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4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STATE 
BUDGET)》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重點內容  

 

2018 年州預算案推進葛謨州長設立的《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 

 

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34.5 萬個納稅人把賦稅削減到  70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根據州長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Program)， 

紐約州西部地區將近  80% 的家庭將有資格免費就讀紐約州  2 年制和 4 年制公立學院  

 

預算案提供創紀錄規模的  258 億美元教育補助金  (Education Aid)， 

比去年增長  4.4% 

 

在紐約州西部地區，預算案撥款  5 億美元給水牛城十億計畫2 (Buffalo Billion2，

BB2)，用於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加快社區增長和創造就業  

 

介紹紐約州西部地區預算案重點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昨日公佈《2018 年州預算案》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重點工作內

容，該預算案鞏固了州政府過去六年的財政紀律、強化了中產階級的地位、減輕賦

稅並對紐約州的未來做理性投資。預算案連續第七年保持穩定並將支出增速控制在  

2% 以下。介紹紐約州西部地區重點工作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紐約州西部地區重點工作內容包括：  

•  提高對百萬富翁的稅率，從而保留  34 億美元的收益。  

•  開始對紐約州  600 萬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納

稅人將節省  3.5 億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319 美元。全面分階段實施後，減

稅措施將為該地區超過  34.5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651 美元的優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fes1kAdD0&feature=youtu.be
https://youtu.be/yFfes1kAdD0


•  撥款 1.63 億美元讓中產階級家庭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免交學

費。紐約州西部地區有  68,712 個家庭有資格申請精益求精獎學金。  

•  把教育補助金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  

(Foundation Aid)，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增幅達  4.4%。 

•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 提高兩倍，從而為紐約州西部地區  9,6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提

供平均 181 美元的納稅優惠，共計為該地區削減大約  170 萬美元的賦稅。  

造福於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重點戰略投資包括：  

•  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  提供 7.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大獲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以實施第七輪計畫  

•  提供 5 億美元資金給水牛城十億計畫2 –  其中包括：  

•  提供 6,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復興和再投資於東區  (East Side) 和奇克托瓦加鎮  

(Cheektowaga) 的經濟萎靡區  

•  利用斥資 1,00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基金  (Workforce Development Fund) 支

持就業增長  

•  提供 830 萬美元資金在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建立全國首個國家喜劇中心  

(National Comedy Center) 

•  提供 2.135 億美元給各自治市，包括下列項目：  

•  提供 2.123 億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給各自治市  

• 提供 120 萬美元資金給視訊彩票終端政府補助金  (Video Lottery Terminal 

Impact Aid) 

•  提供 2 億美元資金用於鋪設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即全國最大規

模的多用途州級步道  

•  提供 1.7 億美元資金給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  透過我 ❤ 紐約  (I ❤ New York) 提供 7,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宣傳全州旅遊業  

•  提供 1,6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

問題  

•  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復興紐約州西部地區的一個市中心區，這是斥資 

1 億美元的全州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第二階段

工作內容之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還在全州境內啟動乘車共享服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全州投資項目的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assage-fy-2018-state-budget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中有利於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其他重要計畫和投資包

括：  

 

教育撥款  

 

設立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預算案頒布了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用來讓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工薪階層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負擔得起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

學兩年制學院和四年制學院的教育費用。紐約州西部地區  68,712 個家庭有資格參

與該計畫。此外，紐約州西部地區將獲得  5,55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維護和升級其紐

約州立大學高等教育設施。  

 

支持幼稚園至  12 年級 (K-12) 教育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既有成就，鞏固教育成果並在紐約州各地增加提供

優質教育機會。《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教育補助金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

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或者說

增加 4.4%。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在過去六年增加了  62 

億美元，或者說  32%。《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增加了  9,080 

萬美元的學校補助金，包括增加  5,010 萬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  

 

降低賦稅並支持地方政府  

 

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34.5 萬個納稅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開始為紐約州民眾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紐

約州西部地區的納稅人將節省  3.5 億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319 美元。全面分階段

實施後，減稅措施將為該地區超過  34.5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651 美元的優

惠。  

 

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9,600 個家庭把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  (Middle Class Child 

Care Tax Credit) 上調兩倍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頒布上調的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該抵稅額將幫

