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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概括介紹 2022 財政年度預算案：重塑 | 重建 | 重生  

  
概述兩個預算方案：一種是推進冠狀病毒病後的積極重建，一種是如果聯邦政府不提供 

150 億美元資金，就會給紐約州帶來痛苦  

  
華盛頓實施的州稅收和地方稅攻擊造成的毀滅性經濟影響，再加上冠狀病毒病的應對失

敗，採取的路徑取決於聯邦政府的資金水準  

  
在聯邦政府的充分支持下，紐約州可以推進州長的大膽設想，重建紐約州並使之重生：  

  
3,06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是全國規模最大的  

  
290 億美元的公私綠色經濟投資  

  
13 億美元的租金救助計畫、200 億美元用於建造或保留 10 萬套經濟適用住房、1.28 億

美元用於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和援助  

  
給低收入家庭設定 15 美元的寬帶費用上限，提供 1.5 億美元用於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1,000 萬美元用於自由辯護基金  

  
1.3 億美元的疫情恢復和修復專案，支援受嚴重影響的小企業、餐館、藝術產業和娛樂

業  

  
4,000 萬美元的傳染病復原商業化基金，用於快速跟蹤創新和解決新出現的健康威脅—

—建立公共衛生公司  

  
2022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簡報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概述了 2022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以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之後使紐約州重塑、重建和重生。  

  
州長提出了兩種預算方案，具體取決於聯邦政府在華盛頓 (Washington) 應對 2019 冠狀

病毒病失敗造成災難性經濟影響後向紐約州提供的資金水準。第一種選擇是支持紐約州

正在進行的抗擊疫情的戰爭和積極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後重建計畫。第二個選擇是沒有 

https://www.budget.ny.gov/pubs/archive/fy22/ex/book/briefingbook.pdf


1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這將迫使紐約州增加稅收、削減開支和借貸，從而給紐約民眾

帶來痛苦。  

  
這位州長還再次呼籲聯邦夥伴廢除有害的州稅和地方稅 (State and Local Tax, SALT) 政

策，也就是州稅和地方稅上限，過去三年裡，這項政策使紐約民眾損失了 300 多億美

元，這是歷史上首次實行雙重徵稅。對紐約州家庭來說，州稅和地方稅上限的平均成本

是每戶 2,600 美元。  

  
如果聯邦政府向紐約州提供 150 億美元的公平份額，紐約州將能夠：  

  
推進 3,06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這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計畫，以及 290 億美

元的綠色經濟投資。  

  
頒佈一項 13 億美元的租金減免計畫，出資 200 億美元建立或保留 10 萬套平價住房，並

為無家可歸者提供 1.28 億美元的住房和援助資金。  

  
為低收入家庭設置 15 美元的寬頻上限，提供 1.5 億美元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並繼續向自

由辯護基金 (Liberty Defense Fund) 投資 1,000 萬美元，為無證紐約民眾提供免費法律

諮詢和篩查服務。  

  
制定一項 1.3 億美元的疫情恢復和修復計畫 (Pandemic Recovery and Restoration 

Program)，支援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的小企業以及餐館、藝術產業和娛樂行業。  

  
設立 4,000 萬美元的傳染病復原商業化基金 (Infectious Disease Resiliency 

Commercialization Fund)，以加快創新和解決新出現的健康威脅。  

  
成立公共卫生團隊，协助支持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种行动，建立全国最佳应急公共

卫生能力。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故事有很多章節——我們去年發起了抗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戰

鬥，現在我們不僅要完成戰鬥，還要開始積極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後重建，」葛謨州長

表示。「我們處在與一年前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世界中，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份預算看起

來有所不同而感到驚訝。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計畫，一種我們從未有過的力量，我相信未

來是光明的，但如果我們要在這場危機的另一邊出現，華盛頓必須採取公平的行動。聯

邦政府不負責任，讓冠狀病毒病 (COVID) 伏擊了我們的州，但是紐約民眾已經準備好開

始重建，但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撤銷州稅和地方稅，以及理應得到的 150 億美元聯

邦援助——我們現在就需要。在聯邦政府多年的敵意之後，我相信這些明星們已經做好

了改變的準備——我們只需要去做。我們建立了最偉大的州，我知道我們還會再這樣

做。」  

  
假設聯邦政府提供 150 億美元的援助，2022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財政重點內容：  

·         州營運基金 (State Operating Funds) 支出為 1,034 億美元  



·         2022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929 億美元  

·         提供 317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  

·         為紐約州高等教育提供 75 億美元的州支持資金  

  
2022 年重塑 | 重建 | 重生《頒行預算案 (ENACTED BUDGET)》重點內容  

  
戰勝冠狀病毒病，加強衛生保健服務  

遠端醫療： 隨著獲得醫療服務的方式的增加，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已經改變了醫療提

