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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消息請見  (IN CASE YOU MISSED IT，ICYMI)：葛謨州長概述  2018 財政年度行政  

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EXECUTIVE BUDGET) 將維持財政責任、減輕賦稅 

並投資於紐約州中產階級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推進了州長設立的《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用於創造就業和基礎設施、削減中產階級賦稅並讓教育成本  

更易負擔 

 
支出增速連續第七年控制在  2% 以下；州債將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在紐約州近代史上尚屬首次  

 
把教育補助金  (Education Aid) 提高到  256 億美元，  

這是紐約州歷史上最大金額的撥款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簡報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昨日公佈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提案，該預算案鞏固了州政

府過去六年的財政紀律、強化了中產階級的地位、減輕賦稅並對紐約州的未來做理

性投資。預算案連續第七年穩定支出增速並將其控制在  2% 以下。  

 

「今年的預算案提高中產階級的地位、推行我們的進步價值觀，並延續我們創紀錄

的財政紀律。預算案讓民眾更易負擔大學教育成本、復興基礎設施、降低處方藥

價、並把兒童看護課稅津貼提高兩倍，從而透過推動理性經濟增長和為紐約州全體

民眾創造機會來推行《中產階級復興法案》，」葛謨州長表示。「這些全面撥款

將增加高薪工作、強化提供優質教育並保護環境，從而為我們所有人建設更加光明

強大的帝國州  (Empire State)。」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重點內容：  

  2018 財政年度的州政府運作經費  (State Operating Funds) 支出定為 980.6 億

美元，增長  1.9%。（州政府運作經費不含聯邦政府資金和資本）。  

https://www.budget.ny.gov/pubs/executive/eBudget1718/fy1718littlebook/BriefingBook.pdf


  2018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523 億美元。  

  教育補助金增加  10 億美元，共增長  4.1%，包括 9.61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新的學校補助金總額由此增至  256 億美元。 

  把紐約州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支出提高到增長限值以下  (3.2%)，達到 

183 億美元。 

  撥款  1.63 億美元讓中產階級家庭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免交學

費。 

  對紐約州審查委員會  (State Review Board) 賣給醫療補助計畫的處方藥把價

格上限設定為零。  

  持續撥款 200 億美元建造並維護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支持性住

房。 

  把《購買美国产品法案  (Buy American)》的規定擴展至所有金額超過  10 萬

美元的採購行為，從而保護我們州的製造業和建築業。  

  按照《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五年撥款  20 

億美元。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課稅津貼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 提高兩倍以支持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  

  首先面向 600 萬個紐約民眾提供中產階級減稅  (Middle Class Tax Cut)，明年

平均為每戶家庭節省  250 美元，全面實施後每年節省  700 美元。 

  增加對百萬富翁的征稅稅率，此舉影響到  4.5 萬個納稅人，其中  50% 的人

是非居住居民。  

延續財政責任趨勢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的財政自經濟大蕭條和此前的高支出時期起發生了重

大轉變。葛謨州長就任前，紐約州年度預算增速比當時的收入快  60%（或收入占

預算的五分之三），整個時期的支出的平均增速約為  7.0%，相比之下，收入增速

為  6.2%。伴隨採用  2% 的支出基準，這種不可持續的趨勢才得以逆轉。2018 財政

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這種財政責任趨勢，並鞏固了州長做出的承諾用於增加機會和

發展紐約州的經濟。  

  紐約州支出增速連續第七年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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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政府未償債務將連續第五年下降：本屆州政府任期內，截至  2017 財政年

度年底，紐約州相關未償債務將從  2012 財政年度的  564 億美元下降至  508 

億美元。這將是紐約州未償債務水平連續第五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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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儲備金增加：另一筆 1.5 億美元的計畫存款將令儲備金增至  25 億美

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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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撥款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既有成就，鞏固教育成果並在紐約州各地增加提供

優質教育機會。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教育補助金在過去六年增加了  61 億美元，

或  31%。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教育補助金提高了  10 億美元或 4.1%，包括增加  

9.61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撥款總額由此增至  256 億美元，這是紐約州歷史上最

大金額的撥款。  

  幼兒園：預算案包括為幼兒園提供  8 億美元撥款，用於在高需求校區內面

向三、四歲兒童擴建半日制和全日制優質幼兒園。這些撥款將優先發放給目

前僅存的幾個沒有幼兒園計畫的高需求校區。這筆撥款基於紐約州面向三、

四歲學生的幼兒園計畫，該計畫包含在  2016 財政年度已頒布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6 Enacted Budget) 中。 

