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即時發佈：2013 年 6 月 19 日

州長 CUOMO 和立法會領袖宣佈就將有助於實施「
」計畫的「
」立法達
和立法會領袖宣佈就將有助於實施「TAX-FREE NY」
計畫的「START-UP NY」
成協定
州長 Andrew M. Cuomo、參議院多數黨聯盟共同領袖 Dean Skelos 和 Jeff Klein，及眾議院議長
Sheldon Silver 今日共同宣佈，就「START-UP NY」（建立 SUNY 免稅區以復興和轉型紐約州北部經
濟）立法達成協定，該立法將會制定州長的「Tax-Free NY」計畫。
高等教育正在推動新的經濟發展，而學術界與創業活動之間亦產生了積極的協同效益。 「STARTUP NY」將透過全州，尤其是州北部的免稅社區對公立高等教育進行轉型，進而大範圍地培養企業
家精神，創造就業。 紐約州立大學校園系統和其他學院社區將會充當「START-UP NY」計畫的框
架，以吸引全球各地的高科技和其他初創企業、風險資本、新企業及投資。 透過為新企業提供完
全免稅經營的機會，包括減免員工所得稅、銷售稅、財產稅或營業稅，同時與 SUNY 系統中的世
界級高等教育機構合作，「START-UP NY」將會吸引眾多公司於紐約州北部投資。 另外，「STARTUP NY」計畫可幫助現有企業，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在紐約州發展壯大。
「紐約州北部經濟陷入衰退已持續了太多年，而我們的社區因此錯失了很多有為的年輕人，」州
長 Cuomo 說。 「我們亟需振興州北部經濟；在吸引企業、初創企業和新投資方面，該等新的免
稅社區將賦予紐約州以前不曾有的優勢。 對於州北部社區而言，今日就「START-UP NY」立法達
成的協定是一個重大勝利，因為我們很快會啟動一些經濟發展計畫，而該等計畫將會成為本州幾
十年來最具雄心膽略的計畫之一。」
參議院多數黨聯盟共同領袖 Dean G. Skelos 說：「「Start-Up New York」將會配合我們現行的減稅
工作，幫助企業創造新的私營部門就業，而創造就業須繼續成為我們的第一要務。 該全面立法將
讓紐約州對於企業選址和發展變得更具吸引力，掃除阻礙就業創造者的繁瑣法規。 我感謝州長和
眾議院通力合作達成該協定。」
參議院多數黨聯盟共同領袖兼獨立民主會議領袖 Jeffrey D. Klein 說：「過去三年裡，我們將經濟
增長和就業創造作為第一要務。 去年，我們減輕了小企業的稅負，為就業創造提供稅收優惠政
策，並對全紐約州的創新熱點與地區經濟計畫進行投資。 但是，我們深知自己還能做得更多。 要
想在當今競爭超級激烈的全球市場中佔據領先，我們需不斷提出大膽、創新的新理念，幫助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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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最為迅猛的優秀企業，尤其在正苦苦掙扎的地區。 「Start-Up New York」計畫有潛力做到這
一點。 透過為紐約州吸引新的商業投資，免稅商業區有潛力振興本州部份最貧困郡的經濟，為成
千上萬失業及未充分就業的紐約州民眾帶來工作和上升動力。」
眾議院議長 Sheldon Silver 說：「在眾議院，我們一直恪守對學生及一流高等教育機構的承諾，它
們是紐約州經濟成敗的關鍵。 該新計畫將鼓勵企業在大學週邊創業及擴張。 此舉將透過在我們自
己社區的繁榮企業創造工作來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並幫助新一代的紐約州民眾實現其學業與職
業目標。」
「START-UP NY」立法的詳情包括：
免稅：
免稅：參加「START-UP NY」計畫的公司在 10 年間無需繳納任何稅（如營業稅/企業稅、銷售稅和
財產稅）。 參與企業的員工在頭五年無需繳納所得稅。 在第二個五年，個人工資收入達 200,000
美元，家庭收入達 250,000 美元，以及申報共同稅單且收入達 300,000 美元的納稅人無需繳稅。
有資格獲得個人所得稅優惠之淨新工作數目每年不超過 10,000 個。
企業資格：
企業資格：要想進駐「START-UP NY」免稅社區，企業需符合或推進為免稅社區提供贊助的校園、
學院或大學的學業使命。 參加該計畫的企業需要能帶來積極的社區與經濟效益。 要參加該計畫，
各企業須創造並保留淨新工作數目。 企業須：
• 是一家新的初創企業；
• 是一家從紐約州以外搬至紐約州的公司；或
• 由現有的紐約州公司擴張而來，譬如說，公司增設新業務或開設新的先進製造公司。僅
需能證明其將創造新工作而非削減現有工作即可。

