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長 2016 年工作計畫的第 1 條提案：提高最低工資及引領爭取經濟公正的行動

州長 CUOMO 宣佈州大學系統將其僱員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 15 美元

該行動可讓 28,000 名僱員逐漸賺到每小時 15 美元
作為今年即將發表的州情咨文講話的一部份，
作為今年即將發表的州情咨文講話的一部份，Cuomo 啟動新的推動工作讓紐約州成為國
內第一個為所有工人頒佈 15 美元最低工資的州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公佈了其 2016 年工作計畫中的第一條簽字提案 – 推動讓紐
約州成為國內第一個為所有工人頒佈 15 美元最低工資的州，從而恢復經濟公正。在強調
該提案的同時，州長宣佈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將會提高
28,000 多名僱員的最低工資。這次提高 SUNY 僱員的工資將會與去年對快餐業工人保證
的，及於十月份宣佈的對州工人的逐步提高最低工資計畫相呼應。
州長在紐約市的一次集會上宣佈了該訊息，與會者包括美國勞工部長 Thomas E. Perez、
演員 Steve Buscemi、1199 會長 George Gresham、32BJ 會長 Hector Figueroa、總檢
察長 Eric T. Schneiderman、紐約市審計長 Scott Stringer、紐約市公眾發言人 Letitia
James，40 多名州和地方當選官員、工會領導、神職人員及其他倡導者，並共同啟動了
州長 15 美元全行業最低工資提案的宣傳活動。
「當每位紐約州人皆有機會和能力邁向成功時，本州便會繁榮昌盛。而事實卻是如今的最
低工資仍讓太多民眾落後 – 無法接受地讓那些即便是全職工作的民眾亦陷入貧困，」州
州
長 Cuomo 說。「今年，我們將會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將會提高最低工資，從而為數百萬
辛勤工作的紐約州人重新創造經濟機會，並引領本國爭取公平薪酬。」
「我們正處於有記錄以來最長的私營部門就業增長期，但仍有太多美國人尚未享受到他們
正在幫助做成的這張大餅，」美國勞工部長
美國勞工部長 Perez 說。「Obama 總統和我堅信這樣的基
本主張 – 如你在美國全職工作，便不應讓家庭陷入貧困。因此，我讚賞州長 Cuomo、
SEIU 和工人們齊心協力呼籲為所有紐約州人提高最低工資。在缺少國會行動的情況下，
全國的州和地方領袖正在提高其最低工資，以確保每個人皆可為一天的辛勤工作賺得公平
的酬勞。Obama 總統和我將會繼續支援那些努力發出自己呼聲的工人。我們將會不斷爭
取相關政策來創造共同繁榮，並打造一種有益於所有人，而非僅是富人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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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檢察長 Schneiderman 說：「任何全職工作的人皆不應生活於貧困中，且任何公司皆
不得虐待其工人。但是，當我們容許貧困線工資時，我們便發出了反面的訊息。提高最低
工資是一種改善數百萬紐約州人生活的可實現、有效，且直接的方式。」
隨著批准 SUNY 的提高計畫，28,000 多名賺取時薪的工作人員、學生工和勤工儉學者的
工資將會從今年二月份開始提高至每小時 9.75 美元，並最終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紐
約市）和 2021 年 7 月 1 日（全州）達到每小時 15 美元，與針對快餐業工人和州僱員的
提高計畫相呼應。該措施讓紐約州成為國內第一個逐步將其高等教育公共僱員的工資提高
至每小時 15 美元的州。SUNY 理事會預計於其一月份的理事會會議上批准本次最低工資
提高計畫。一旦全面實施，本次提高預計會花費約 2800 萬美元，並將由 SUNY 承擔。
「紐約州立大學非常驕傲可確保每一名在州經營的 SUNY 校園中工作的人皆可繼續至少
賺取最低工資，包括所有全職工作人員及參加勤工儉學計畫的學生，」SUNY 理事會主
席 H. Carl McCall 說。「我們期待著與州長 Cuomo 一同為全國的州實體和公共大學系統
樹立楷模。」
「州長 Cuomo 對逐步於全紐約州實施更高的最低工資的承諾是 SUNY 非常驕傲參與的一
項值得讚賞的行動，」SUNY 校長 Nancy L. Zimpher 說。「紐約州立大學認可在我們校
園工作的所有教職工、工作人員和學生的價值，及他們對我們校園社區和各個地區的地方
經濟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下方依地區列示了將會從本次提高中獲益的 28,000 多名 SUNY 僱員：
• 紐約州西部：5,833
• Finger Lakes 地區：2,989
• 南部地區：2,960
• 紐約州中部：4,106
• Mohawk Valley 地區：1,768
• 州北部：2,196
• 首府地區：1,985
• Hudson Valley 中部：2,188
• 紐約市：598
• 長島：3,918
增強紐約州的家庭
將所有行業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 15 美元可直接惠及紐約州中的 230 萬名工人，約為
勞動力總數的四分之一。批評家認為這像是青少年賺取零用錢，但事實上，超過一半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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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人為 35 歲或更大，且超過 70%大於 25 歲。超過 40%已婚、為人父母或為兩者，且
許多人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如今，紐約州最低工資的全職工作每年僅能賺得
18,720 美元，對於有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這低於官方貧困線。
將最低工資提高至 15 美元亦可恢復曾做出的公平諾言：15 美元約是 1970 年本該達到的
最低工資（如扣除通脹因素）。
下方依地區列示了目前紐約州所有行業中賺取時薪低於 15 美元的人數：
• 首府地區：144,415
• 紐約州中部：98,689
• Finger Lakes 地區：166,398
• Hudson Valley 地區：281,104
• 長島：382,236
• Mohawk Valley 地區：54,757
• 州北部：43,423
• 南部地區：77,291
• 紐約州西部：187,187
• 紐約市：927,400
• 總計：
總計：2,362,900
推動紐約州的經濟
提高最低工資會讓工薪家庭的口袋裡有更多的錢，增大他們的消費力。紐約州勞工部
(NYS Department of Labor)預計將最低工資提高至 15 美元會為州經濟創造超過 157 億美
元的效益。對於持續經濟增長來說，這種消費者消費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當疲弱
的消費者需求成為妨礙新僱傭的關鍵要素時。
反對者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就業流失，但透過 64 家研究機構對提高最低工資的一項
獨立審查發現，其對就業並未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反而，研究人員已發現提高最低工資可
增加就業的證據。高盛(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發現，包括紐約州在內於 2014 年提高
其州最低工資的十三個州的就業增長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我們從自身經驗中知道這一點的正確性：從 1991 年至 2015 年，紐約州提高了八次最低
工資，而其中六次就業率隨著工資的提高而增長。當最低工資提高時，生產力趨向於提高，
增長的工人保留率可節省僱主的僱傭和訓練成本。
保護紐約州的納稅人
保護紐約州的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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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反對者認為，較之提高最低工資的更好做法是增加紐約州的所得稅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 一項基於收入、年齡和家庭規模的針對低收入工薪家庭的退
稅優惠。但是，這些更適合作為補充策略，而非競爭策略。如沒有更高的最低工資，
EITC 可作為一種工資替代，讓某些公司可支付貧困線工資，由其他僱主和納稅人對這些
低薪水平進行補貼，很像快餐行業曾透過讓僱員依賴公共援助金來讓其部份薪水實現公費
一樣。
讓僱主有能力進行規劃
提高最低工資的經濟利益超過其成本。但是，為了為企業提供進行規劃的機會，為了適應
不同地區經濟對吸收該變化的相對能力，該提案依下列計畫於紐約市中逐步及於其餘州地
區中更逐步地提高紐約州最低工資：
紐約市