  社區學校：預算案增加  5,000 萬美元，共提供  1.5 億美元資金支持把高需求

學校持續改造成社區中心。這筆撥款支持提供針對各所學校個性化需求的服

務，包括學前和課外計畫、夏季學習活動、體檢與牙齒護理，以及其他社會

服務。 

  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2018 財政年度預算

案增加紐約州課外活動撥款，為紐約州  16 個參加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ESPRI) 的社區的公共課外活動計畫提供  

3,500 萬美元的新撥款。這筆新撥款將為參加課外計畫的學生增建  2.2 萬個

活動場所，帝國州減貧計畫校區內的活動場所總數由此增加  36%。  

 

增加提供高等教育機會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共計提供  70 多億美元資金支持各大高校，自  2012 

年起增加了  10 億美元。這筆撥款包括提供  50 多億美元資金給紐約州立大學由州

政府運營的校區以及紐約市立大學高級學院，並提供  7 億多美元資金給社區學

院。紐約州還透過學費援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各類獎學金以及貸

款寬免計畫為學生提供  10 多億美元的財政援助。  

  透過『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s)』對中產階級家庭免收

大學學費：葛謨州長提議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所有兩年制學院和四

年制學院對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學費。紐約州免費大學學位計畫『精益

求精獎學金』在美國首開先河，並將幫助緩解學生債務的沉重壓力，與此同

時讓成千上萬個頭學生實現接受更高教育的夢想。根據該計畫，相關大學將

立即對年收入不超過  10 萬美元的家庭的學子免收學費，並在今後兩年內逐

步涵蓋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家庭的學子。該計畫一旦全面實施，預

計每年花費  1.63 億美元資金。  

 

抑制處方藥價  



州長行政預算案繼續設法控制處方藥價格上漲。根據醫療補助計畫，處方藥總價在

過去三年增長了  17 億美元或 38% 左右。因此，州長推行三點計畫用於保護消費

者和納稅人抵禦處方藥價格激增造成的健康後果和經濟後果。全面計畫包括：  

  對根據醫療補助計畫報銷的某些高價處方藥設定價格上限，任何超出紐約州

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DOH) 藥物使用審查委員會  (Drug Utilization 

Review Board) 建議基準價格的藥費將按規定獲得  100% 的額外補充退款。

該計畫還將針對由醫療補助計畫付費的非專利藥物限定年基提價。  

  對賣給州政府的高價藥物征收附加費。附加費所得收益將重新分配給保險公

司，用於在次年為紐約民眾降低保險費，從而避免把費用轉移給消費者。  

  監管藥房利益管理機構  (Regulating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PBMs) 以保

護消費者，並確保藥房利益管理機構不會透過不公平的商業行為促使處方藥

價上漲。 

 

打擊海洛因氾濫  

2016 年，州長把一份全面計畫簽署成為法律，用於在紐約州徹底終結海洛因和阿

片類藥物氾濫的局面。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鞏固了這一成就，撥款  2 億美元支持

針對藥品依賴性的預防、治療、康復計畫、住宿服務機會，以及公眾意識和教育宣

傳活動。 

 

州長設立的計畫包括下列措施：  

  消除預授權要求，確保所有人都可獲得藥物使用障礙治療。  

  將芬太尼類似物添加至紐約管制藥物列表，將新型合成藥物列入毒品犯罪處

罰的範圍。  

  吸收更多能夠開處方的醫療保健醫師，擴大能夠拯救生命的丁丙諾啡治療的

使用範圍 

  設立  24 小時 /一週 7 天運作的全天候危機處理中心，確保民眾可以獲取重

要的支援服務。  

  確保急救部門的處方醫師能夠參考《處方監控計畫目錄  (Prescription 

Monitoring Program)》，從而打擊『醫師採購  (doctor shopping)』的行為。 

  設立紐約首批康復高中，使得處在康復階段的年輕人能夠重返校園完成學

業。 

 

貫徹《購買美国产品法案》  

紐約州每年在產品和服務的採購上都要花費幾十億美元的資金。然而，現有的規章

制度並未強調這一購買力需要被用來支持美國製造企業（許多這類企業都位於紐約

州境內）。  

 

根據州長提出的『購買美國產品』計畫，所有州政府機構在進行任何金額超過  10 



萬美元的採購活動時，都需要優先考慮購買美國製造的物品和產品。此舉將貫徹美

國最強有力的強制法令，規定州政府實體採購美國製造產品。  

 

