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介紹  2020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預算案：我們完成了！   

  

葛謨州長：「這可能是我們迄今為止做過的最廣泛、最全面的州計畫。這份預算

案在美國開創了多個第一，它真正設法解決本州長期以來面對的棘手問題。我們

在本州完成了大量傑出的工作，大量傑出的工作給這個國家提供了資訊，我認為

這份預算案可能是我們做出的最有力的進步宣言，它切實解決了我們目前面對的

很多困難問題。」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反擊華盛頓  (Washington) 政府針對中產階級發動的攻擊，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把支出增幅限定在  2%，並為中產階級減稅   

  

包括中央商務區通行費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olling) 在內，利用長期收入流

支持改革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州長提供空前規模的  1,500 億美元投資用來支持全州基礎設施項目，作為其內

容，將資助定於  2020 財政年度啟動的多個基建項目   

  

把學校補助金增加  10 億美元以上，從而把學校補助金總額增至  279 億美元，並優

先資助較為貧困的學校來促進教育平等   

  

取締現金保釋、恢復快速庭審並改革證據開示過程來實施重要的刑事司法改革   

  

增加提供體外受精  (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 服務和卵子冷凍服務、給性販運受害

者提供強姦保護，並投資各類計畫以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從而鞏固婦女工作日程

計畫   

  

把包括州醫療保險市場在內的《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的條款編入

州法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早些時候公佈了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的重點內容。該預

算案包含多項意義重大的政策，這些政策將給本州帶來全面變革，包括批准固定的  

2% 房產稅上限，該房產稅上限自  2012 年首次實施起已經給紐約民眾節省了  250 

億美元資金；戰略性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改革計畫，並利用中央商業區通行費提供



穩定的收入流來資助下一項基建計畫；額外撥款  10 億美元支持教育，使教育資金

總額達到 279 億美元；實施意義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包括改革現金保釋制度、

快速庭審和證據開示過程，從而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公正平等，與此同

時，該預算案連續第九年把支出增幅控制在  2%，並為中產階級減稅。   

  

今日活動視訊現已發佈到  YouTube 上，請見此處，電視品質視訊  (h.264, mp4)  

格式，請見此處。  

  

今日活動音訊請見此處。  

  

活動照片請見州長的 Flickr 頁面。  

  

州長演講速記文稿請參見下文：   

  

下午好，晚上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某個時刻融合在了一起。我們想向你們提供更多

與該預算案相關的詳細資訊，而不只是此前提供的五頁大綱，我相信你們都已經研

究過那些大綱了。首先，我想要祝賀發言人卡爾·黑斯蒂  (Carl Heastie) 和參議會領

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 -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完成傑出的工作。這可能是

我們迄今為止做過的最廣泛、最全面的州計畫。這份預算案在美國開創了多個第

一，它真正設法解決本州長期以來面對的棘手問題。我們在本州完成了大量傑出的

工作。大量傑出的工作給這個國家提供了資訊，我認為這份預算案可能是我們做出

的最有力的進步宣言，它切實解決了我們目前面對的很多困難問題。   

  

我還想感謝我的團隊。從最左側起，預算主任羅伯特·穆吉卡  (Rob Mujica) 和顧問

阿方索·大衛  (Alphonso David) 挺身而出，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州長秘書梅麗莎·  

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帶頭完成了所有項目。此外，丹娜·卡羅特努多  (Dana 

Carotenuto)——如果我在意大利姓名的發音方面遇到了困難，相信你們理解意大利

姓名的發音有點難——卡羅特努多，她在加入本團隊的首年很好地完成了工作，  

我想要感謝她。   

  

在發言人這邊的露娜·西柯尼  (LuAnn Ciccone) 和布萊克·華盛頓  (Blake Washington) 

已經與我共事多年，這兩人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參議會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

特-卡曾斯團隊的索泰爾·史密斯  (Shontell Smith) 和托德·索伊爾曼  (Todd 

Scheuermann)。這是他們首次從事這項工作和製作預算案，紐約州  1,750 億美元

的預算案不同於你們此前完成的任何工作，因此，這是一次難以言喻的經歷，他們

完成了傑出的工作，我想感謝他們。   

  

我首先要征求觀點。我們都在這棟大樓裡很久了。這是現實的視角。但是，如果我

們後退一步來看，目前是政府的困難時期。這是紐約州的困難時期。有一系列的力

和動力在起作用。首先是華盛頓方面發動的聯邦政府攻擊，這份預算案因此在經濟

https://youtu.be/yT14JnY3WyM
https://youtu.be/yT14JnY3WyM
https://spaces.hightail.com/receive/6QM4BAP6ce
https://spaces.hightail.com/receive/6QM4BAP6ce
https://soundcloud.com/nygovcuomo/governor-cuomo-highlights-fy-2020-budget-accomplishments
https://soundcloud.com/nygovcuomo/governor-cuomo-highlights-fy-2020-budget-accomplishments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690682460853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690682460853