供系統。 因此，本州正在推進一攬子遠端醫療改革，通過以下方式降低成本，加強對弱

勢群體的護理，並增加遠端醫療服務的獲得：  

  

·    通過全面的監管改革，允許電話提供醫療服務，允許州際許可，允許某些無證員工（如

資格認證的酗酒和物質濫用諮詢培訓生）通過遠端醫療提供物質使用障礙服務，擴大遠

端醫療服務提供方的覆蓋範圍，消除陳舊的位置要求，擴大對患者監控的報銷範圍，將

遠端醫療納入紐約州的全州健康資訊網路 (Statewide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New York, SHIN-NY)，要求在商業保險中提供遠端醫療，並擴大獲得精神保健和成癮服

務的途徑。  

  

通過增加培訓和教育機會，建立促進弱勢群體遠端保健的試點方案，要求保險公司提供

電子分診 (e-Triage） 和虛擬急診科，並允許保險公司利用新出現的遠端醫療解決方案，

加強保健管理工作和整合多學科團隊，來滿足合同醫療管理要求，從而促進創新技術和

方法。  

  
擴大國家領先的 2019 冠狀病毒病診斷能力： 行政預算案將繼續支援本州世界領先的檢

測專案的擴展，目前，該專案每天能夠進行 20 萬次以上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以識別

疾病並減輕社區傳播。 這將包括利用沃茲沃斯實驗室 (Wadsworth laboratories) 的研究

專業知識，該實驗室是美國第一個獲得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批准的非疾病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19 冠狀病毒病

檢測公共實驗室。本州還將繼續運營由 22 個地區免下車和步行檢測地點組成的網路，

紐約州全體民眾都可以完全免費使用，並將通過與檢測公司合作建立快速檢測地點網

路，使商業和娛樂中心能夠安全地重新開放。  

  
設立紐約州傳染病復原能力商業化基金 (New York State Infectious Diseases 

Resiliency Commercialization Fund)： 作為葛謨州長設立的生命科學計畫 (Life 

Science Initiative) 的一部分，帝國州發展公司將創建新的 4,000 萬美元的紐約州傳染病

復原能力商業化基金，由帝國州發展公司牽頭，並由紐約州衛生廳和其他私人專家提供

諮詢，以利用紐約州在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和生物防禦方面的大量研發資產和專業知

識。 該基金將專注於加速公司的增長，以快速跟蹤創新的發展，以應對新出現的傳染

病、公共衛生威脅和支持經濟增長。  

  



繼續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並實施疫苗分發： 行政預算案將支援實施一項全州範圍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專案，該專案將在一年內向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確保在本州

所有地區向脆弱和服務不足的社區公平公平地分配疫苗。 該疫苗計畫將免費覆蓋近 

2,000 萬居民，推動紐約州成為美國首個對新冠病毒安全的州，並加快本州的重新開放

工作。  

  
創建紐約州公共衛生服務隊 (New York Public Health Corps)：紐約州公共衛生服務隊

將協助支持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行動，並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後建立全國最

佳的應急公共衛生能力。這些研究員將包括公共衛生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學生、護理學

院、醫學院和藥學院、新近畢業的學生、退休的醫療專業人員、志願急救人員和其他將

接受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開發的強化公共衛生培訓課程的紐約民眾。冠狀病

毒病疫苗接種專案結束後，紐約州將在這支公共衛生服務隊範本之上繼續發展，不斷征

召和培訓公共衛生專業人士，隨時準備在任何未來危機中為本州服務。  

  
協助工人接種疫苗：為了保護工人和復工的人，改善公共衛生，並幫助本州經濟復蘇，

公私雇主將被要求為每名員工提供 4 小時的帶薪假期，最多可為其接種兩次 2019 冠狀

病毒病疫苗。  

  
撥款 1 億美元取消低收入紐約民眾的共同支付額：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展現了本國和

