬美元用於支持長期

經濟建設計畫，包括紐約州經濟建設基金  (New York S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少數族裔與婦女企業發展與貸款計畫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Lending Program)、城市與社區發展計畫  (Urba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企業援助計畫  (Entrepreneurial Assistance 

Program)。 

  

設立新一輪的紐約工程計畫經濟發展基金  (New York Works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 提供給紐約工程計畫經濟發展基金的第二輪投資為  2 億美

元，將提供額外的全州資金撥款，用於支持各類項目以促進創造新工作，或保留

現有的工作，或資助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用於吸引新企業或擴大現有企業的規

模。 

  

加強棕地機會區  (Brownfield Opportunity Area, BOA) 改革：棕地機會區計畫為各

自治市和社區組織提供財政援助和技術援助。這些計畫供這些社區和組織申請州

秘書長的提名，並獲得相應的棕地開發退稅額。預算案包含法案用於強化棕地機

會區計畫，供地方資金或其他州資金資助的計畫也能夠申請命名，並改革當前的

棕地機會區過程用於提高效率。  

  

設立一個世界尤迪卡市接待與機會中心  (One World Utica Welcome & Opportunity 

Center)： 預算案提供  150 萬美元用於投資擴建此前空置的尤迪卡商學院  (Utica 

School of Commerce)，從而在尤迪卡市中心區建造『一個世界尤迪卡市接待與機

會中心』，該中心將為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提供勞動力與就業培訓。  

  

進一步投資於生命科學：  行政預算案撥款  6 億美元用於支持在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建造世界頂級的現代化生命科學公共健康實驗室，該實驗室將推動公 /私

研發合作。  

  

培養未來的勞動力隊伍   

  

葛謨州長就職以來，紐約州創造了  100 多萬個私營部門就業機會，本州的失業率

也已從 8.3% 下降至 4.7%。面臨當前的經濟增長，葛謨州長還意識到急需幫助紐

約民眾做好準備，使其能夠適應未來的高薪工作。  

  



 

 

設立  1.75 億美元的整合融資申請  (Consolidated Funding Application, CFA)：  

基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這種自下爾上經濟發展戰略取得的成就，州長針對勞動

力投資新設的整合融資申請將支持地區戰略工作，用於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短期

需求、改善地區人才渠道、擴大學徒制，並滿足行業擴展的長期需求——重點關

注就業需求不斷增加的新興領域，例如清潔能源和科技。這筆資金還需支持改善

婦女、青年和其他面臨職業成就巨大障礙的人群的經濟安全。勞動力  CFA 的資金

將由  1.5 億美元新進靈活資源和  2,500 萬美元現有勞動力融資渠道爾構成。  

  

拓展紐約州青年就業計畫  (New York Youth Jobs Program)：  為鞏固紐約州青年

就業計畫取得的成果，葛謨州長建議把提供給經過認證的紐約州僱主的最高貸款

額提高  50%，為經過認證的從事全職工作的青年把最高退稅額從  5,000 美元提升

至  7,500 美元，為從事兼職工作的青年把最高退稅額從  2,500 美元提升至  3,750 

美元。 

  

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 預算案把提供給暑

期青少年就業計畫的資金增加了  400 萬美元。 

  

新設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Office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目前，在多個機構

中擁有十幾項專案，但如果我們要實現能力最大化，滿足本州勞動力的需求，則

本州需要將這一分散式的程式更好地融合起來。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將作為本州所

有勞動力培訓專案的問責和協調中心，包擴新設的  CFA 專案。該辦公室將由一名

新任勞動力發展主管負責管理，設立專案績效標準，確保各專案符合本州和各地

區的經濟發展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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