助 20 多萬個中產階級家庭增強對兒童看護服務的負擔能力。新退稅額將補充現有

的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年收入在  6 萬至 15 萬美元之間的家庭的補助金金額將增加兩倍以上，每

戶家庭的平均退稅總額因此從  169 美元增至 376 美元。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這將為紐

約州西部地區  9,6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提供平均  181 美元的納稅優惠，共計為

該地區削減大約  170 萬美元的賦稅。  

 

削減財產稅和地方政府費用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州長的工作，用於減輕財產稅負擔並鞏固  2% 財產

稅上限取得的成果。紐約州普通房主支付的財產稅金額比紐約州所得稅金額高  2.5 

倍以上。預算案將給公民賦權用於控制地方政府費用，規定各縣召集地方政府尋找

有效措施，從而切實可重複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共享乘車服務計畫須通過聽證會

和公眾評論期。  

 

為地方政府提供州補助金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繼續提供  2.123 億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給各自治

市，並提供  120 萬美元資金給視訊彩票終端政府補助金。  

 

提供預算彈性以應對潛在的聯邦補助金損失  

 

鑒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帶來的潛在威脅，《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提供

彈性供紐約州調整財政年度的支出，以彌補巨額的聯邦補助金損失。若聯邦醫療補

助計畫 (Medicaid) 或非醫療補助計畫聯邦資助金額減少  8.5 億美元或以上，紐約州

預算部部長將制定計畫以統一削減支出。除非州議會在  90 天內批准自己的計畫，

否則該計畫將自動實施。  

 

撥款 5 億美元給水牛城十億計畫2  

 

『水牛城十億計畫』的第一筆投資改造了紐約州西部地區，開啟新時代並鋪平道路

以實現商業增長、創造就業並改善該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州長的戰略投資讓皇后

城 (Queen City) 數十年來首次以全球生活與工作目的地的面貌重新出現在地圖上，

並且千禧一代正在水牛城扎根、填補高科技高薪工作、並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安家。

為支持水牛城有史以來最高的就業率，該地區利用適中的房屋價格吸引千禧一代。

此外，失業率已從超過  9% 下降至 6% 左右，運河沿岸地區  (Canalside) 的遊客數

量自 2010 年起增加了十倍以上，河灣區特斯拉汽車公司  (Tesla at Riverbend) 正從

共和鋼鐵公司  (Republic Steel) 的廢墟內崛起。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協議鞏固了過去六年的建設成果，把水牛城十億計畫的

改造工作擴展到社區層面。對水牛城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地區的這筆投資具有空

前規模，將透過葛謨州長設立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撥款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Awards) 流程，利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和資金鞏固中心區、郊區



以及周圍地區的聯繫。  

 

下文概述了水牛城十億計畫2最初資助的項目。  

 

復興與理性增長工作；  

•  拉克瓦納與西部鐵路公司碼頭  (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Railroad，DL&W)：撥款 2,000 萬美元改造建築物和周圍環境，並把地鐵增

鋪至終點站。  

•  把地鐵增鋪至阿莫斯特鎮  (Amherst)：出資 500 萬美元針對向阿莫斯特鎮增

鋪地鐵開展初步研究。  

•  建設外港 (Outer Harbor)：透過專項投資創造額外的休閒娛樂機會來持續改

造外港。  

•  水牛城藍色走廊  (Buffalo Blueway)：增加濱水區通道，建造  18 個新碼頭和

船隻下水點，便於居民和遊客使用這些水路航道和遊覽紐約州西部地區歷史

悠久的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  

•  東區振興計畫  (East Sid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撥款 5,000 萬美元用於改

造水牛城東區的廊道，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基於水牛城十億計畫

最初對北地廊道  (Northland Corridor) 的 4,500 萬美元投資，二期項目包括撥

款以繼續收購項目場地、整治棕地和營造場所，藉此促進北地廊道未來發展

成為能夠提供製造部門內培訓與就業機會的街區。預算案額外撥款  1,000 萬

美元給僵屍房產和宅基地，用於復興水牛城東區和奇克托瓦加鎮的經濟萎靡

區。  

•  為街區注入新活力：撥款 1,000 萬美元給僵屍房產和宅基地，用於復興水牛

城東區和奇克托瓦加鎮的經濟萎靡區。  

•  新工業園：撥款 1,000 萬美元支持伯利恆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把 

1,000 英畝土地改造成工業園，從而為高級製造業提供新機會。  

強化我們的勞動力隊伍  

•  水牛城製造工廠  (Buffalo Manufacturing Works)：水牛城製造工廠將從臨時

場址遷走，在北部地帶  (Northland) 建立紐約州西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  