紐約州內長期存在的、令人震驚的健康照護差距。非裔、拉丁裔、亞裔和貧困社區為  

2019 冠狀病毒病付出了最高昂的代價。基礎疾病的高額費率是這類差距的一個主要推

手。擴大廉價健康照護的可及性將有利於縮減差距，確保紐約在疫情過後能夠變得更加

強大和公平。  

  
透過紐約推出的成功的健康保險交換計畫，即「紐約州健保計畫 (New York State of 

Health)」，低收入家庭可符合獲取本州的「關鍵服務計畫 (Essential Plan)」的資格，該

計畫的保費為免費，或至多每人每月僅需繳納 20 美元。即便如此，各大家庭和個人仍

舊難以支付這項開支。為了讓低收入家庭能夠承受得起保險費用，葛謨州長將為超過 

400,000 名紐約民眾取消每月繳納的保費，為各大家庭每年節省了近 1 億美元的保費，

並讓目前沒有保險的 100,000 名紐約民眾也能加入進來。  

  
此外，執行預算案要求對關鍵服務計畫 (Essential Plan) 提供方的支付費率提供 4.2 億美

元的投資。這一比率的變化將提高對提供方的補償，從而促進和支援獲得重要的醫療服

務。此外，預算建立了 2 億美元的關鍵服務計畫品質池，以促進高品質的護理，加強提

供方網路，根據績效激勵提供者，並確保所有關鍵服務計畫成員都能獲得提供方提供的

服務。  

成立新的成癮和精神健康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為了繼續以往為成癮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協調和協調服務的工作，行政

預算案把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與精神健

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合併，成立了新機構：成癮和精神健康服務辦公室。  

  



整合許可：行政預算授權衛生廳、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和精神健康辦公室為門診精神

健康、癮症和身體健康服務建立單一、綜合許可證。  

  
啟動紐約州的經濟復蘇  

  
實施疫情恢復和重啟方案：為了幫助啟動紐約州的經濟，紐約州將設立三項新的稅收抵

免，並再擴大總計 1.3 億美元的稅收抵免額，以幫助住宿、藝術和娛樂、餐廳以及音樂

和戲劇製作行業的小型企業從疫情中恢復過來，把就業機會帶回紐約州。  

  

•   小企業復工稅收抵免：這將提供高達 5,000 萬美元的稅收抵免，支持受嚴重影響

行業的小企業在 2021 年之前雇傭更多的工人。  

  

•   餐館復工稅收抵免：這將提供高達 5,000 萬美元的稅收抵免，支持受嚴重影響行

業的小企業在 2021 年之前雇傭更多的工人。  

  

•   把音樂和戲劇製作貸款延期四年並提升金額：這項稅收抵免提供高達 2,500 萬美

元的稅收抵免，以啟動該行業和支持城市的旅遊活動。為了支援在紐約州以外的

地方演出的音樂劇和戲劇作品，預算案將該信貸期限延長四年至 2025 年，並將

其翻倍至 800 萬美元。  

  
教育和培訓工人以適應有需求的工作：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空前數量的工人

與工作聯繫起來，紐約州的學院和大學在這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勞動力的發展

必須是靈活的，對迅速變化的環境作出靈活的反應，與冠狀病毒病有關的衰退擴大了靈

活性的需要。  

  
隨著失業量前所未有地增加，這次疫情已造成現有工作類型和正在求職的人員的巨大改

變。行政預算案包括幾項計畫，根據這些計畫，紐約州的高校將教育和培訓工人，幫助

重建紐約州的經濟。  

  

• 就業途徑承諾 (Pathways Pledge)：紐約州正在與葛謨州長的重塑紐約委

員會 (Reimagine New York Commission) 合作，在紐約州包括公私企業在

內的主要雇主中發起就業途徑承諾，以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勞動力，並提供

更多的勞動力發展機會。  

  

• 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免費線上培訓中心 (Online Training Center)：葛

謨州長將擴大紐約州立大學的免費線上培訓中心，這樣紐約民眾就可以參

加更多的就業認證課程，在醫療保健和先進製造業等需求大的新興行業找

到高品質的工作。 這個培訓中心將為紐約州各個地區——從農村社區到城

市中心——的更多紐約民眾提供另一個獲得免費職業培訓證書的機會，然

後自動進入紐約州立大學 30 所社區大學中的任何一所大學，以促進未來

的職業發展  



  

•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離岸風力研究所 (Offshore Wind 

Institute)：紐約州的可再生能源加速發展計畫正在創造數千個高薪工作崗

位。以確保紐約民眾能從這些機會中獲益，紐約州正在投資 2,000 萬美元

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法明代爾州立學院 (Farmingdale State 

College) 建設新的海上風力培訓學院 (Offshore Wind Training Institute)。

2021 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和紐約州立大學將發佈第一個先

進技術培訓合作夥伴的邀請，利用我們的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系統，從 2021 年夏季開始培訓第一期大約 2,500 名工人。  

  