保護環境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清潔供水計畫提供空前規模的撥款、為環境設施和休

閒娛樂設施增加資金、對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 維持

創歷史水平的撥款，並繼續為與環境、公園以及農業相關的重要計畫提供州政府撥

款。 

  《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預算案設立了斥資  20 億美元的《清潔

供水基礎設施法案》，用於保障當代及後世紐約民眾獲得清潔供水。

這筆具有歷史意義的撥款將連續五年每年撥款  4 億美元，用於支持與

飲用水、廢水以及水源水相關的重要保護計畫。  

  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預算案為帝國州步道一期工程撥款  

5,300 萬美元，用於建設並銜接哈德遜河谷綠道  (Hudson River Valley 

Greenway) 和伊利運河路  (Erie Canalway) 的零散路段。步道網竣工後

將從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穿過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和阿迪朗達

克山脈  (Adirondacks) 抵達加拿大邊境，並沿伊利運河  (Erie Canal) 從

奧爾巴尼縣  (Albany) 抵達水牛城  (Buffalo)。這筆撥款將造就美國最大

規模的州立多用途步道，從而吸引新遊客探索紐約州多樣化的自然景

觀和豐富的歷史。  

  紐約公園  2020 計畫  (NY Parks 2020 Initiative)：紐約公園 2020 計畫

撥款  9 億美元升級和修繕州立公園，預算案基於該計畫分配  1.2 億美

元的紐約政府工作  (New York Works) 資金，比 2017 財政年度提高  

3,000 萬美元。這筆撥款將協助持續改造紐約州旗艦公園，並支持重

要的基礎設施項目。另外  3,000 萬美元撥款將面向能夠有戰略地吸引

私人資金的項目，用於改善紐約州立公園的休閒娛樂與歷史保護設施

以及服務。  

  『探索紐約  (Adventure NY)』計畫：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將設立『探索紐約』計畫，該計畫

將完善進出紐約州的通道、重建露營地並升級環境保護部的休閒娛樂

設施。這項新計畫將鞏固當前的工作並提供  7,000 萬美元的紐約州政

府工作資金，比  2017 財政年度提高  3,000 萬美元。利用這筆撥款，

環境保護部將繼續滿足重要基礎設施需求，包括堤壩安全與防洪項

目。 

  環境保護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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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 萬美元資

金、為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7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

提供  1.5 億美元資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2,200 萬美元

資金。 



 

在紐約州各地提供共享乘車服務  

提供共享乘車服務當前面臨的限制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紐約民眾錯過了這種替代交

通方式，並且還有幾千人無法追求共享乘車司機這一新興靈活就業機會。  

  在紐約市以外地區運營的交通網絡公司：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批准  

Uber 和  Lyft 等交通網公司在紐約州各地運營業務，並設立統一的許可證要

求。 

 

提供不動產稅補助金並減少地方政府的強制性支出  

紐約州居民面臨美國境內一些最高的不動產稅負擔，韋斯切斯特縣  (Westchester) 

的平均征稅金額為  11,346 美元、拿騷縣  (Nassau) 為 10,718 美元、薩福克縣  

(Suffolk) 為  8,926 美元。在紐約州，普通房主支付的不動產稅比其支付的州所得稅

高  2.5 倍以上。葛謨州長自從就任以來持續關注減輕這項負擔，為此設置了不動產

稅限額、改善地方政府工作效率並改組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  

 
葛謨州長還把減少強制性支出確立為優先工作，並為地方市政當局取締了多項繁瑣

規定。地方政府數十年呼籲變革，有鑒於此，州長為警察協會和消防協會變革約束

性仲裁程序，規定陪審團考慮市政當局有無能力支付某些地方合同。此外，州長對

紐約州退休金制度所做的變革在今後  30 年將為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校區節省  

800 多億美元資金。  

  全縣共享服務不動產節稅方案計畫  (Countywide Shared Services Property 

Tax Savings Plans Initiative)：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州長為減輕不動產

