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2.32 號  
 

行  政  命  令  

 

繼續暫停實施法律和實施修改法律的規定  

有關災難緊急狀況的內容  

 

 

鑒於，2020 年  3 月  7 日，本人簽署了第  202 號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Number 

202)，宣佈紐約州全州進入災難緊急狀況；   

 

鑒於，與旅行有關的病例和社區接觸傳播的新型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 已在紐約

州記錄在案，預計還會繼續出現病例；   

 

現在，因此，本人，安德魯  M. 葛謨，紐約州州長，根據《行政法  (Executive Law)》

第  2-B 項第  29-a 款賦予本人之權力，將繼續按照第  202.23 號行政命令暫時實施和修改法律

內容，任何未被隨後第  202 號行政命令，以及包括第  202.27 號行政命令在內的隨後指示內

容取代的指示三十天直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  

 

此外，從本行政命令發佈日期起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我特此臨時暫停或修改下列法

律：   

 

• 《公共衛生法  (Public Health Law)》第  576-B 條第  (1) 分段和《紐約準則、規則與法規  

(New York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NYCRR)》第  10 款第  58-1.7 條和第  58-1.8 條內

容，為鞏固  202.30 號行政命令和其他補充內容的實施，允許臨床實驗室不需經獲准命

令來源的指示或命令方可從養老院和成人護理設施人員 (定義可見  202.30 號行政命令)

處接受和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測試樣本，並向為此人提供服務的養老院或成人護理設施

的正規運營者和管理者上報向此人進行的此類測試結果；如要確保對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陽性患者進行適當跟進，則設施管理者應聯繫當地衛生部門，以保證設施內檢測出

陽性結果的所有人員獲得正確的臨床指示和隔離命令；  

 

• 《教育法  (Education Law)》第  6530 條，允許醫生在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的授權下要求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檢測並獨立採集樣本，

而不需與患者先建立醫患關係。  

 

此外，依據《不動產稅法  (Real Property Tax Law)》第  925-a 條賦予我本人在州災難緊急

狀態期間在首席行政官員的要求下對受影響郡、市、鎮、鄉或校區延長支付無息或無處罰

物產稅的期限之權利，特此我將延長支付無息或無處罰物產稅的期限  21 天，以下地區要求

延長到期的物產稅期限：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安特衛普鄉  (Village of Antwerp)；薩福克

郡  (Village of Asharoken) 愛莎羅肯鄉  (Suffolk County)；希南戈郡  (Chenango County) 貝恩佈裡奇

鄉  (Village of Bainbridge)；拿索郡  (Nassau County) 貝維爾鄉  (Village of Bayville)；威斯特賈斯特

郡  (Westchester County) 布朗克斯維爾鄉  (Village of Bronxville)；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 喀納

斯托塔鄉  (Village of Canastota)；拿索郡西達赫斯特鄉  (Village of Cedarhurst)；奧林治郡  (Orange 

County) 切斯特鄉  (Village of Chester)；麥迪遜郡吉田南戈鄉  (Village of Chittenango)；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科寧市  (City of Corning)；格林郡  (Greene County) 可柯薩奇鄉  (Village of 

Coxsackie)；威斯特賈斯特郡哈德遜克羅頓鄉  (Village of Croton-on-Hudson)；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 德里鄉  (Village of Delhi)；佈魯姆-特拉華郡  (Broom-Delaware County) 抵珀斯

特鄉  (Village of Deposit)；傑斐遜郡迪克斯特鄉  (Village of Dexter)；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德萊登鄉  (Village of Dryden)；門羅郡東羅切斯特鎮 /鄉莊  (Town/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  拿索郡東洛克威鄉  (Village of East Rockaway)；  拿索郡花山鄉  (Village of Flower 

Hill)；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哈德遜大觀  (Grand-View-on-Hudson)；  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格蘭維爾鄉  (Village of Granville)； 拿索郡大頸鄉  (Village of Great Neck)；  

拿索郡大頸鄉鄉  (Village of Great Neck Estates)；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哈弗斯特勞鄉  