• 護士優先攻讀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課程：2017 年，葛謨州長簽署

了 10 項護理學士學位 (BSN in 10)，以提高患者護理品質並提升護理職

業。它規定所有在紐約州完成副學士學位的護士在 10 年內完成護理科學

學士學位，以維持本州發放的執照。從 2021 年秋季開始，紐約州立大學

和紐約市立大學將實施護士優先錄取計畫，這樣需要完成學士學位證書的 

4 萬名護士和護士候選人可以在州內接受高品質和負擔得起的教育。  

  
通過發展勞動力推動經濟復蘇。該行政預算案制定了 2019 冠狀病毒病復蘇勞動力計

畫，投資 5,000 萬美元用於高增長行業的培訓、為低收入工人提供雇主驅動的培訓，並

為小企業提供資金以重新培訓和雇傭休假員工、下崗員工或新員工。這些投資將提供持

久的技能以帶來高品質的就業機會，並支持小企業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中復蘇。  

  
移動體育博彩：行政預算案將批准移動體育博彩市場。合法化將為本州提供逾 5 億美元

亟需的收入，以幫助本州在短期內擺脫 2019 冠狀病毒病造成的影響，並將這個可能是

美國最大的體育博彩市場發展成為長期盈利的行業。  

  
成人使用大麻合法化：行政預算案使成人使用大麻合法化。合法化不僅將確保公共衛生

和安全，而且還將提供機會為本州創造 3 億多美元的稅收收入。從 2023 財政年度開

始，收入應首先分配給大麻社會公平基金 (Cannabis Social Equity Fund)，四年內分配

金額為 1 億美元，此後每年分配 5,000 萬美元。 這些資金將用於支持那些在幾十年的大

麻禁令中受害最嚴重的個人和社區。  

  
支持失業者並保護工人：自疫情爆發以來，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DOL) 已向 

400 多萬紐約民眾發放了 610 億美元的救濟金，幾乎相當於的 29 個典型年的救濟金總

額。行政預算案和行政行動推動了對失業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升級技術，允許通過

視訊會議和線上進行工作搜索活動，並創建集中的虛擬門戶，讓工人可以提交工資、歧

視、報復和其他違反工作場所規定的索賠要求。此外，勞工廳將立即實施監管改革，根

據一周實際工作的小時數，允許部分失業救濟金，以激勵失業的紐約民眾在尋找全職工

作時從事兼職工作。由於技術的改進，與預算案一起提交的立法將使部分失業保險的新

救濟金永久計算成為可能。  



  
對旅遊業持續進行投資：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導致旅遊業急劇下滑，對紐約州旅遊業造

成的打擊尤其嚴重。隨著紐約州推進其以科學為基礎的重新開放工作，預算案包括額外

的資金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並促進旅遊業經濟。該計畫包括通過推廣紐約 

(Market NY) 獲得的第九輪 1,500 萬美元競爭資金，以支援推廣地區景點的行銷專案。  

   
另一輪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行

政預算案包含核心資本和稅收抵免資金，這些資金將與現有的一系列地區經濟發展委員

會撥款計畫相結合，總計 7.5 億美元，目標是援助受影響的行業，並允許創造和保留就

業機會。  

  
拓展紐約州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專案的機會：葛謨州長一直是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的擁護者。2014 年，他設定

了紐約州的利用率目標，將州合同率設定為 30%，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都有機會參與

到紐約州不斷增長的經濟中。紐約州現在是全國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合同參與率最高的

州。事實上，本州對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的合同支出已經從 2010 年的不到 1 億美元增

長到 2020 財年的 31.4 億美元。在這一成功的基礎上，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將與重塑紐約委員會 (Reimagine New York Commission) 合

作推出創業領航員計畫 (Entrepreneurship Navigator)，提供定制服務和簡化創業專案，

幫助孵化技術和創新領域的少數和女性創業者。  

  
紐約工作經濟發展基金 (New York Works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提供給紐

約工作計畫經濟發展基金的第六輪投資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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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經濟復甦  

  
中心區復興 (Downtown Revitalization)：疫情迫使紐約民眾待在家裡拯救生命，擾亂

了全州中心區社區的商業流動。 這些領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支援。為此，

2022 財政年度預算為另一輪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

了 1 億美元，該計畫將市中心社區改造成充滿活力的社區，讓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

裡生活、工作和養家。  

  
交通和基礎設施  

3,06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紐約州 3,06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包括州長 2,060 億

美元的 2020-24 年計畫和 1,000 億美元的 2015-2019 年計畫。隨著紐約市中城西區再開

發專案 (Midtown West Redevelopment)、貝爾蒙特車站再開發專案 (Belmont Station) 

