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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行政命令，強制要求需要辦公室人員的企業把辦公室員工人數減少
75%

為基本服務提供例外
為紐約民眾提供 90 天的抵押貸款減免，包括豁免因經濟困難支付抵押貸款，以及
不向信用機構報告負面情況 - 免除透支、自動取款機和信用卡費用
新的金融服務廳規定解放了工作人員，加快了入院和出院的過程
實施新規定，並放棄衛生廳的規定以增加醫院病床容量
紐約州新增 1,769 例冠狀病毒確診病毒，全州總計達 4,152 例； 30 個郡出現新病
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行政命令，強制要求依賴辦公室人員的企業把辦公室
員工人數減少 75%。這一決定遵循了州長昨天發佈的指示，即所有企業都實行在
家辦公的政策。基本服務行業，包括航運、媒體、倉儲、食品雜貨和食品生產、藥
房、醫療服務提供方、公用事業、銀行和相關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對供應鏈至關重
要的行業，將獲得豁免。
州長還宣佈，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已向紐約州抵押
貸款服務機構發佈了一項新指令，為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的抵押貸款借款人提供
90 天的抵押貸款減免期。指令包括：
•
•
•
•
•

因經濟困難而豁免按揭還款；
不向征信機構作負面報告；
貸款修改寬限期；
不收取滯納金和線上支付費用；和
推遲或延緩止贖。

此外，州長還要求金融服務廳指示本州各特許銀行免除自動取款機費用、滯納金、
透支費和信用卡費，以幫助減輕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給紐約民眾造成的財務
困難。
「我們知道必須做些什麼來遏制這種病毒的傳播，即減少人口密度和人與人之間的
接觸，基於每天得到的新事實，我們正在採取進一步的措施，讓更多的紐約民眾待
在家裡，同時保持基本服務的運轉，」葛謨州長表示。「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全
州都將受到經濟影響，我們正在採取新行動來支援成千上萬受苦受難的紐約民眾和
小企業。這將是困難的，這將是破壞性的，但我們會一起度過難關。」
州長還宣佈了一項行政命令，允許州衛生廳在現有醫院內確定空間以增加床位容
量。此舉鞏固了州長開展的工作，設法增加州醫院的容量，並幫助確保我們的醫療
系統能夠處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而湧入的患者。
州長還宣佈了新措施以解放工作人員，並在 90 天內加快醫院的入院和出院程式。
金融服務廳將向醫療保險公司發出指令，允許在沒有保險公司事先批准的情況下進
行預定的手術和住院，並允許在沒有保險公司批准的情況下住院。根據這項措施，
保險公司將支付住院患者的醫院服務和緊急服務費用，而無需等待醫療必要性審
查。它還將允許患者在住院後不經保險公司預先批准就出院到康復中心或護理中
心，並鼓勵自費計畫採用同樣的條款。
最後，州長確認新增 1,769 例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紐約州全州確診總數至此達到
4,152 例。4,152 名經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員當中，按地域劃分的情況如 下：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43 例（新增 7 例）
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County)：2
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希南戈郡 (Chenango County): 2 例（新增 1 例）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1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31 例（新增 11 例）
伊利郡 (Erie County)：28 例（新增 21 例）
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1
富爾頓郡 (Fulton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格林郡 (Greene County)：2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1
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門羅郡 (Monroe County)：27 例（新增 13 例）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2
拿騷郡 (Nassau County)：372 例（新增 189 例）
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紐約市：2469 例（新增 1129 例）
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2 例（新增 2 例）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5 例（新增 3 例）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1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51 例（新增 19 例）
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5 例（新增 3 例）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6 例（新增 2 例）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53 例（新增 23 例）
薩托拉加郡 (Saratoga County)：18 例（新增 4 例）
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18 例（新增 4 例）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178 例（新增 62 例）
沙利文郡 (Sullivan County)：3 例（新增 2 例）
泰奧加郡 (Tioga County)：1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6 例（新增 3 例）
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10 例（新增 1 例）
沃倫郡 (Warren County)：1
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1
韋恩郡 (Wayne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798 例（新增 260 例）
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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