(Village of Haverstraw)；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赫基默鄉  (Village of Herkimer)；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達奇斯專利鄉  (Village of Holland Patent)；  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霍利鄉  

(Village of Holley)；  薩福克郡亨廷頓灣鄉  (Village of Huntington Bay)；  拿索郡金斯波恩特鄉莊  

(Village of Kings Point)；  威斯特賈斯特歐文頓鄉  (Village of Irvington)；  拿索郡林布魯克鄉  

(Village of Lynbrook)；  拿索郡馬薩佩誇公園鄉  (Village of Massapequa Park)；  聖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馬塞納鄉  (Village of Massena)；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米南茲鄉  (Village 

of Menands)；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墨西哥鄉  (Village of Mexico)；  拿索郡米爾耐克  

(Village of Mill Neck)； 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米爾波特鄉  (Village of Millport)；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那不勒斯鄉  (Village of Naples)；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拿索鄉  (Village of 

Nassau)；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新哈特福德鄉  (Village of New Hartford)；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紐約米爾斯鄉  (Village of New York Mills)；  拿索郡老韋斯特伯里鄉  (Village of Old 

Westbury)；  伊利郡  (Erie County) 果園公園鄉  (Village of Orchard Park)； 拿索郡牡蠣灣鄉  

(Village of Oyster Bay Cove)；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鮑靈鄉  (Village of Pawling)；  赫基默

郡  (Herkimer County) 波蘭鄉  (Village of Poland)；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普拉斯基鄉  

(Village of Pulaski)； 薩福克郡奎格鄉  (Village of Quogue)；  拿索郡羅斯林鄉  (Village of 

Roslyn)； 拿索郡羅斯林港鄉  (Village of Roslyn Harbor)； 富蘭克林-艾塞克斯郡  (Franklin-Essex 

Counties) 薩拉納克湖鄉  (Village of Saranac Lake)； 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薩格蒂鄉  (Village 

of Saugerties)；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斯科茨維爾鄉  (Village of Scottsville)；  拿索郡海崖鄉  

(Village of Sea Cliff)；  特拉華郡西德尼鄉  (Village of Sidney)；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斯賓塞波

特鄉  (Village of Spencerport)；  韋恩郡  (Wayne County) 索德斯鄉  (Village of Sodus)； 薩拉託加郡  

(Saratoga County) 南格倫斯瀑布鄉  (Village of South Glens Falls)；  湯普金斯郡杜魯門斯堡鄉  

(Village of Trumansburg)；  威斯特賈斯特塔克霍鄉  (Village of Tuckahoe)；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上奈克鄉  (Village of Upper Nyack)；  奧林治郡沃里克鄉  (Village of Warwick)；  洛克蘭

郡  (Rockland County) 韋斯利山莊鄉  (Village of Wesley Hills)；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西哈

弗斯特勞鄉  (Village of West Haverstraw)； 拿索郡韋斯特伯里鄉  (Village of Westbury)；  華盛頓

郡  (Washington County) 懷特霍爾鄉  (Village of Whitehall)；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懷特斯伯

勒鄉  (Village of Whitesboro)；  拿索郡威利斯頓公園鄉  (Village of Williston Park)；  拿索郡山谷溪

鄉  (Village of Valley Stream)；  拿索郡花卉公園鄉  (Village of Floral Park)；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County) 斯科哈里鄉  (Village of Schoharie)；  以及薩福克郡。  

 

此外，依據《不動產稅法》第  925-a 條賦予我本人的權力，我特此為薩福克郡港口鄉  

(Village of Head of the Harbor) 和拿索郡拉塞爾花園鄉  (Village of Russell Gardens) 將於  2020 年  4 

月  1 日到期的物產稅在不征收利息和處罰的情況下以追溯的方式延長  21 天。  

 

此外，依據《行政法》第  2-B 條第  29-a 款內容賦予我本人在災難應急情況發生期間可

發出任何對應對災害有必要的指示之權力，我從行政令發出之日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期間

發出以下指示：  

 