以及新首府專案 (new capital) 15 億美元的投資，今年的投資規模在 2,750 億美元的基

礎上增加。  

  
中城西部開發改造專案 (Transformational Midtown West Development)：  

  



• 帝國州車站綜合大樓 (Empire Station Complex)。作為中城西部開發改造

專案的一部分，隨著莫伊尼漢火車站 (Moynihan Train Hall) 的建成，本州

將轉向現有的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啟動一個價值 160 億美元的綜合

專案，對現有車站進行擴建和改造。包括標誌性的、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開放的、位於第七大道 (seventh Avenue) 的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新入口在內，經過全面翻新的賓州車站將包括一座加寬的、完全重

建的第 33 街長島鐵路廣場，以及一座經過擴建、完全改造的車站。此

外，至少八條新軌道將建設在現有的賓州車站以南，以增加容量、減少延

誤並改善運營。這將是一個標誌性的交通專案，將直接創造近 6 萬個就業

機會，涉及聯邦政府、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新澤西州捷运局 (New Jersey Transit) 和

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紐約州隨時準備與新澤西州捷运局和聯邦政府合

作，為該地區的未來共同參與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  

  

• 高架線延伸至莫伊尼漢火車站。作為改造中城西部開發專案的一部分，預

算案包括支援州長的提議，延長曼哈頓區 (Manhattan) 的高架索 (High 

Line)，讓行人從最近開放的莫伊尼漢火車站無縫進入高架通道。作為公私

夥伴關係的合作項目之一，布魯克菲爾德地產集團 (Brookfield Property 

Group) 將與帝國州發展公司、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及高架公園之友 (Friends of the High Line) 合作，在高架

公園第十大道終端至布魯克菲爾德曼哈頓西區的公共空間之間建立一條 L 

型的連接通道。  

  
全國首個低收入家庭可負擔的互聯網：當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毒第一次來到紐約州並迅

速蔓延到我們的社區時，學生和成年人都必須適應遠端學習和遠端工作，以確保彼此的

安全。很快，人們就明白了，在遠程世界裡，普及寬頻是成功的先決條件。目前，基礎

的高速互聯網計畫平均每月花費 50 美元以上。行政預算案包含全國首創的立法，要求

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按照每月 15 美元的價格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高速互聯網計畫。本州還

將要求提供商宣傳該方案，以確保各項專案惠及全州服務不足的人群。為了進一步縮小

差距，本州將與施密特期貨公司和福特基金會合作，建立新的困難基金，為我們最需要

幫助的學生支付互聯網訂閱費用，這些學生在危機期間無法負擔每月 15 美元的費用。  

  
在投資了近 5 億美元把寬頻網路擴展到全州 98% 的地區後，紐約州還將引領全國普及

寬頻。如果沒有負擔得起的寬頻，人們不僅無法連接網路，而且還被剝奪權利。重塑紐

約委員會向州長報告說，每個人都必須擁有高品質的、負擔得起的寬頻，我們將確保在

紐約州做到這一點。  

  
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資本計畫：行政預算案為第二年提供了 

58 億美元，這是一項創紀錄的 119 億美元的交通廳兩年期資本計畫，將促進公路、橋

樑、鐵路、航空基礎設施、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運輸和交通廳設施的改善。 與交通廳資

本計畫的最後兩年相比，增加了 30 億美元資金，增幅達 33%。  



  
加強地方公路橋樑建設：行政預算案延續了葛謨州長創紀錄的承諾，用於資助地方高速

公路項目和橋樑項目。綜合公路改善工程計畫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 和瑪馳瑟利計畫 (Marchiselli) 的資金保持在去年的 4.778 億美元水

平。預算案中還包括通過紐約鋪路計畫 (PAVE NY Initiative) 提供的 1 億美元公路援助，

以及通過紐約橋樑專案 (Bridge NY) 提供的 1 億美元地方橋樑專案資金。這些專案進一

步改善了州和地方道路和橋樑的狀況。  

  
支持公園專案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資本專案：行政預算案為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劃撥了 1.1 億美元的紐約工作計畫經濟

發展基金資本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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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預算案還包括為環境保護廳提供的 7,500 萬美元資金，以解決各種資本需

求，以改善進入州土地的路徑並修復露營地。  

  
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投資：行政預算案增加了 5 億美元的撥款用於支持清潔用水，將本州

的總投資提高到 40 億美元，並繼續履行州長 50 億美元的清潔用水承諾。  

  
重塑伊利運河 (Reimagine the Erie Canal)：紐約州電力局委員會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Board) 現在是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它將根據運河重建工