上短缺 23 億美元資金。失去亞馬遜公司  (Amazon) 以及由此帶來的後果。我們需

要繼續開展更多工作來發展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經濟。刑事司法系統數十年來始終有

失公正。我們得到了口頭支持並召開了新聞發佈會，但是並未取得任何進展。紐約

州南部地區  (Downstate New York) 的交通問題愈發糟糕，變成了交通擁堵問題。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從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州長設立之日起就需要改革。我認為該

機構從一開始就有缺陷。   

  

極端天氣和氣候變化是不可否認的。這迫切需要關注，但是華盛頓政府絕不會這樣

做，華盛頓政府在他們自己的州內生活，這個州稱作否定州，也就是第  51 州。  

我們每天都在感受政治極端主義氛圍。遇到大問題，就需要大的解決方案。這正是

我們在去年十二月討論的事情。我當時發表了一份演講，稱作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FDR) 演講，我在期間陳述了本州迄今為止最遠大、最進步

的工作日程。它為何如此激進？因為問題非常艱難。管理要根據現狀。要根據當時

的情況實施管理。你要竭盡所能處理當時出現的狀況。我認為，本州目前遇到的困

難超過了我生平任何時候遇到的困難。因此，這份工作日程是大膽的。   

  

我們提出了  100 天工作日程，它包含  20 個要點、20 項主要的工作日程內容。  

今天是 100 天工作日程的第  90 天。我們幾乎完成了所有內容。2% 的房產稅上

限，你們知道的。房產稅上限已經給紐約民眾節省了  250 億美元資金，想想這筆

錢吧。我們再次給年收入在  30 萬美元以內的中產階級民眾下調稅率，這是中產階

級的廣闊前景。我們說過必須抵制州稅和地方稅  (State and Local Tax, SALT)。我正

在竭盡所能抵制州稅和地方稅。我會見了總統，我正在組織本國各州的州長。我們

藉由稅法提出了州稅和地方稅的多個替代辦法，該稅法遭到了聯邦政府否決。我與

佩洛西 (Pelosi) 發言人進行了交談，我將繼續這場鬥爭，我相信它在完成前，將是

紐約州最重要的鬥爭。   

  

川普 (Trump) 總統正在縮減《平價醫療法案》。他沒有提出替代方案，他僅僅是縮

減該法案。紐約州擁有重要的法律權力，因為我們監管保險業。我們已經把《奧巴

馬醫改法案 (Obamacare)》提出的多項保護措施編入法律，因此，無論川普總統有

何舉措，我們都了解，紐約州將實施醫療保健計畫用來保護紐約民眾。既有的疾

病、10 項基本醫療福利、無需分擔費用、把紐約州醫療保險市場編入法律，  

等等。  

  

我們批准了早就承諾的生育健康法案。我們在立法會議的前  30 天內就做了這件

事。我們制定了承諾過的婦女工作日程，該日程基於我們制定的  2019 年婦女工作

日程，承保體外受精和卵子冷凍，這給一直在處理這些問題的婦女提供了重要的福

利。某些配偶和家庭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它非常昂貴。有些家庭僅僅因為在經濟

上無力負擔，而無法尋求這些替代辦法。婦女工作日程擴大了強姦保護措施、擴大

了家庭暴力庇護所的要求，並把兒童看護服務的資金增加了  260 億美元。  

  



關於槍支，我們批准了《紅旗法案  (Red Flag law)》，禁止囤積槍支，並延長了購

買槍支的等候期。關於基礎設施，我們已經在著手建設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最積極的基礎設施計畫，斥資  1,000 億美元在全州各地落實改建

項目，直至實際完成。我們將在本預算案中把這項資金增加至  1,500 億美元。領先

全國的基礎設施投資。   

  

我們討論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我在紐約州做了演講，我表示這件事有兩個方面。

即 M&M，管理和資金。我不會要求紐約民眾給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提供更多資金，

除非我了解到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有更好的管理制度。這份預算案兼顧這兩個方面。

我在首次演講中提出了  12 項基本的管理改革措施。這份預算案涵蓋所有這  12 項

管理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將從根本上改造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使之呈現洛克菲勒設

立該機構以來從未有過的面貌。你甚至可以說，這份預算案是在重建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因為洛克菲勒所做的，就是把該機構建設成控股公司。他只是取得了幾家獨

立的公司，然後把這些公司合併為一個機構。這造成了大量的浪費、低效率和分

歧。  

 

