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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消息請見  (IN CASE YOU MISSED IT，ICYMI)：  葛謨州長《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簽名提案  

 
過去  9 天共發佈  35 項提案，重點介紹州長  2017 年議程的主要內容  

 
《2017 年州情咨文》手冊請見此處  

 

州長  2017 年議程包含全面的大膽提案，旨在推動經濟增長、壯大中產階級、加強

紐約州重要基礎設施、創造更加可持續的環境。該議程將延續紐約州的精神傳統，

在推進和保護進步價值觀和社會正義以及確保為全體民眾提供機會方面領先全國。  

 

「紐約州明白我們關於包容和多樣化的進步原則與中產階級並不對立，我們也明

白，中產階級的成功與我們的進步信念並不對立。實際上，最初正是進步政策造就

了美國中產階級，」葛謨州長表示。「今年，紐約州將頒佈新的中產階級經濟計

畫，並設立『紐約承諾  (New York Promise)』議程，用於保護並推進我們的進步價

值觀和社會正義原則。」  

 
 

提案  1：  規定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所有兩年制學院和四年制學院對紐約州中產階

級家庭免收學費。『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計畫將在美國首開先

河，並將幫助緩解學生貸款的沉重壓力，與此同時讓成千上萬個頭腦聰明的青年學

生實現接受更高教育的夢想。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  把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 改造成能夠滿足  21 世紀需求並與紐約州相匹配的機場。該願

景計畫制定針對整座機場的全面框架，用於打造統一規劃的世界頂級機場，從而適

應機場今後數十年預計激增的客運量，讓紐約州經濟持續發展。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2017StateoftheStateBook.pdf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st-proposal-2017-state-state-making-college-tuition-free-new-york-s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  設立新的上調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  (Enhanced Middle Class Child 

Care Tax Cred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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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難以有途徑參與這些計畫，家長們因此被迫在提供安全優質的

兒童看護安排和參加工作之間做出選擇。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4：  保護紐約民眾和政府實體抵禦日益增長的網路攻擊威脅。立法套案包括

加強並更新網路犯罪法和身份盜竊法，並成立新的網路事件響應小組用於為州實

體、地方政府、重要基礎設施以及學校提供網路安全支持。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5：  保護紐約州老年公民防範經濟剝削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該計畫包括面

向位於紐約州境內的銀行設立老年人欺凌核證計畫  (Elder Abuse Certification 

Program)、修改銀行法以授權銀行暫停處理潛在欺詐交易、強化立法來保護高齡房

主防範反向抵押貸款。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6：  進一步保護消費者免受金融服務業惡劣欺詐行為所害，推進授權紐約州

金融服務監察員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從銀行業和保險業驅逐不良

分子，從而抵制類似於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醜聞的不當行為。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7：  進一步強化紐約州打擊剋扣工資的工作，拘留州外有限責任公司排名前  

10 對未付薪酬行為負有個人財務責任的人。而且，州長將推動立法以授權州勞工

專員  (Labor Commissioner)，使其得以直接代表備剋扣工資的勞動者追究所有剋扣

工資的責任。這些舉措將會使辛苦工作的紐約人獲得更多的勞動所得。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8：  新建  500 座工作場所充電站和  69 座高速公路  (Thruway) 沿線充電站用於

在紐約州推廣使用電力車。創建昂貴的電力車充電站網絡是推廣零排放電力車的關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nd-proposal-2017-state-state-transforming-jfk-international-airport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rd-proposal-2017-state-state-making-child-care-more-affordable-middle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4th-proposal-2017-state-state-protecting-new-yorkers-cyber-attack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5th-proposal-2017-state-state-comprehensive-plan-protect-senior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6th-proposal-2017-state-state-banning-bad-actors-financial-service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7th-proposal-2017-state-state-further-strengthening-new-yorks-efforts


鍵。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9：  啟動民主政治項目  (Democracy Project) 用於更新紐約州選舉制度。這項

舉措將准許提前投票，並採用選民自動登記和選民同日登記措施來簡化選民登記服

務、清除妨礙參與選舉活動的多餘障礙，並提高選舉過程的準確度。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0：  在  2021 年 4 月前關閉印度角能源中心  (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這