(Western New York Workforce Training Center)。這個改造項目將非常有利於

幫助該地區逾  13 萬個就業不足的人員，並對推動東區和範圍更大的水牛城 /

尼亞加拉縣地區的經濟增長發揮關鍵作用。  

•  勞動力發展：設立斥資  1,00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基金，用來促進就業增

長，並在水牛城的商業版圖持續實現多元化和增長的過程中支持製造業需求

及其他產業需求。  



•  向教育說好  (Say Yes to Education)：利用『向教育說好』計畫讓學生們準

備好從高中過渡至高等教育，額外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用來持續強化水牛

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優秀勞動力。  

發展旅遊業  

•  尼亞加拉瀑布城  (Niagara Falls) 中心區：收購城歷史悠久的尼亞加拉瀑布中

心區未獲得充分利用的房產，用來實施改造並帶動全市經濟增長。  

•  尼亞加拉大峽谷廊道  (Niagara Gorge Corridor)：回收佔地 135 英畝的尼亞

加拉大峽谷廊道，用來維護 19 世紀末期起擴張規模最大的綠地。  

•  生態修復：撥款高達  100 萬美元給尼亞加拉大峽谷廊道用於完成生態修復，

支持大峽谷在今後若干年持續發展。  

•  戶外休閒娛樂：發佈《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RFP)》用來推動旅遊

業發展，在尼亞加拉瀑布城的四座州立公園開發新的戶外休閒娛樂活動，用

來提供更多理由讓居民和遊客愛上尼亞加拉瀑布城。  

•  國家喜劇中心：利用該地區的文化史和詹姆斯敦市作為露希爾 ·鮑爾 (Lucille 

Ball) 出生地的地位，以及  830 萬美元的投資完成建設國內首座國家喜劇中

心。  

•  紐約州西部地區的中心區復興計畫：與 2016 年中心區振興計畫類似，撥款  

2,000 萬美元設立競爭性撥款計畫以實施場地營造戰略，從而振興範圍更大

的水牛城/尼亞加拉縣地區的郊區小城市、村莊及城鎮的中心區。  

鼓勵創新和創業精神：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商業理念競賽，43North 為水牛城帶來了新的初創企業、年輕

的專業人士以及活力，水牛城十億計畫的第二階段提議把舉世聞名的  43North 競賽

再舉辦五年。2,500 萬美元的投資將加強指導并延續  43North 參股。43North 還將

加入創新中心  (Innovation Hub)，該中心將成為全面的創業支持網絡，利用合作組

織的廣泛資源促進生命科學初創企業和科技初創企業增長。對  43North 的資助包括

持續投資於『遊說演講 (The Pitch)』，『遊說演講』是商業競賽，面向水牛城地區

渴望創新和發展公司業務的少數族裔企業與婦女企業。  

 

支持衛生部門和生命科學部門：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給水牛城大學醫學院  (University at 

Buffalo (UB) Medical School) 水牛城尼亞加拉醫學院校區  (Buffalo Niagara Medical 

Campus，BNMC)，用於帶動紐約州西部地區蓬勃發展的生命科學產業，並為紐約

州民眾提供可行的最佳醫護服務。撥款將支持新建的和擴建的孵化器、加速器、實

驗室以及創客空間，用於適應該地區初創企業的增長，這些企業的數量自  2012 年

起增加了高達  105%。作為創業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這將有助於高校創造的智慧



財產更好地實現商業化。斥資  1,000 萬美元的戰略投資基金  (Strategic Investment 

Fund) 亦將推動生命科學領域的公 /私合夥。 

 

投資於就業和基礎設施  

 

除了水牛城十億計畫2，《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還包括下列投資用於發展該地

區的經濟：  

 

新建紐約州西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New Western New York Welcome Center)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在格蘭格島  (Grand Island) 新建紐約州西部地區遊