作組 (Reimagine the Canal Task Force) 提供的調查結果，在未來五年投資 3 億美元，

把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和伊利運河整合成新的帝國服務線 (Empire Line) 系

統，該系統將刺激旅遊業和經濟發展，應對一個世紀前未知的環境挑戰，創建一項資

產，改善沿伊利運河長達 360 英哩的脊樑沿線社區的生活品質。  

  
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ORDA) 固定資

產改良：行政預算案為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提供 1.05 億美元的新資本資金，其中包

括提供 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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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為 2023 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2023 World University Games) 做準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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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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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紐約州成為綠色能源經濟的領導者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啟動一項雄心勃勃的綠色能源計畫 (Green Energy 

program)，該計畫將在全州範圍內刺激超過 290 億美元的公私投資，並創造 12,400 兆

瓦的綠色能源——足以為 600 萬戶家庭供電。這些投資不僅會使紐約州轉向碳中和經

濟，實現《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的目標，而且還會刺激冠狀病毒病經濟復蘇。這些專案包括：  

  

·   全國最大規模的海上風力發電專案。本州將與厄奎諾美國風力發電有限公司 (Equinor 

Wind US LLC) 簽訂合同，開發距離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海岸 20 多英里的兩個新的



海上風電場，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採購專案。這兩個海上風力發電場

建成後將產生總計 2,490 兆瓦的無碳能源，帶來另外 89 億美元的投資。   

  

·  全球風能製造動力源。紐約州已獲得一些公司的承諾，在本州生產風力渦輪機部件，並建

設全國最大規模的海上風力發電專案。使紐約州成為全球風能製造動力源的計畫包括升

級建設五個專用港口設施。這些專案包括：將在奧爾巴尼港 (Port of Albany) 建造全國第

一個海上風力塔製造設施； 南布魯克林海運碼頭 (South Brooklyn Marine Terminal) 的

設施；增加傑弗遜港 (Port Jefferson) 和長島地區蒙托克港 (Port of Montauk Harbor) 的

活動。這些專案將使每 1 美元的公共資金吸引近 3 美元的私人資金，使這些港口設施的

投資總額達到 6.44 億美元。   

  

·     建設紐約綠色能源傳輸高速公路。紐約州將建設一條 250 英里長的綠色能源高速公路。

這個耗資 20 億美元的專案將為本州仍依賴污染化石燃料工廠的部分地區創造機會，最

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從馬塞納鎮 

(Massena) 到克洛根鄉 (Croghan) 的 86 英里智慧道路專案 (Smart Path) 已經開始建

設，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和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幾個關鍵專案也將很快開始建設。   

  

·     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建設近 100 個可再生能源專案：過去五年，本州承包建設了 68 個

新的大型可再生能源設施，包括太陽能發電場、陸上風力發電場和 3 個海上風力發電

場，這些都是全國最大的。這些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為 34 個郡帶來了經濟活動，將為

本州的基礎設施增加 6,100 兆瓦的清潔能源產能，並產生超過 120 億美元的投資。  

  

為鞏固這一進展，紐約州將在 2021 年再承包 24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專案，使本州

的清潔能源建設專案總數達到近 100 個。這 23 個太陽能農場和 1 個水力發電設施將是

迄今為止紐約州最具成本效益的清潔能源建設專案、生產 2,200 多兆瓦的清潔能源、產

生超過 29 億美元的投資，並在本州北部地區的 16 個郡創造 3,400 個就業機會。  

  

支持電動公車。行政預算案還向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公交系統提供另外 2,000 萬美元的

資本援助，用於支持公交機構向電動公車過渡的 1 億美元五年計畫的第二部分。根據該

計畫，紐約州北部地區和城郊的五家最大交通機構在 2025 年前使其車隊的 25% 實現電

氣化，在 2035 年前實現 100% 電氣化。  

  
解決系統性的不公正  

精簡並加大工作力度，以應對家庭暴力和性別暴力：在整個疫情期間，不僅在紐約州，

在全國，家庭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事件都明顯增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州長將在過

去的進展的基礎上實施新措施來杜絕這種卑鄙的行為，包括：  

  

·     建立家庭暴力輕罪標籤 作為行政預算案的一部分，州長將設立家庭暴力輕罪，確保這些

犯罪將被列入取消個人擁有槍支資格的名單。  



  

·  終結家庭暴力和性別暴力辦公室 (The Office to End Domestic and Gender Based 

Violence)：紐約州是唯一一個擁有專門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行政機構的州，紐約州對此

