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2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伊利縣  (ERIE COUNTY) 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和紐約州西部

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地方領導人支持葛謨州長的提案，  

授權選舉人削減財產稅和地方政府費用  

 
葛謨州長承諾在首年撥款補足地方政府節省的費用  

 
新計畫鞏固了葛謨州長  2% 財產稅上限和財產稅凍結計畫取得的成功，  

在  2016 年全年為紐約州民眾節省了  170 億美元資金  

 

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和紐約州西部地區地方領導人今日支持葛謨

州長提出的方案，授權選舉人批核地方制定的方案用來削減財產稅，這些方案提供

共享協同服務並削減地方政府費用。州長具有開創性的提案規定各縣縣長召集地方

政府開會，制定共享服務計畫用來削減重複支出並尋找切實有效並且可重複實施的

財產稅節省辦法。  

 

「財產稅給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房主和企業主帶來沉重負擔，這個開創性的計畫要求

地方政府合作簡化服務和削減稅費，藉此提高效率並授權給紐約州西部地區以及全

州的選舉人，」葛謨州長表示。「我期待與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領導人合作，制定

創新計畫用來切實節約資金並減輕紐約州納稅人的負擔。」  

 

州長的提案賦權各自治市制定計畫，用於取締重複的服務、削減地方政府費用、減

輕納稅人的負擔。這些計畫應增強購買力，例如共同採購和協同使用昂貴的運輸設

備或應急設備。州長還承諾在首年撥款補足地方政府節省的費用。這些共享服務計

畫將不影響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提供給各鎮、鄉、市的  AIM 撥款。 

 

伊利縣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設法縮減政府

規模，我很高興支持州長今天在伊利縣闡述的提案。自從擔任伊利縣審計官時起，

我就確立了多項計畫用於削減我們社區內的政府費用。其中一些計畫已經執行，其

他計畫因為我無權獨自實施而尚未執行。地方財產稅大多源自教育稅，我相信伊利

縣與  3 個市、25 個鎮以及 16 個村合作將能夠找出其他途徑透過共享及整合服務

來精簡政府機構，這反過來將會減輕我們選民的納稅負擔。」  

 



紐約州西部地區下列領導人支持州長的大膽提案，旨在削減財產稅和地方政府費

用。 

  伊利縣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伊利縣議會少數黨領袖托馬斯·洛克倫 (Thomas Loughran) 

 伊利縣議會議員派特·布克 (Pat Burke) 

  伊利縣議會議員皮特·薩瓦格 (Peter Savage) 

 蘭卡斯特鎮  (Town of Lancaster) 鎮長喬哈那·考勒曼 (Johanna Coleman) 

 阿莫斯特鎮  (Town of Amherst) 鎮長巴瑞·韋恩斯特恩  (Barry Weinstein) 

 格蘭德島鎮  (Town of Grand Island) 鎮長斯納森·馬克穆雷 (Nathan McMurray) 

 西塞尼卡鎮  (Town of West Seneca) 鎮長塞拉·梅根 (Sheila Meegan) 

 奇克托瓦加鎮  (Town of Cheektowaga) 鎮長戴尼·奔克澤考斯奇  (Diane 

Benczkowski) 

 托納旺達市  (City of Tonawanda) 市長瑞克·戴維斯 (Rick Davis) 

 拉克萬納市  (Lackawanna) 市長傑夫·希曼斯基  (Geoff Szymanski) 

 漢堡市 (Hamburg) 市長托馬斯·摩斯 (Thomas Moses) 

 奧利安市 (Olean) 市長威廉·阿耶洛  (William Aiello) 

 威廉斯維爾村  (Williamsville) 村長布萊恩·庫珀 (Brian Kulpa) 

 水牛城 (Buffalo) 審計員馬克·施羅德 (Mark Schroeder) 

 水牛城市議會  (Buffalo Common Council) 喬伊·菲羅勒托  (Joel Feroleto) 

  水牛城市議會大衛·瑞維拉 (David Rivera) 

 水牛城市議會拉希德·懷亞特 (Rasheed Wyatt) 

各縣縣長將與地方政府合作制定計畫：  

  縣長召開一次或多次會議以獲取建議，並就縣共享服務計畫聽取意見。  

  市、鎮、村必須向各縣提交計畫。  

  各縣縣長向縣議會提交共享服務計畫以聽取意見。  

  縣長分享的服務計畫隨後提交給選舉人，供選舉人在  2017 年  11 月的普選

公投中表決。  

  如果計畫被否決，縣長應制定新計畫提交給選民用於在  2018 年  11 月進行

第二次投票。  

削減紐約州繁重的財產稅是葛謨州長及其政府的優先工作，並為此採取諸如財產稅

上限和財產稅凍結等措施，在  2016 年全年為納稅人節省了逾  170 億美元資金。  

 

採取強制措施為紐約州自治市減輕負擔  

 