我們實際上將要整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然後我們需要資金流，每個人都在談論交

通擁堵費。我剛剛與一位非常明智的記者交談，每個記者都有自己的智慧，他指

出，實際上最早曾聽到林賽  (Lindsey) 市長和洛克菲勒州長討論交通擁堵費。我們

今天落實了交通擁堵費。我們是美國首個征收交通擁堵費的州，世界上有些地區已

經落實了這項收費，包括新加坡  (Singapore)、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倫敦市 

(London)，但美國暫且沒有地區征收這項費用。這項收費確立中央商務區，對在中

央商務區行駛的車輛征收較高的費率。這項收費旨在減少擁堵並籌集收入，這些收

入來自 50 億美元的豪宅稅、取締互聯網優惠稅率意味著互聯網購物產生的稅費將

達到 50 億美元。然後就是通行費，我們確定資金計畫並了解必須籌集多少資金

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在明年設定通行費。預算案還取締了互聯網優惠稅率，  

這些購物活動如今必須支付銷售稅，總額高達  50 億美元。  

  

學校補助金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增加了  10 億美元資金，並且變得更加透明和平

等。你參加過多少次新聞發佈會，聽到給較為貧困的學校發放更多資金，給較為貧

困的學校發放更多資金？你為此寫了多少篇博文，你寫了多少篇文章？關於這件

事，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我們撥款給校區。不是學校，而是校區。我們聽憑校區

決定如何分配資金。我們從透明度公式中發現，校區沒有給較為貧困的學校發放更

多資金。這表示，在預算案中，校區必須從資金角度優先考慮較為貧困的學校。  

校區必須公佈其給所在地區的學校發放的資金數額。所以，相比於我們此前完成的

工作，此舉實際上給較為貧困的學校做了更多工作。目前为止，争论的焦点是給每

个人提供更多的資金，但如果給每个人提供更多的資金，這就意味著那些不需要資

金的富裕校區也会得到更多資金。既然要始終優先資助貧困校區，那麼為什麼不這

麼說呢？為什麼不說優先資助較為貧困的學校呢？因為這在政治上很難。代表們希



望確保給每所學校帶回資金。如果你和我一樣相信應當資助貧困學校，那麼就請說

出來並這樣做。   

  

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刑事司法改革，被起訴的人當中有  90% 的人將離監出獄。  

你們想討論一項改變生活的措施，人們的真實生活。這些人本來會被送往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雷克島監獄  (Rikers Island)。被送往雷克島監獄是改變生活的經歷，

絕不會把生活變得更好。這些刑事司法改革措施指出，取締現金保釋意味著金錢和

財富不能代表正義。司法系統從未說過「我們將根據你能拿出的金錢數額來決定誰

將出獄回家，誰將進入雷克島監獄。」這不是正義。這項改革杜絕了這一現象。  

我們不討論暴力重罪，暴力重罪只占少數，這是我們將繼續努力的方向。   

  

關於快速庭審和證據開示改革，我們批准了《未成年外國人發展、救助和教育法案  

(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Act, DREAM Act)》，我們還批准

了綠色新政計畫  (Green New Deal)，該計畫是美國最積極、最全面的強制法令，  

目標是在 2040 年前實現 100% 無碳化。  

  

禁用塑料袋令我感到興奮，這項禁令早就應該實施，開車經過本州的城區，你會看

到塑料袋像奇怪的聖誕節飾品一樣掛在樹上。你會在本州每個地方的水道里看到塑

料袋。我曾在離岸  40 英哩外的海裡釣魚，看到這些塑料袋從眼前漂過。雖然不是

必要的，但我們始終在設法完成這項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了。   

  

撥款 3 億美元給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並把 3 美分

的塑料袋收費和紙袋收費交給環境保護基金，這將大大增加了環境保護基金的資

金。我們討論了安全飲用水，額外撥款  5 億美元，投資總額如今已經達到  30 億美

元。  

  

完善民主制度，我們設立了州選舉日假期。每個人都將獲得三小時帶薪離崗時間用

來參加投票。取消對紐約州北部地區投票站開放時間的限制。因為某些奇怪的原

因，紐約州北部地區不能採用與紐約州南部地區相同的投票時間，靈活性也不如紐

約州南部地區。撥款  1,000 萬美元，供各郡提前投票。我們同步開展聯邦選舉和州

選舉。我們准許未成年人預先登記、普遍登記轉移、透過郵寄進行無理由缺席投

票、同日登記。因此，投票過程會變得容易得多，希望我們有更多的選民參與投

票。  

  

我們填補了有限責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 漏洞，公共籌資成為了全

國典範。我相信我們的公共籌資制度將成為美國最好的。已經有另外五六個州進行

了公共籌資，我們將成為最大規模的公共籌資州。我們已經為這個制度撥款  1  

億美元。除非州議會  (Legislature) 通過一項法律用來廢除或改變該制度，否則委員

會 (Commission) 將在十二月提出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制度。到今年年底，我們將採

