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3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支持《帝國州平權法  (EMPIRE STATE EQUITY ACT)》，透過增加聯邦醫

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支持來減少紐約州民眾的財產稅  

 

葛謨州長承諾為任何願意捐獻  100% 結餘資金以減少財產稅的縣償付醫療補助計

畫支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字批准《帝國州平權法》，該聯邦法案將透過為紐約州

醫療補助計畫增加聯邦資金來為紐約州民眾減少財產稅。紐約州是個『捐助州』，

以賦稅的形式向聯邦政府預算貢獻高達  300 億美元資金換取低於該價值的服務。  

 

該法案將幫助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紐約州提供另外  23 億美元的醫療補助計畫資

金，紐約州將利用這筆資金為任何同意降低等額地方財產稅的縣免除地方醫療補助

計畫份額，從而將這些縣的  100% 結餘資金提供給其納稅人。  

 

「某些國會成員滿足於以犧牲其選民為代價來玩政治遊戲，我很自豪與紐約州國會

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的成員一起支持該法案，該法案提供

亟需的財產稅減免並保護紐約州醫療體系，」葛謨州長表示。「該措施沒有剜肉補

瘡，而是切實為紐約州民眾節省資金。本州對聯邦政府的付出遠高於回報，我建議

國會正確做事，批准該法案並幫助一勞永逸地在紐約州與國內其他州之間創造公平

競爭環境。」  

 

紐約州目前是國內最大的『捐助州』，居民支付高達  300 億美元的聯邦賦稅，換

取聯邦政府提供遠低於該價值的回報。這意味著紐約州民眾實際上把部分聯邦賦稅

捐贈給了其他州。此外，由於聯邦政府醫療補助計畫資金的計算方式，紐約州獲得

法律允許的最低聯邦政府醫療援助資金配套率  (Federal Medical Assistance 

Percentage，FMAP) 配套率資金。紐約州的聯邦政府醫療援助資金配套率設定為  

50%，反之，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 等州的醫療補助計畫聯邦政府出資額占  75% 

以上。  

 

該法案提議把紐約州的聯邦政府醫療援助資金配套率提高  4%，或 23 億美元。增

加聯邦撥款將讓紐約州能夠減少各縣可能需要提供給醫療補助計畫的資金。  



 

《帝國州平權法》將鞏固葛謨州長在減輕紐約州民眾財產稅負擔方面取得的重要進

展。2011 年，他設立醫療補助計畫再設計團隊  (Medicaid Redesign Team) 尋找體

制內的變革措施和提升效率的辦法，藉此為納稅人節省數十億美元資金。自設立以

來，該團隊已為紐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節省了  340 多億美元資金。同時，因為葛

謨州長成功執行強制減稅計畫，醫療補助計畫的縣份額從大約  25% 下降至如今的 

13%。 

 

 

郡縣  

醫療補助計畫
縣最高份額  
（單位：百萬

美元）  

地方醫療
補助計畫
占財產稅
總額的 % 

居民財產
稅平均賬
單總額  

預計平均
節省資金  

奧爾巴尼縣  
(Albany) 65.2 9% $4,606 $405 

阿勒格尼縣  
(Allegany) 10.2 11% $2,561 $281 

布魯姆縣 
(Broome) 39.6 10% $3,229 $319 

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17.4 12% $2,620 $305 

卡尤加縣 
(Cayuga) 14.7 10% $3,182 $322 

肖托夸縣 
(Chautauqua) 32.3 14% $2,664 $361 

希芒縣 
(Chemung) 20.7 15% $2,815 $408 

希南戈縣 
(Chenango) 10.2 12% $2,441 $283 

克林頓縣 
(Clinton) 17.9 12% $2,813 $344 

哥倫比亞縣  
(Columbia) 11.4 6% $4,516 $288 

克特蘭縣 
(Cortland) 10.4 11% $3,587 $393 

特拉華縣 
(Delaware) 8.9 7% $2,718 $180 

達奇斯縣 
(Dutchess) 43.8 5% $5,881 $289 

伊利縣 (Erie) 215.8 13% $3,616 $474 



埃塞克斯縣  
(Essex) 6.9 6% $2,889 $161 

富蘭克林縣  
(Franklin) 10.3 12% $2,453 $299 

福爾德縣 
(Fulton) 14.2 14% $2,747 $391 

納傑西縣 
(Genesee) 9.9 9% $2,954 $277 

格林縣 (Greene) 10.1 8% $3,265 $245 

漢密爾頓縣  
(Hamilton) 0.7 1% $2,437 $36 

赫基蒙縣 
(Herkimer) 14.0 12% $2,576 $302 

傑斐遜縣 
(Jefferson) 20.6 13% $2,561 $330 

劉易斯縣 
(Lewis) 5.2 10% $2,312 $235 

利文斯頓縣  
(Livingston) 9.5 8% $3,389 $262 

麥迪遜縣 
(Madison) 11.5 8% $3,523 $292 

門羅縣 (Monroe) 184.8 11% $4,671 $528 

蒙哥馬利縣  
(Montgomery) 12.3 16% $3,122 $486 

拿索縣 (Nassau) 240.8 4% $10,274 $363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46.9 12% $3,294 $401 