感到自豪。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OPDV) 將轉變為終結家庭暴力和性別暴力辦公室，其目的是彙集解決性別暴力的多種努

力，並在全國設立第一個解決性別暴力的機構。新辦公室將鼓勵各機構和服務提供者之

間的合作，消除冗餘流程，並簡化倖存者與政府的互動。  

  

·     要求施虐者向倖存者支付住房費用：行政預算案包括允許法院要求侵犯者支付與家庭暴

力事件有關的住房單位損害賠償、搬家費用和其他住房費用的立法。  

  
協調促進設立全州兒童看護方案：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突顯了缺乏價格適宜的兒童看護

方案會給低收入家庭造成干擾，迫使主要為婦女的照料人員在養家糊口和照顧孩子之間

陷入兩難抉擇。儘管可承受性是各大家庭尋求兒童看護服務的一大障礙，但全州各地普

遍缺乏兒童看護專案和優質供應商也是一大問題，妨礙了各大家庭使用兒童看護服務。  

  
為了使最脆弱的兒童及其父母獲得更易於負擔和更公平的兒童保育服務，行政預算案包

括：  

  

·     加強兒童保育計畫：行政預算案中有 8.32 億美元是通過紐約州兒童保育基金 

(New York State child care Block Grant) 提供的兒童保育補貼。這些資金為大約 

101,000 個低收入家庭的約 16.9 萬名 0-13 歲兒童提供服務。包括以兒童為重點

的稅收抵免和學前教育專案，對有兒童保育服務適齡兒童的家庭的支持總額接近 

28 億美元。  

  

·     設立雇主兒童保育貸款：該預算案加強了精益求精就業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並為雇主提供兒童保育貸款，從而為雇主提供有意義的激勵，幫助他

們為員工提供急需的兒童保育服務。精益求精就業計畫得到加強，允許擴大 5% 

的投資稅收抵免部分，並把提供給貸款接受方的長期淨托兒服務支出提供 6% 的

抵免。雇主提供的兒童保育貸款也得到了加強，將現有的信貸比例提高一倍，達

到合格兒童保育支出的 50%，合格兒童保育資源和轉診支出的 20%，同時將每個

納稅人的上限從 15 萬美元提高到 50 萬美元。  

  

• 提高兒童保育負擔能力。行政預算案投資 4,000 萬美元，以確保紐約州低

收入家庭在領取補貼時，不會將收入超過貧困線 20% 的部分用於兒童保

育，從而減輕約 3.2 萬個工薪家庭的負擔。它還投資 600 萬美元用作啟動

資金，以創建兒童保育沙漠專案，並為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確定的現有沙

漠專案提供薪酬支持。  

  



加強警察雇用標準：行政預算案包括立法，要求所有執法機構遵守背景調查標準，其中

包括刑事歷史檢查、心理健康檢查、雇主事先披露資訊、審查警察登記處是否永久吊銷

執照，以及披露之前的不當行為。  

  
要求機構進行認證以開展背景調查：行政預算案包括立法，要求執法機構獲得認證，以

標準化背景調查，確保只有最合格的人才能擔任執法人員。  

  
為警務人員制定取消認證標準：行政預算案包括立法，以建立更健全的問責機制，藉由

明確界定導致永久性失信的行為、強制舉報不當行為，以及要求分享有關官員嚴重不當

行為的資料，以確保警務人員沒有不良行為。  

  
提供資金購買隨身攝像頭：行政預算案包括為支援最近通過的立法提供資金，該立法要

求所有州警察在巡邏時佩戴隨身攝像頭。  

  
自由辯護基金：今年，葛謨州長仍將支持捍衛自由專案 (Liberty Defense Project)，繼續

為給自己和家人尋求更好的生活的移民爭取權利。行政預算案為自由辯護基金撥款 

1,000 萬美元，為幫助無證紐約民眾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和檢查。  

  
支持實施《提高刑事責任年齡 (Raise the Age initiative)》倡議行政預算案包括一筆 2.5 

億美元的撥款，以支持繼續實施《提高刑事責任年齡》倡議。  

  
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的人權得到保護：行政預算案支援擴大州憲法 (State Constitution) 

中的平等權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以永久編纂權利，這反映了紐約州對

平等的承諾。與預算案一起提交的法案還將公民身份和移民地位添加為人權法規定的受

保護類別，並將反歧視條款擴展到營利性質的學校，以更好地保護這些機構免受歧視、

騷擾和欺淩。  

  
解決食品不安全問題：預算案中包括 1.5 億美元用於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另外還有 