用公共籌資模式。   



  

保護工會勞工是該工作日程上的第  16 項工作內容。我要再次回顧一下紮克  (Zack) 

在去年十二月份熟記的工作日程，他在自己的工作職位上展現了效率和勤奮。所

以，他知道這是第  16 項內容，但在這  20 項工作內容中，第  16 項工作內容是保護

公共部門的工會。我們利用亞努斯決議  (Janus) 完成了這項工作。第  17 項工作內

容是經濟適用房。我們制定了本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斥資  200 億美元的經濟適

用房計畫。   

  

批准《兒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阿門。瑪姬·馬基  (Marge Markey)，  

她先於你們當中很多人來到這裡，但是她超前於她所屬的時代。她是一名眾議員，

她持續推動這項法案。她是正確的。該法案實現了，它指出「即使你是這個社會中

的強權機構，正義仍然可以實現，正義必將實現。」   

  

我們批准了《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用來保護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社區，與此同時，我們在整

個過程中始終維繫財政責任。支出增幅為  2%，我們已經在本州連續九年控制支

出，我們看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本州私營部門的工作崗位數量超過了以往任何時

候，私營部門的工作崗位總數量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就是這樣，說完了。   

  

預算案連續第九次如期完成。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冷嘲熱諷，但仍有更多事情要做。

我們在去年十二月份列出的  20 項工作內容中，有哪些是我們沒有做的？我們還沒

有使大麻以及成年人使用大麻實現合法化。政治意願是存在的，我相信我們會實現

它。要提出一項計畫，使之既能促成這項工作內容、保護公共安全，又能給付出代

價的社區賦予經濟權利，這是很複雜的。最好的辦法不是採用預算競賽。預算競賽

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我們已經討論了好幾個星期了。但這是在清單上我們還沒有講

到的一項工作內容。   

  

我們仍然要實施租金監管，我們想要更新現行的工資法，即所謂的公共工程法案。

但是，我曾經坐在這個房間裡，在幾十個麥克風前面，說過這份預算案中有一些優

先事項。是的，我們想按時完成預算案，但我們想要的是一份優秀的預算案。我們

說過，我們是這樣定義優秀的預算案的。預算是數學問題，數字必須加起來，而不

能是導致本州破產的聖誕願望清單。這些數字，教育經費就是我們提出的。   

  

這是一份真正具備財政健全性的預算案。我說過我們必須制定交通擁堵費。我們做

到了。我們必須開展刑事司法改革，這是很難做到的。我要表揚眾議員拉特萊斯·

沃克 (Latrice Walker)，他真的提供了很多幫助並且很有建設性，他理解緊張的局

勢，在整個過程中都非常有幫助。我們需要永久固定的房產稅上限，這也是有爭議

的，很多人不想這麼做。但對於那些在城外繳納房產稅的人來說，這是必要的。  



他們很緊張，因為他們的房產稅可能會因為聯邦政府和州稅與地方稅而上漲。有必

要告訴他們，你們的房產稅至少在本州是可控的。   

  

我們說過我們需要公共財政制度，我們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現在是時候來做這件

事了。我們已經做到了。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效運作。這是一份銳進、積極、艱難

的工作日程。我們完成了工作日程，此前也做過一兩件大事。我們集中精力做一兩

件大事。婚姻平等，15 美元最低薪酬。這其中有五六個重大的、困難的長期問題

必須處理，而且必須以一種在財政上負責任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這是個引領進步

的州。我們樹立了這一地位。我相信，有了這項計畫，我們在創新、建設和改革方

面也將領先全國。   

  

我要再次感謝由發言人卡爾·黑斯蒂和參議會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 -卡曾斯領導的

州議會內的諸位同仁。這並非易事。這十分艱難。但從定義上講，這些困難的事情

也是好事。把難題放在一邊很容易。這很容易。它們因此成為了難題。因為它們年

復一年、年復一年、年復一年地被放在一邊。為什麼呢？因為沒人想提起它們。  

因為它們是存在爭議並且困難的。是的，我們在這裡處理難題，因為這些難題是需

要實現的。改革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制定交通擁堵費。開展刑事司法改革。關注雷

克島監獄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上演的痛苦。沒有任何人在做任何重要的事。結

束。糾正。這正是我們當前在做的事情。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996040e7-c558e65a-9962b9d2-000babd9fa3f-1f3660a261b9dec8&u=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B287E8813173E30B852583CE007C666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996040e7-c558e65a-9962b9d2-000babd9fa3f-1f3660a261b9dec8&u=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B287E8813173E30B852583CE007C666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