奧奈達縣 
(Oneida) 57.3 15% $3,021 $461 

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105.6 11% $4,238 $465 

安大略縣 
(Ontario) 16.7 7% $3,822 $261 

奧蘭治縣 
(Orange) 73.8 6% $6,665 $433 

奧爾良縣 
(Orleans) 8.5 13% $2,999 $376 

奧斯威戈縣  
(Oswego) 25.6 10% $2,768 $266 



奧奇戈縣 
(Otsego) 10.8 10% $2,696 $276 

帕特南縣 
(Putnam) 9.9 2% $8,788 $196 

倫斯勒縣 
(Rensselaer) 34.8 10% $4,478 $469 

洛克蘭縣 
(Rockland) 68.5 5% $9,844 $518 

圣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24.5 13% $7,623 $973 

薩拉托加縣  
(Saratoga) 25.4 5% $8,439 $427 

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35.0 10% $2,758 $269 

斯科哈里縣  
(Schoharie) 5.9 8% $851 $65 

斯凱勒縣 
(Schuyler) 3.9 10% $1,699 $170 

塞尼卡縣 
(Seneca) 6.2 10% $4,994 $484 

斯圖本縣 
(Steuben) 20.1 11% $2,797 $295 

薩福克縣 
(Suffolk) 256.1 4% $8,574 357 

沙利文縣 
(Sullivan) 20.9 7% $4,300 $321 

泰奧加縣 
(Tioga) 8.4 9% $2,962 $280 

湯普金斯縣  
(Tompkins) 12.3 5% $4,753 $260 

阿爾斯特縣  

(Ulster) 37.4 7% $5,246 $347 

沃倫縣 (Warren) 12.6 7% $3,295 $226 

華盛頓縣 
(Washington) 11.6 9% $3,385 $313 

韋恩縣 (Wayne) 14.5 8% $3,457 $283 

韋斯切斯特縣  
(Westchester) 223.0 5% $11,001 $529 

懷俄明縣 
(Wyoming) 5.6 8% $2,834 $213 



耶茨縣 (Yates) 4.4 8% $3,275 $249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表示，「我們上週躲過一劫，眾議院未批准

糟糕的特朗普醫療法案  (Trumpcare bill)，但這並不表示醫療補助計畫州資金受到的

威脅已經被消除。國會共和黨人仍在設法推動不負責任的提案，該提案假藉『減

輕』紐約州民眾財務負擔的幌子給紐約州的預算造成巨大的空洞。因此，我們推出

《帝國州平權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法案將確保紐約州獲得額外的  23 億美元

醫療補助計畫資金，從而確保紐約州民眾不因大佬黨  (Grand Old Party，GOP) 誤入

歧途的議程造成醫療補助計畫資金嚴重削減而感到經濟拮据。醫療補助計畫是紐約

州民眾的生命線，作為其代表，我們將確保其不受到危害。感謝葛謨州長與我的諸

位同仁以及我本人合作保護紐約州全體民眾。」  

 

眾議員保羅·唐考 (Paul Tonko) 表示，「紐約州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居住著很

多老年人。這些老年人依賴醫療補助計畫幫助其支付長期醫療和療養院支持費用。

遺憾的是，談到聯邦醫療補助計畫，紐約州長期遭到忽視並且未獲得足夠的服務。

把更公平份額的聯邦稅款返還給紐約州將有助於我們各縣和納稅人。該法案令該預

算方程式恢復公平。」  

 

眾議員喬伊·克羅雷 (Joe Crowley) 表示，「我很自豪《帝國州平權法》將大大緩

解納稅負擔，並切實強化紐約州的醫療補助計畫。此前的提案聲稱削減財產稅，但

實際上迫使紐約州削減必要的服務或提高賦稅，不同於此的是，該法案對紐約州納

稅人和我們的醫療體系而言是件好事。這是雙贏的，確保紐約州獲得更公正的醫療

補助計畫資金，並為紐約州返還更多聯邦資金，與此同時幫助降低全州各地社區的

財產稅。」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羅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詢問我在哈德遜

谷 (Hudson Valley) 境內的任何鄰居，他們都將告訴你，高額的財產稅令其陷入困

境，該法案將為哈德遜谷辛勤工作的家庭返還數百美元資金，減少繁重的財產稅而

不損害醫療補助計畫。由於葛謨州長支持該重要法案，紐約州獲得了應得的聯邦醫

療補助計畫支持，並為數百萬紐約州民眾和我的成千上萬個鄰居減輕了納稅負

擔。」  

 

國會議員阿德里亞諾艾斯死帕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帝國州平權法》

確保涵蓋更多領取醫療補助計畫補貼的民眾。感謝葛謨州長發佈今天的公告，把紐

約州居民放在工作的最前沿，以確保為最亟需的社區獲得平等的醫療保險範圍並節

省資金。」  

 

國會議員湯姆·蘇茲 (Tom Suozzi) 表示，「我很高興與諸位同事參與這項工作，設

法減輕居民面對的財產稅負擔。只有與葛謨州長以及州政府官員合作，我們才能夠

應對這種持續數十年的不公正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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