自  2011 年起，葛謨州長把州政府支出增長控制在  1.4% 以下，創下納爾遜·洛克菲

勒  (Nelson Rockefeller) 之前各屆州長的最低支出紀錄。過去四年的未償債務也得

以減少，州長持續為紐約州各縣、村、市提供重要的強制救濟措施。這些工作包

括： 



  透過為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增長設定最高限額在  2018 年為地方

政府節省 32 億美元資金；  

  改革州政府退休金制度，藉此在今後  30 年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節省  

800 億美元資金；  

  規定仲裁小組斟酌自治市償付特定地方合同的能力；  

  批准地方共享服務，例如批准多達三處學生人數分別少於  1,000 人的

校區共用同一個校監；  

  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採購方案，例如批准『利用』聯邦總務管理局  

(Federal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合同和縣公共工程合同，藉

此削減地方政府費用。  

阿莫斯特鎮鎮長巴瑞·韋恩斯特恩  (Barry Weinstein) 表示，「財產稅是困擾紐約州

中產階級民眾的最沉重的負擔之一，葛謨州長提出開創性的解決辦法用來簡化政府

服務。該方案將要求地方政府設法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我始終相信  AIM 撥款將不

會受到干擾。我讚賞葛謨州長發揮創造力設法控制財產稅。」  

 

格蘭德島鎮鎮長斯納森·馬克穆雷  (Nathan McMurray) 表示，「伊利縣地方政府採

取切實措施降低政府費用並減輕居民的財產稅負擔。透過合作提出最佳構想，我們

有更多空間用來找出工作低效的原因，並抓住機會分享服務。州長的提案將建立開

放對話，並授權地方官員找出新途徑用來協調服務、提高採購力並裁剪政府冗員，

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為最亟需的紐約民眾降低財產稅。」  

 

威廉斯維爾村村長布萊恩·庫珀  (Brian Kulpa) 表示，「作為威廉斯維爾村村長，我

的責任是在財政責任和開展附加值項目之間做好平衡，讓我們村成為適合生活、工

作、娛樂的地點。我可以代表多位地方政府領導人同仁表示，我們已經著手尋找有

效辦法用來削減費用，並且很高興地獲知州長優先安排了這項工作。州長提出的策

略用於確立有效辦法以削減財產稅，這對我們的地方經濟具有積極影響。我期待與

伊利縣諸位同仁合作，共同支持這項全州範圍的工作。」  

 

奧利安市市長威廉  J. 阿耶洛  (William J. Aiello) 表示，「奧利安市始終願與其他稅

務機構合作，削減居民的財產稅負擔。奧利安市經常與縣政府、奧利安市校區以及

我市周邊的多個鄉鎮共享服務。我們了解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County) 的財

產稅稅率是紐約州境內最高的，並持續尋找新途徑用來削減財產稅。」  

 

拉克萬納市市長傑夫·希曼斯基  (Geoff Szymanski) 表示，「州長關於削減財產稅

的提案是其致力於為紐約州工薪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緩解納稅負擔的最新例證。透

過取締重複的服務和設法減少低效工作，地方政府獲得機會加入這項工作並為紐約

州民眾切實節省資金。我樂觀地認為，若我們開展合作，便能精簡地方政府並為伊

利縣的民眾創造長期的積極影響。」  

 

紐約州的財產稅負擔  

 



共享服務提案包含在葛謨州長的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18 Executive 

Budget) 中，將鞏固州長近期設立的強制救濟措施和地方政府效率計畫，包括市政

重組基金 (Municipal Restructuring Fund) 和市政整合與效率競賽  (Municipal 

Consolidation and Efficiency Competition)。對產稅對紐約州民眾來說是最大的納稅

負擔，普通納稅人支付的財產稅比所得稅高  2.5 倍以上。韋斯切斯特縣  

(Westchester)、拿騷縣  (Nassau)、洛克蘭縣  (Rockland) 位居美國五個財產稅額最高

的縣之列，就作為房價份額支付的財產稅來說，美國  15 個稅率最高的縣有  13 個

在紐約州境內，主要分佈在紐約州北部地區，其中，韋恩縣  (Wayne)、門羅縣  

(Monroe)、卡特羅格斯縣屬於全國財產稅稅率最高的縣。  

 

財產稅由地方政府管控，但州長將其確立為優先工作，用於幫助紐約州全體民眾減

輕繁重的財產稅。財產稅上限是這些工作的核心，州政府效率計畫為其提供  1 億

多美元資金作為輔助，財產稅上限推動地方政府控制費用並在  2016 年為每個普通

房主節省 2,100 美元。財產稅上限與財產稅凍結相結合，在  2016 年全年為納稅人

節省了 170 多億美元資金。  

 

該計畫基於葛謨州長早前設立的地方政府效率計畫，包括公民重組授權補助金  

(Citizens Re-Organization and Empowerment Grant) 和公民授權納稅津貼  (Citizens 

Empowerment Tax Credit)。這些舉措的目標不僅在於給公民授權，還包括為地方政

府提供所需的辦法用以遵從財產稅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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