全州（不包括紐約市）

最低工資

生效日期

最低工資

生效日期

$12.00

12/31/2016

$10.75

12/31/2016

$13.50

12/31/2017

$11.75

12/31/2017

$15.00

12/31/2018

$12.75

12/31/2018

$13.75

12/31/2019

$14.50

12/31/2020

$15.00

7/1/2021

樹立典範
州長 Cuomo 曾宣佈紐約州會透過將州工人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 15 美元來樹立典範。
迄今為止，尚未有其他州頒佈 15 美元的公共部門最低工資。所有部門的約 10,000 名州
僱員將會受益，且將會依照與上方相同的計畫來逐步提高。在整個紐約州，Syracuse 市、
Rochester 市和 Buffalo 市亦已宣佈提高公務員的最低工資。
另外，州長 Cuomo 已成功提高了快餐業工人和小費型工人（已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生
效）的最低工資，及於 2013 年成功提高了所有行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已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首次生效）。
下方列示了受影響的 SUNY 校園的完整名單：
校園的完整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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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any
• Alfred State
• Binghamton
• Brockport
• Buffalo State
• Canton
• Cobleskill
• Cortland
• Delhi
•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 Empire State
• ESF
• Farmingdale
• Fredonia
• Geneseo
• Maritime
• Morrisville
• New Paltz
• Old Westbury
• Oneonta
• Optometry
• Oswego
• Plattsburgh
• Potsdam
• Purchase
• Stony Brook
• SUNY Poly
• System Admin
• University at Buffalo
• University-wide Programs
•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
欲知詳情，請造訪 www.governor.ny.gov
紐約州 | Executive Chamber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