客接待中心，該中心將成為紐約州旅遊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逾  1,000 億美元的

經濟效益並支持  90 多萬份工作。遊客接待中心將作為樞紐展示紐約州西部地區世

界頂級旅遊景點及歷史遺址的相關資訊，並持續推動該地區實現經濟發展。  

 

該中心將全年運營，並提供區域歷史資訊和互動式旅遊資訊站、兒童遊樂場、電動

汽車充電站、摩托車棚，等等。  

 

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中心區復興計畫，包括撥款  1,000 萬美元給紐約州西部地

區的一個社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包括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成功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該計畫於去年創立，用於支持改造型住房項目、經濟建設項目、交通項目以及社區

項目，從而為中心區吸引並保留居民、遊客、企業。首輪計畫發放  1 億美元資金

給十個目前正經歷人口流失或經濟衰退的社區，用於攜手政策與規劃專家為其中心

區制定復興計畫。  

 

交通  

 

撥款 1.7 億美元用於加強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實施國內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紐約州

設立的 1,000 億美元計畫正在改造我們的機場，從而增加交通樞紐的容量；讓地

鐵、巴士以及通勤鐵路網實現現代化；並改造全州道路和橋樑。《2018 財政年度

州預算案》支持對紐約州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做下列投資：  

•  撥款 6,370 萬美元資助綜合公路改善工程計畫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CHIPS)、紐約鋪路  (PAVE NY) 計畫、極端冬季復蘇  

(Extreme Winter Recovery) 計畫  



•  撥款 2,400 萬美元改造水牛城境內的  5 號州道 (State Route 5) 高架橋 

(Skyway Bridge) 

•  撥款 1,070 萬美元修復  86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6) 從西阿蒙德鎮  (West 

Almond) 至阿利根尼縣  (Allegany County) 阿爾蒙鎮 (Town of Almond) 境內的

斯托本縣 (Steuben County) 路線的路面  

•  撥款 410 萬美元提高道路移動性和安全性，擴建伊利縣  (Erie County) 水牛

城尼亞加拉醫學院校區  (BNMC) 內主大街  (Main Street) 與埃里克特街 

(Ellicott St.) 之間的艾倫街  (Allen Street) 

•  撥款 330 萬美元改善肖托夸縣  (Chautauqua County) 龐弗里特鎮  (Pomfret) 弗

雷多尼亞村  (Fredonia) 境內 20 號公路  (Route 20) 與 60 號公路 (Route 60) 

交叉口處各條道路沿線的安全性  

•  撥款 270 萬美元修復  324 號公路 (Route 324) 從埃文斯鎮 (Evans)/霍普金斯

縣 (Hopkins) 至伊利縣阿莫斯特鎮  78 號公路  (Route 78) 之間的公路路面  

•  撥款 150 萬美元修復拉薩爾高速公路  (Lasalle Expressway) 從 190 號州際公

路 (Interstate 190) 至尼亞加拉瀑布城威廉路  (Williams Road) 東向路段之間的

公路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修復紐約州  417 號公路 (NY 417) 從 86 號州際公路至西奧

利安市路線  (Olean West City Line) 之間的西側路面，以及  954E 號公路 

(Route 954E) 從瑞德街 (Reed Street) 至阿利根尼村 (Village of Allegany) 阿利

根尼縣 (Town of Allegany) 奧利安市 (City of Olean) 86 號州際公路東向匝道

之間的公路路面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款  5,250 萬美元給尼亞拉瓜邊境交通運輸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用於完善巴士和輕軌服務。  

 

為後世民眾保護環境  

 

撥款 1,050 萬美元用於改造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2 億美元，用於透過紐約州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Program) 改造州立公園，並從  2017 財政年度起追加  3,000 萬美元資金。根

據 2018 財政年度的初步計畫，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預計獲得  

1,050 萬美元的紐約州工程計畫資金。  

 

撥款 380 萬美元用於更新改造阿利根尼州立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 基礎設施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80 萬美元啟動項目一期工程以更換紅屋大橋  

(Red House Bridge) 和堤壩，並更新改造服務於奎克湖  (Quaker Lake) 地區的污水

處理系統。  

 