另外，從紐約州孵化器「孵化」的紐約州初創企業亦有資格入駐免稅社區，並有資格享受該計畫
的優惠。
諸多類型的公司將被禁止參與該計畫，其中包括零售和批發企業及餐館。 在紐約市及 Nassau
郡、Suffolk 郡和 Westchester 郡，參與企業亦須是高科技公司或新初創公司。
企業參加該計畫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屆時，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將準備
對該計畫的有效性開展評估，以確定是否應擴充資格。
各大學社區均將針對其打算引入的企業類型及免稅場所制定計畫。 企業將直接向參與院校申請，
一旦企業被接受，ESD 將有 60 天時間審查申請，以確保合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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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與現有企業競爭：
禁止與現有企業競爭：依照「START-UP NY」計畫，那些將與位於免稅區以外的其他當地企業進行
競爭的企業無資格參與。
合乎條件的學院與大學：
合乎條件的學院與大學：SUNY、CUNY 及獨立學院和大學均有機會設立免稅社區。
SUNY：每所 SUNY 社區學院和 4 年制學院/大學皆可利用下列設施成立免稅社區：
• SUNY 校園中的空地（針對紐約市以外的任何校園）；
• SUNY 校園大樓裡的閒置空間（針對紐約市以外的任何校園）；
• 真正附屬於校園、大學或學院的任何企業孵化器；及
• 校園一英里範圍內最多 200,000 平方英尺的空間（針對 Westchester 郡以北或以西的任何
校園），亦可擴大面積，但需得到 ESD 批准。

CUNY：CUNY 將可在曼哈頓、布朗士、皇後區、布碌崙和史丹頓島等陷入經濟困境地區的校園上
設立免稅社區。 CUNY 的「Tax-Free NY」社區可包括：
• CUNY 校園中的空地；
• CUNY 校園大樓裡的閒置空間；及
• 真正附屬於校園、大學或學院的任何企業孵化器。
私立學院：該計畫另提供 300 萬平方英尺（或會再擴增 600,000 平方英尺）的免稅區，主要針對
Westchester 郡以北的私立學院和大學。「START-UP NY」計畫委員會（由三名擁有豐富學術創業
經驗的成員組成，該等成員由州長、眾議院議長及參議院暫時主席委任）會對該等院校進行分
配，以確保地區平衡及本州合乎條件之農村、城市及郊區間的平衡。

• 針對 Westchester 郡以北的私立學院與大學，免稅區可包括校園內或校園外的空地和閒
置空間，以及真正附屬於校園、大學或學院的任何企業孵化器。

• 在這 300 萬平方英尺空間中，75,000 平方英尺將分配給：Nassau 郡、Suffolk 郡、
Westchester 郡、布碌崙、布朗士、曼哈頓、皇後區和史丹頓島。 紐約市及 Westchester
郡、Suffolk 郡和 Nassau 郡的私立學院與大學以及未具體指定的 SUNY 和 CUNY 校園可申請
為學院校園中的該等免費區提供贊助。 75,000 平方英尺的上限於該等郡及區分配完畢後，
該委員會或會為各地再分配 75,000 平方英尺。 因此，該等郡和區有可能獲得 150,000 平
方英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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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處具有戰略意義的州資產：
處具有戰略意義的州資產：另外，該 3 人委員會亦可指定最多 20 處具有戰略意義的州資產作
為免稅社區。 該等資產須是州所有的空地、州所有的閒置設施，或歸州所有但正在關閉或變空的
設施。 每處皆會與 SUNY、CUNY 或獨立學院或大學有關聯，以吸引新雇主和新工作，並將該地轉
變成地區經濟引擎。
嚴厲防範欺詐：
嚴厲防範欺詐：「START-UP NY」中包含意在防範欺詐的條款。 企業需向 ESD 出具證明，偽造證
明屬重罪。 該立法亦包括旨在預防在相關實體換工作或「欺騙」等違法行為的嚴厲條款，防止企
業僅使用新名稱進行重新註冊並宣稱其現有員工均為新聘員工。 另外，「START-UP NY」包括用
於預防自我交易與利益衝突的措施。 如發現欺詐行為，本州有權追回授予企業的優惠。 不符合該
計畫條款，包括符合就業創造目標的公司，其優惠或會減少、暫停或終止。 ESD 有權審查公司資
料，以確保創造並保留了工作，並終止未創造凈新工作的公司參與。 ESD 需發佈一份綜合年度報
告，以便讓公眾能夠對該計畫的影響進行評估。
改善 Excelsior 就業計畫。
就業計畫。 2011 年，州長 Cuomo 帶頭對 Excelsior 就業計畫實施改革，以改善計畫
的靈活性。 該計畫延續了這一努力，透過進一步提升計畫來最大化本州的就業增長機會。
擴大稅收減免委員會，
擴大稅收減免委員會，使其包含企業的成本動因。
使其包含企業的成本動因。 依照該計畫，稅收減免委員會將擴大為稅收減
免與管制放鬆委員會，讓企業能夠要求該委員會對繁瑣的企業法規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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