2,500 萬美元用於營養紐約計畫 (Nourish New York)，使其獲得總計 6,000 萬美元的投

資。這個重要的計畫幫助缺乏糧食保障的人們獲得所需的營養，同時為農民提供銷售其

產品的市場。  

  
教育  

撥款 317 億美元支援學區： 行政預算案通過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STAR 計畫 

(STAR) 和特別聯邦資金為學區提供 317 億美元的資金，以支援教育全州 260 萬名學生

的學區所需的運營成本。這些資金中大約有 70% 提供給高需求學區。  

  
分配 43 億美元的聯邦補充資金：鑒於這次疫情給學區、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造成的巨大

壓力，行政預算案向學校撥款，以支持目前的運作和與疫情有關的費用。  

  
授權援助與疫情有關的學區交通費用： 根據行政預算案，將向各學區償還在 2020 年春

季與疫情有關的學校停課期間提供學校膳食和教學材料的費用。  



  
合併 37 億美元基於支出的補助金： 行政預算案根據以當前費用為基礎的援助建立整體

撥款計畫，以便通過基金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更漸進地分配未來增加的資金。  

  
確保公平、安全的住房  

負擔得起的無家可歸者住房資本計畫：行政預算案繼續進行 200 億美元的五年全面投

資，以建造或保護超過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並建造 6,000 套新的生活輔助住房。本州

在實現經濟適用房目標方面進展順利，而且已經超越了生活輔助住房。迄今為止，紐約

州已經資助了超過 6.65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7,000 多套生活輔助住房的新建和保護工作，

這些住房為本州一些最脆弱的人口帶來了穩定，包括退伍軍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虛

弱或殘疾的老年人、失去寄養的年輕人，以及被認定為有特殊需求、狀況或其他生活問

題的無家可歸的紐約民眾。憑藉這一成就，州長延續了本州對生活輔助住房的承諾。目

前的目標是在 15 年內創建 2 萬套住房，預算案包括 2.5 億美元的額外資本資金，以便

在 2022 財年繼續取得進展。  

  
支持建造新的無家可歸者住房：行政預算案繼續為無家可歸者住房和援助專案提供 1.28 

億美元，這是 2021 財年該專案資金增加一倍時的水準。這項投資將為無家可歸的個人

和家庭創造更多住房，這些人在沒有特別援助的情況下無法獲得適當的住房。  

  
保護租戶：行政預算案預支了由聯邦資金支持的緊急租賃援助方案。該專案將支持那些

經歷了經濟困難、面臨無家可歸或住房不穩定風險、收入低於該地區中位數收入 80% 的

拖欠租金家庭。該計畫將優先考慮失業者和收入最低的人。該提案確保與無證紐約民眾

的接觸，並可能包括建立紓困基金。除了利用直接提供給本州的 8 億美元外，該專案還

將在結構上促進本州和選擇直接接受資金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工作——利用直接提供

給紐約州的全部 13 億美元和其他資源，提高效率並防止欺詐。  

  
改善精神健康辦公室住房服務：該預算案將繼續從 2021 財年開始投資 2,000 萬美元支

持現有的住宅專案，這從屬於自 2015 財年以來每年累計增加 7,000 萬美元資金。此

外，6,000 萬美元的資本資金將保護社區住房，使人們能夠在盡可能一體化的環境中生

活。  

  
高等教育  

行政預算案為紐約州的高等教育提供 75 億美元的資金，不包括學費——資金規模自 

2012 財年以來增加了 15 億美元。  

  
支持需求最迫切的學生：行政預算案為我們最貧困的學生保留學生經濟援助和機會方

案，確保在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挑戰時，人們能夠接受負擔得起的大學教育。2022 財政

年度行政預算案繼續全力支援超過 10 億美元的高等教育服務公司 (HESC) 財政援助專

案，包括學費補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TAP) 和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以及超過 2 億美元的高等教育機會專案和培訓中心資金。預算案延長了



因疫情而因患病、停課或發生其他特殊情況而無法保持令人滿意的學業進展的學生的助

學金期限。  

  
為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擴展可預測的資助計畫。2011 年，州長制定了一項計

畫，可預見地提高紐約市立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的學費，結束了學生帳單意外增加的局

面。行政預算案擴大了紐約市立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可預見的資金計畫，這將繼續保護

學生免受學費上漲的衝擊，並為我們的公立大學提供額外的資源，以投資于大學負擔能

力和學生的成功。該計畫將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住宿學生學費的增長限制在

每年不超過 200 美元，直到 2025 年。增加學費所產生的收入將重新投資於師資、教

學、促進學生成功和完成學業的舉措，以及為符合學費補助計畫資格的學生提供學費貸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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