稅負擔開展的工作，為選民投票通過的全縣共享服務方案提出新計畫。各縣

將按要求與其縣境內的其他地方政府、社區領袖以及公民領袖合作制定這些

方案。方案必須取締重複的服務並提議協調服務以提高採購力，例如共享昂

貴的運輸設備或緊急救援設備，從而切實並且可循環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

納稅人隨後將在  2017 年  11 月的普選公投中對這些費用節省方案投票表

決。 

  抵禦貧困：州長今年推出一項計畫用於把《哈雷爾 -哈寧訴紐約州案  (Hurrell-

Harring)》調解措施推廣至全州其他地區。根據該計畫，紐約州將全額資助

所需費用從而把《哈雷爾-哈寧訴紐約州案》調解措施推廣至紐約州各縣和

紐約市，並透過預算部  (Division of Budget) 提供恰當的財政監督。該計畫全

面實施後，紐約州預計每年將產生  2.4 億美元的費用。該計畫將確保貧窮被

告在傳訊時獲得律師服務、為公設辯護人、地方法官以及檢察官減少待處理

案件的數量，並針對貧窮被告完善紐約州刑事司法制度。  

  減少醫療補助計畫支出：紐約州政府抑制地方政府醫療補助計畫份額增長，

在  2018 財政年度為各縣節省  32 億美元資金。州政府吸收各縣的醫療補助

計畫增長支出，紐約州還為各縣承擔醫療補助計畫行政管理責任。此舉將提

高工作效率，並有助於實現醫療改革計畫。  



 

在紐約州各地建造並維護  11.2 萬套經濟適用房 

2016 年，葛謨州長提出斥資  200 億美元的全面藍圖，用於在紐約州對抗無家可歸

問題並增加提供經濟適用房。紐約房地產委員會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 

和大紐約建築工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達

成協議取代並完善此前的  421-a 計畫，州長此後於本週推出一項新立法用於設立

『實惠紐約  (Affordable New York)』住房計畫。  

  『經濟適用房資金計畫  (Affordable Housing Capital Plan)』：紐約州目前為

一項經濟適用房五年全面計畫撥款  200 億美元，用於保障已經或有可能無家

可歸的紐約民眾獲得安全穩妥的住房。該計畫將建造  10 萬套新的經濟適用

房和  6,000 套支持性住房。  

  『實惠紐約住房計畫』：根據『實惠紐約住房計畫』，在曼哈頓區  

(Manhattan)、布魯克林區  (Brooklyn)、皇后區  (Queens) 特定地段開發不低於  

300 套新住房項目的開發商若提供一定數量的經濟適用租賃用房並滿足最低

建築業工資要求，將有資格連續  35 年全額免繳財產稅。住房必須連續  40 

年用作經濟適用房。對於紐約市內的其他經濟適用房開發專案，專案的可負

擔性時長和減稅資格的認定將取決於所供經濟適用住房的數量。這項新計畫

每年將建造大約  2,500 套新的經濟適用房。  

 

全面實施道德改革  

與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一併提交的法案包含下列措施：  

  推出限制外部收入的憲法修正案並建立全職立法。 

  推出限制當選官員任期的憲法修正案。  

  要求議會成員在賺取外部收入前獲得諮詢意見。  

  推行立法填補『有限責任公司漏洞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oophole)』。 

  建立公共融資並頒佈一系列其他競選融資改革。  

  要求本地當選官員遵守財務披露規定。  

  透過全面改革提高《紐約州資訊自由法  (Stat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透明度； 

  擴大紐約州總檢察長對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非營利組織的權力。 

  為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和紐約州教育部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設立

新的總檢察長。  

  確保加大對州採購流程的監管力度。  

 

推動經濟增長並更新紐約州基礎設施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延續葛謨州長的工作重心，即復興紐約州經濟、創造高