撥款 330 萬美元更新升級尼亞加拉大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的公

用設施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80 萬美元持續復興尼亞加拉大瀑布州立公園。

尼亞加拉大瀑布州立公園是紐約州遊客量最多的州立公園，將更新和升級公園公用

設施以支持復興，包括新建全年運營的風穴體驗大樓  (Cave of the Winds Experience 

Building)，遊客將能夠在該大樓內參與新的互動節目，這些節目展示尼亞加拉瀑布

城的自然歷史和文化史。  

 

創紀錄規模的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 億美元持續支持環境保護基金，金額創該計畫

的歷史最高撥款水平。全州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4,100 萬美元資金、為

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6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4 億美元資

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1,900 萬美元資金。撥款還包括：  

•  斯卡傑奎達灣  (Scajaquada Creek)：環境保護基金撥款  100 萬美元用於清理

伊利縣境內的斯卡傑奎達灣。  

•  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預算案在  2018 財政年度撥款  1,500 萬美元給全

州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6 

年，紐約州西部地區的下列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81.7 萬美元的撥款：  

• 法伊弗自然中心與基金會有限公司  (Pfeiffer Nature Center and Foundation 

Inc.) 

• 詹姆斯敦市奧杜邦協會  (Jamestown Audubon Society) 

•  水牛城自然科學協會  (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 

•  水牛城動物學協會有限公司  (Zoological Society of Buffalo, Inc.) 

•  尼亞加拉水族館基金會  (Niagara Aquarium Foundation) 

•  市立公園和歷史遺址。環境保護基金在  2018 財政年度還撥款  2,000 萬美元

給市立公園和歷史遺址。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6 年，紐約

州西部地區下列機構和地點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200 萬美元的撥款：  

•  洛克波特·洛克斯遺址區公司  (Lockport Locks Heritage District Corporation) 

• 布法羅鎮長老會協會  (First Presbyterian Society of the Town of Buffalo) 

• 戈萬達村歷史好萊塢劇場有限公司  (Gowanda’s Historic Hollywood Theatre, 

Ltd.) 

• 卡納迪亞鎮  (Town of Canaedea) 

• 詹姆斯敦市復興公司  (Jamestown Renaissance Corporation) 

•  弗雷多尼亞村  



•  伊利縣  

醫療保健撥款  

 

撥款 1.557 億美元用於改造和完善紐約州西部地區醫療系統的醫護服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再次撥款  1.557 億美元用於大規模改造和完善紐約州

西部地區的醫護服務，此外，《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設立的  5 億美元全州

資本計畫在今年晚些時候也將提供區域撥款。《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資助的

重要項目支持提供  1.557 億美元的撥款，從長遠來看，這些項目將完善患者護理並

讓醫護機構變得更具獨立發展能力。這筆撥款是紐約州最近四年以來提供的  33 億

美元承諾的部分資金，用於幫助全州醫護機構資助重點資產與基礎設施改良項目，

並整合和進一步發展醫療體系。  

 

撥款 1.026 億美元推進建設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026 億美元支持建設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

所，包括新提供  3,600 萬美元的新資本、支持該研究所的核心癌症研究工作、臨床

醫生和研究人員教育、癌症預防與教育、患者治療。  

 

撥款 1,600 萬美元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600 萬美元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各社區抗擊海洛

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支持專門針對藥物依賴性、居民服務機會、公眾意識以及教

育活動的預防、治療、康復計畫。這筆撥款支持：55 個住宿治療床位、100 個阿

片類藥物治療計畫名額、1 個社區聯盟、2 個家庭支持引導員、2 個同齡人交流計

畫、1 個青少年俱樂部、1 個康復社區與外展中心、1 個 24/7 緊急服務中心。  

 

提供直接支持，撥款  2,000 萬美元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1 萬個直接醫護工作者加

薪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增州資金，撥發  2,000 萬美元的年度資金，為紐約

州西部地區的直接醫護工作者以及直接支援專業人員加薪。這筆追加資金將支援  1 

萬個在非營利部門內工作的僱員，這些人代表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紐約州酒精與毒品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for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提供服務。這些機構還將獲得資金用於支持加薪  6.5%，這將在兩

年期限內分階段實施。這筆資金還將幫助非營利組織減輕招聘和留用人才方面面臨

的難題，並促進該行業進一步實現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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