座日漸老化的  2,000 兆瓦核電站位於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北  25 英里處，現已

給當地超過  2,000 萬居民的安全和周邊環境健康帶來了各種威脅。本州將繼續嚴密

監督安特吉公司  (Entergy)，確保實現公共安全，緩和與該核電站相關的安全風

險，包括已用核燃料的儲存。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1：  撥款  6.5 億美元推動世界級生命科學中心在紐約州發展。紐約州將提供  

1,700 萬美元資金設立  JLABS @ NYC –  這是強生創新有限責任公司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與紐約基因組中心  (New York Genome Center) 的合作成果，用

於建設 3 萬平方英呎的孵化器空間，從而為多達  30 家生命科學初創公司提供場

地。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2：  設立『紐約承諾』議程，用於推進社會正義並維護紐約州的進步價值

觀。該議程包含史無前例的全套改革措施，用於推進社會公正原則、維護紐約州的

進步價值觀，並設定國家標準用以防範各種形式的歧視。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3：  設立一項 3,500 萬美元的試點計畫，用於在紐約州境內的高需求地區新

增  2.2 萬個課後學習名額。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4：  在  2020 至 2030 年把區域溫室氣體倡議上限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8th-proposal-2017-state-state-install-over-500-new-charging-station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9th-proposal-2017-state-state-modernizing-voting-new-york-increase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0th-proposal-2017-state-state-closure-indian-point-nuclear-power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1th-proposal-2017-state-state-investing-650-million-fuel-growth-world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2th-proposal-2017-state-state-agenda-launching-new-york-promise-agenda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3th-proposal-2017-state-state-expand-after-school-education-children


Initiative Cap) 降低 30%。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5：  投資於紐約市境內的區域項目，關注社區衛生及未來增長，包括保留平

價醫療保健、促進城市康樂設施發展，以及推進經濟發展項目。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6：  撥款  5 億美元擴大『水牛城十億  (Buffalo Billion)』計畫，用於在水牛城

和整個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鞏固新經濟引擎和再現活力的公民精

神。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7：  發佈《2017 年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2017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對紐約州境內的重要水資源基礎設施投入創紀錄的  20 億美元資金。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8：  在紐約州各地增加提供共享乘車服務。最近幾年有多家共享乘車服務公

司在紐約市作為租車服務機構成功運營，但這些公司未被批准在紐約州任何其他地

區提供共享乘車服務。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19：  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設立  1,000 萬美元的多年期光電企業挑戰賽  

(Photonics Venture Challenge)。這項企業競賽將用於支持新創企業，透過企業加速

器專案促進這些快速發展的技術的商業化進程，並將給予最具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  

100 萬美元的最高獎勵。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0：  截至  2020 年完成鋪設哈德遜河谷園林路  (Hudson River Valley 

Greenway) 步道和伊利運河路  (Erie Canalway) 步道以打造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即美國最大規模的州多用途步道。為實現這個目標，州政府將分三個階段

鋪設  350 英里長的新步道，從而沿著自然景觀並穿過歷史悠久的迷人社區打造  

750 英里長的道路供人們徒步旅行和踩單車。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4th-proposal-2017-state-state-lower-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5th-proposal-2017-state-state-regional-investments-move-new-york-city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6th-proposal-2017-state-state-500-million-buffalo-billion-phase-ii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7th-proposal-2017-state-state-invest-2-billion-clean-water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8th-proposal-2017-state-state-enabling-access-ridesharing-throughout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9th-proposal-2017-state-state-new-10-million-photonics-venture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1：  建設伍德佰里鎮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Town of Woodbury Transi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這一將創造  600 個工作崗位的項目將擴展  32 號公路

的走廊地帶，更換在  17 號公路之上的  32 號公路橋樑，重新設置通向紐約州高速

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的匝道，添加太陽能巴士站、通勤停車場以及相連

的交通系統以便於使用並增加商業活動機會。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2：  擴展帝國州教學卓越獎  (Empire State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s) 用