• 本州賽馬場的任何持證人或特許經營人特此獲准在  2020 年  6 月  1 日經營此類賽馬

場，條件是此類賽馬場不允許任何訪客或愛好者進入該設施，且金允許現場出現必要

人員；此類賽馬場持證人或特許經營人，以及全體必要人員需遵守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或賽事委員會  (Gaming Commission) 發佈的任何命令或指示。  

 

• 202.10 號行政命令（後由  202.18 號和  202.29 號行政命令予以延伸）禁止以任何理由舉

辦任何規模的非必要聚會，本行政命特此修改為允許宗教服務或儀式，或以陣亡將士

紀念日  (Memorial Day) 服務或紀念活動為目的舉辦不超過  10 人的聚會，條件為需遵守

衛生廳要求的社交距離規程和清潔與消毒規程，若宗教服務是以免下車或遠程的方式

舉辦，則可在參與人員沒有人身接觸的情況下超過  10 人限制。允許使用大篷車。  

 

• 根據《稅法  (Tax Law)》第  1145 條的規定，稅務和財政專員有權減少滯納金的申報和

支付罰款，現將這一權力擴大為授權減免利息，為期  100 天，適用于納稅人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申報、繳納銷售稅和使用稅，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29 日。  

 

 



  

此外，依據《行政法》第  2-B 條第  29-a 款內容賦予我本人的權利，我將於本行政令生

效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以下內容中特指出更早日期的情況除外）暫停或修改  202.22 

號行政命令涵蓋的以下規定：  

 

• 《不動產稅法》第  5 條和其他一般法律、特殊法律的類似規定，要求在 2020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提交暫估稅卷，允許暫估稅卷和終估稅卷可在當地選擇的時間內提交，最

長可延遲  30 天，允許評估單位在暫估稅卷提交後至少  21 天內確定聽證評估投訴的日

期，只要在網上清楚顯示聆訊日期，便可只在網上公佈暫定聆訊通知書，暫停親身視

察暫定聆訊通知書，並容許本地評審委員會透過電話會議或類似服務，以遠端方式聽

取投訴，但前提是投訴人可以透過該服務提出投訴，而市民有能力瀏覽或聆聽有關程

式；  

 

• 《不動產稅法》第  1212 條規定，允許稅務和財政專員在法律規定的任何市政公司徵

稅的最後日期前  10 天（如有需要），證明最終的州均衡稅率、等級比率和等級均衡

稅率，而該等均衡稅率、等級比率和等級均衡稅率是適用的；  

 

• 《不動產稅法》第  1512(1) 條和《威斯特賈斯特郡法律  (Laws of Westchester County)》第  

283.291 和  283.221 條暫停執行，以允許郡行政人員與任何城鎮主管或任何城市的市長

進行談判，接受較低比例的稅收、特別從價徵稅或特別評估，否則應在  5 月  25 日繳

納，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要求任何城鎮或城市繳納超過  60% 的稅。郡行政人員

有權決定是否免除對逾期付款或利息的處罰，這取決於該城鎮或城市是否採用郡行政

人員判定因新型冠狀病毒造成困難的標準；  

 

• 《威斯特賈斯特郡法律》第  283.221 條進一步暫停，要求城鎮的管理者免除根據第  

283.221 條規定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為止的區域稅的滯納金，並以同樣的方式免除對

城鎮和郡區域稅和攤款收取滯納金，前提是該城鎮適用郡行政人員判定因新型冠狀病

毒造成困難的標準；  

 

• 《不動產稅法》第  1512(1) 條和韋斯特賈斯特郡城市稅法的任何處罰規定將進一步暫

停執行，以使該城市的市長能夠在必要的範圍內免除對遲繳郡和郡區域稅的罰款，並

以同樣的方式進一步免除對遲繳市和市地區稅收和攤款的罰款，適用郡行政機關關於

因新型冠狀病毒而造成生活困難的認定標準；  

 

• 《拿索郡行政法典  (Nassau County Administrative Code)》第  5-18.0(2) 條規定，允許拿索

郡行政長官將該期限延長至  2020 年  6 月  1 日，在此期限內，可以免息或繳納該郡房

地產最後一半的學校稅。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奧爾巴尼市  

(Albany) 經由我本人簽名蓋州

印。  

 

 

州長簽字   

 

州長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