薪工作並投資於紐約州各地的重點資本項目。此外，州長正在兌現其具有歷史意義



的承諾以更新紐約州基礎設施，並與公共機構、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合作對紐約

州各地的改造項目投資  1,000 億美元。 

  『我愛紐約  (I LOVE NY)』：預算案為『我愛紐約』旅遊業與商業營

銷計畫提供  7,000 萬美元資金，鞏固了紐約州電視廣告、網路廣告、

旅遊中心以及『品嘗紐約  (Taste NY)』宣傳活動取得的成功。自  2011 

年起，1.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令遊客直接支出額外增加了  90 億美

元，從 540 億美元增至  630 億美元。作為我們各項工作的組成部分，

預算案提議批准紐約州各地電影院銷售葡萄酒和啤酒並提供獎勵措

施，從而推動銷售『品嘗紐約』產品。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JFK) 國際機場

總體規劃：州長計劃把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改造成  21 

世紀交通樞紐，作為該計畫的組成部分，紐約州將提供  15 億美元資

金解決基尤植物園  (Kew Gardens) 立交橋的交通阻塞問題並提高范維

克高速路 (Van Wyck Expressway) 的交通容量，從而完善該機場的進

出道路。包括港務局額外提供的  15 億美元資金在內，這次重要的公

共資源投資將激勵私人部門為改造並重新設計的約翰 ·菲茨傑拉德·肯

尼迪國際機場提供投資，從而把總體投資潛力拉高至  100 億美元。  

  『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第二階段：行政預算案在五年內

分配  5 億美元資金支持第二階段的『水牛城十億』投資發展計畫。

『水牛城十億計畫』第二階段將把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投資拓展至社區

水平，並強化中心區、郊區以及周邊地區的現有聯繫。第二階段計畫

將關注復興和理性增長、完善勞動力發展和就業培訓、發展高級製造

業、旅遊業以及生命科學，並透過擴建鐵路促進社區發展。  

  帝國州車站  (Empire Station)：行政預算案做出多年期承諾，總計提供  

7 億美元資金支持建設世界頂級的莫伊尼漢火車站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其空間容量超過紐約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 主

大廳。新大廳內將安裝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和

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的客運設施，並設有  11.2 萬平方英呎的零售

空間和 50 多萬平方英呎的辦公空間。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2011 年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已透過競賽程序發放將近  46 億美元

的州政府資金給  4,100 多個項目，用於根據區域優勢刺激創造就業。

這項新策略已在紐約州創造或保留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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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輪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撥款將達到  7.5 億美元。  

  生命科學：預算案提供  6.5 億美元資金支持生命科學產業，包括提供  

2.5 億美元的稅收優惠，用來加強吸引生命科學領域現有的和新成立

的公司在紐約州落戶、發明創造、商業化和生產製造。  

  金斯布里奇國家滑冰中心  (Kingsbridge National Ice Center)：預算案

額外提供 1.08 億美元的貸款資金用於把布朗克斯區  (Bronx) 當前閒置



的金斯布里奇兵工廠  (Kingsbridge Armory) 改造成冰上運動中心。利用

州政府提供的過渡貸款資金，該項目預計將創造  400 份長期工作。  

  伍德佰里鎮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Town of Woodbury Transi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預算案支持加快建設斥資  1.5 億美元

的改造項目，用以建設伍德佰里鎮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該項目

將創造將近  600 份工作並全面改造交通極其擁堵的廊道，這條廊道通

往伍德佰里名牌折扣購物商場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

該商場是地區經濟引擎。  

  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光電企業挑戰賽  (Photonics Venture 

Challenge)：紐約州將在羅切斯特市設立斥資  1,000 萬美元的多年期

光電企業挑戰賽。該企業競賽旨在透過企業加速器計畫支持初創企業

對這些快速發展的技術實現商業化。該競賽包括向最具發展前景的初

創企業提供  100 萬美元的大獎。全世界目前沒有任何加速器計畫以光

電產業為核心，羅切斯特市擁有獨特的優勢構建國家公認的計畫。  

  『我愛紐約』中心  (I Love NY Centers)：以大獲成功的長島遊客接待

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 為榜樣，紐約州將在境內各地區分

別設立一處遊客接待中心提供各種體驗，包括『品嘗紐約』、『歷史

穿越之路 (Path Through History)』、『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和

紐約州立公園，用於重點展示各地區的旅遊資源。  

  投資於長島地區的改造項目：行政預算案透過現有的資金來源撥款  

1.6 億美元給長島地區的改造項目。撥款包括提供  8,000 萬美元資金

改進長島鐵路公司的十六座車站（其中  3,500 萬美元資金由紐約大都

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提供）、提供  

4,000 萬美元資金改善與麥克阿瑟機場  (MacArthur Airport) 以及布魯克

海文國家實驗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的系統連接、以及提供  

4,000 萬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用於支持史密斯敦鎮 (Smithtown) 和金斯帕

克村  (Kings Park) 實現經濟增長、環境可持續性以及改善水質。  

  第二輪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簡介：在 

2017 財政年度，州長設立斥資  2 億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建設

與復興競賽。該競賽提供  1.9 億美元資金支持機場項目，並透過州長

航空資本撥款計畫  (Aviation Capital Grant Program) 分配  1,000 萬美元

資金。首輪競賽提供  4,000 萬美元資金給艾爾邁拉康寧地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 用於啟動該機場斥資  5,800 萬美元的

改造項目，並提供  3,980 萬美元資金給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用於啟動斥資  6,340 萬美元的改造項

目。在第二輪競賽中，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獲得  3,8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啟動機場斥資  4,300 萬美元的全面

改造項目，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 獲得  3,580 萬美元資金用於實施  4,510 萬美元的改造項目。這



些機場採用大膽的計畫和設計，將提高安全係數、改善運營和便利

度、減少環境影響並打造更美好的乘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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