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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縣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宣佈

支持葛謨州長的提案，賦權選民以降低財產稅和地方政府開支  

 
13 名紐約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領導人與縣長一起支持州長推出的大膽提

案，賦權選民以降低財產稅  

 
葛謨州長承諾在首年撥款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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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農達加縣縣長喬尼·馬奧尼今日宣佈支持葛謨州長提出的關於降低財產稅的計

畫，賦權選民批准當地制定的計畫以提供共享、協調的服務，並降低地方政府的開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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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稅仍舊是紐約負擔最重的賦稅之一，透過向當地政府提出挑戰，要求他們透

過合作來精簡服務和降低賦稅，這一突破性的計畫能夠將權力交給選民，從而在紐

約中部和全州境內降低稅收，」葛謨州長表示。  「我期待著與紐約中部地區的領

導人展開合作，制定可以減少低效作業、為財產稅納稅人真正節省資金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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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農達加縣縣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葛謨州長自就任以來就把

降低財產稅作為其工作要務，他所提出的共享服務的提案是一個新的契機，使得我

們能夠繼續推進已經取得的成就。透過給地方領導人賦權，州長要求各市政當局都

團結起來，尋求能夠精簡政府機構、降低成本的各項措施。我期待著與本縣境內的

當地政府機構會面並進行開誠佈公的對話，討論如何減輕奧農達加縣居民的財產稅



負擔。」 

 

紐約中部地區的下列領導人與縣長馬奧尼一起支持州長的大膽提案，以降低財產稅

和地方政府開支。  

  麥迪遜縣 (Madison County) 縣議會主席約翰·貝克 (John Becker)  

  奧斯威戈縣  (Oswego County) 立法會主席凱文·嘉德勒  (Kevin Gardner)  

  卡尤加縣 (Cayuga County) 立法會主席基斯·巴特曼 (Keith Batman)  

  克特蘭縣 (Cortland County) 立法會主席唐內爾·波伊頓  (Donnell Boyden)  

  奧斯威戈縣立法會少數派領導人富蘭克 ·卡斯蒂格裡亞  (Frank Castiglia)  

  奧斯威戈縣立法委員丹尼爾·法發格裡亞  (Daniel Farfaglia)  

  克特蘭市 (City of Cortland) 市長布萊恩·托賓  (Brian Tobin)  

  奧奈達市 (City of Oneida) 市長雷奧·馬茨克  (Leo Matzke)  

  奧斯威戈市  (City of Oswego) 市長威廉·巴羅  (William Barlow)  

  卡納斯托塔村  (Village of Canastota) 市長卡拉·德蕭 (Carla DeShaw)  

  望普斯維爾村  (Village of Wampsville) 市長約翰·克魯特  (John Clute)  

  索爾韋村 (Village of Solvay) 市長榮·貝內德蒂  (Ron Benedetti)  

  奧斯威戈鎮  (Town of Oswego) 鎮長理查德·考爾福斯  (Richard Kaulfuss) 

麥迪遜縣縣議會主席約翰·貝克  (John Becker) 表示：「麥迪遜縣支持州長在《州

預算  (State Budget)》中提出的整合提議。近年來，我們一直在盡可能地整合各類

服務；僅在過去幾年間，我們已經整合了六大縣部門，並計畫進一步整合各個部

門。此外，幾十年來，我們的各個城鎮一直都在共享設備和資源。麥迪遜縣將把未

來的整合工作重點放在地區法院等領域，設立適用於全縣的市政醫療保險系統庫，

後者目前因州法律的限制尚未被允許設立。我們希望在州長的提議下，我們將能夠

完成這些任務。」  

 

奧斯威戈縣立法會主席凱文·嘉德勒  (Kevin Gardner) 表示：「財政責任是治理工

作的重要支柱之一，本提案將確保我們能夠尋求各種機會來削減成本，更好地為居

民服務。葛謨州長的計畫是一項創新型的方案，旨在為奧斯威戈縣的房產和企業所

有人減輕財產稅的負擔，賦權選民批准當地政府的運行職能。我期待著與大家一起

合作，切實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  

 

克特蘭縣立法會主席唐內爾·波伊頓  (Donnell Boyden) 表示：「對於州長推出的共

享服務提議，我表示歡迎。我期待著與本縣境內的同事們展開合作，尋找可以削減

成本、降低財產稅的全面解決方案。在克特蘭縣，我們已經採取了重要措施來提高

效率、減少冗余。但正如州長所說，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透過為當地領導人賦

權，州長的提議為克特蘭縣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現有的成就的基礎上，繼續為本

縣居民節省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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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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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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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tarau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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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3rd-proposal-2017-state-state-empower-voters-reduce-property-taxes-an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3rd-proposal-2017-state-state-empower-voters-reduce-property-tax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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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