於表彰另外  60 位教師。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3：  減少財產稅，授權選民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方案以取締重複的服務，從

而削減地方政府費用。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4：  為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改造項目撥款  1.6 億美元。該提案包括為長

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撥款 1.2 億美元用於為  16 個車站提供

最先進的增強功能和改善系統連通性，並投資  4,000 萬美元修建下水管道用於支援

史密斯鎮 (Smithtown) 和金斯帕克村  (Kings Park) 的經濟增長及環境可持續發展。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5：  在蒙托克村  (Montauk) 東南 30 英里處建設  9,000 萬瓦特海上風電項

目，並在 2030 年前製造出高達  24 億瓦特的海上風電。該項目將建成美國最大規

模的海上風電場，方案將概述實現這一前所未有的海上風能承諾的推進計畫，並將

於  2017 年年底前完成。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6：  在紐約州全面打擊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危機，並鞏固州長在去年六月簽

署的立法套案取得的成功。這些提案旨在消除保險所帶來的障礙，進一步擴大有效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0th-proposal-2017-state-state-complete-empire-state-trail-2020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1st-proposal-2017-state-state-build-town-woodbury-transit-and-economic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2nd-proposal-2017-state-state-extend-empire-state-excellence-teaching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3rd-proposal-2017-state-state-empower-voters-reduce-property-taxes-and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4th-proposal-2017-state-state-160-million-transform-long-island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5th-proposal-2017-state-state-nations-largest-offshore-wind-energy


治療的範圍，防止過度發放藥物，並在各大街區根除芬太尼類似物和其他合成阿片

藥物的使用。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7：  執行美國最強有力的強制措施，規定州政府實體採購美國製造產品。根

據州長提出的『購買美國產品』計畫，所有州政府機構在進行任何金額超過  10 萬

美元的採購活動時，都需要優先考慮購買美國製造的物品和產品。該提案將成為最

強有力的承諾，用於發展製造業並支持全國製造業領域的從業人員。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8：  薩博集團 (Saab) 將投資  5,500 萬美元把薩博防務與安全美國公司  (Saab 

Defense and Security USA, LLC) 北美總部搬遷到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錫

拉丘茲市東部地區  (East Syracuse)。搬遷連同其他計劃好的活動將創造將近  260 

份新的高科技工作，並保留薩博集團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現有的  450 多個當地僱

員。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29：  開展新的獨立調查，用於確定建設隧道取代錫拉丘茲市境內老化的  I-81 

高架橋的可行性。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0：  為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 提供  

3,580 萬美元資金，用於推動斥資  4,510 萬美元的機場改造項目。這筆撥款將把陳

舊老化的機場轉變成現代化交通樞紐，從而滿足  21 世紀旅客的需求。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1：  發展紐約州新興的工業大麻產業，並在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主持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Industrial Hemp Summit)，匯聚製造商、農民、研究人員及

其他利益攸關方，確認發展該產業面臨的困難和機遇，並促進全州農業經濟發展。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6th-proposal-2017-state-state-sweeping-comprehensive-actions-combat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7th-proposal-2017-state-state-buy-american-plan-will-implement-nation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8th-proposal-2017-state-state-saab-establish-north-american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9th-proposal-2017-state-state-state-will-undertake-new-independent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30th-proposal-2017-state-state-45-million-revitalization-syracuse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31st-proposal-2017-state-state-foster-industrial-hemp-industry-new-york


提案  32：  透過第二輪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發放 3,800 萬美元資金，用

以加快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斥資  4,300 萬美元全面

改造北部地區航空門戶。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3：  保護紐約民眾防範處方藥價格激增：利用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阻止

哄抬處方藥價格；對收費過高的藥品製造商征收附加費；監管行業內中介機構以保

護納稅人。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4：  設立帝國之星公共服務獎  (Empire Star Public Service Award)，這項金額

為  5,000 美元的職業發展獎面向對州政府做出卓越貢獻的公職人員。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提案  35：  推進嚴格的道德標準和良好的政府變革措施，以重建公眾的信任，並恢

復公眾對紐約州當選代表的信心。  

 

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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