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1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概括介紹  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落實進步  (MAKING PROGRESS 

HAPPEN)  

   

美國最積極的氣候變化議程 - 330 億美元的  5 年計畫，以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環境

和創建有適應力的社區   

  

給領先全國的建設計畫增資  250 億美元至 2,750 億美元，這是本州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一筆投資   

  

這是本州歷史上為無家可歸人士、住房以及兒童貧困問題提供的最大一筆資金   

  

消除分裂和仇恨，並加強公共安全，增加  2,500 萬美元投資用於建設宗教和非宗教

非營利組織的安全基礎設施   

  

保護我們的民主制度，率先在全州範圍內提議禁止受外國影響的公司提供競選捐

款；以《無所隱瞞法案  ('Nothing to Hide' Act)》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建立前

所未有程度的資訊披露和透明度   

  

通过禁止調味电子烟和設立每月  100 美元的胰岛素共同支付上限来促进公共健康   

  

另加  8.26 億美元把教育補助金增加至  285 億美元，創造新的資金水平紀錄；修正

了資金方案中的不公平現象，從而為貧困學校提供更多的支援   

  

中產階級和小企業減稅、全國最強有力的帶薪病假、填補強姦醉酒漏洞、擴大面

向低收入人群的銀行服務、包容性的《平等權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擴大精益求精免費大學學費計畫  (Excelsior Free College 

Tuition Program)，這些都在繼續推動經濟和社會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   

  

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簡報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概述了  2021 年財政年度的行政預算案，提出了清晰的願

景和領先全國且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膽行動，以推動紐約州取得進展。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FY2021BudgetBook.pdf


 

 

  

預算案計畫包括一項  330 億美元的應對氣候變化五年計畫，其中包括一項精簡政

府官僚機構的新計畫，以更快地交付可再生能源項目；追加  250 億美元資金擴大

紐約州全國最大規模的建設計畫，使其達到  2,750 億美元；在教育方面投入歷史規

模的 285 億美元資金，同時改革資助方案以優先支持貧困學校；擴大精益求精大

學免學費計畫，把年收入不超過  15 萬美元的家庭包括在內。   

  

行政預算案還包括一項新提案，通過禁止受外國影響的公司提供競選捐款來保護我

們的民主制度；提供本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金，額外追加  6,400 萬美元來給無家

可歸的人提供服務，包括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投資消除兒童貧困，並投入  

1.57 億美元資金擴大帝國州兒童退稅額  (Empire State Child Tax Credit)，為 40 萬個

有 4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此外，政府還將撥款  2,500 萬美元，加強非公

立學校和文化組織的安全基礎設施，使其免受仇恨犯罪的侵害。   

  

該預算案計畫還將促進公共健康，包括禁止銷售調味電子煙，並將胰島素共同支付

額上限設為每月  100 美元。該預算案將通過繼續為  470 萬個年收入低於  30 萬美元

的紐約民眾減稅來延續紐約州前所未有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削減小型企業營業稅，

惠及 3.6 萬個納稅人，為他們節省  3,500 萬美元資金；頒佈了全國最強有力的帶薪

病假計畫，惠及  130 萬個紐約民眾；堵住醉酒強姦的漏洞；擴大面向低收入人群

的銀行服務 ;並提出一項包容性的《平等權利修正案》。   

  

州長的提案將改革現有的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制度，由諾斯威爾醫療中心  

(Northwell Health) 邁克爾·道林  (Michael Dowling) 和勞工領袖鄧尼斯·裡維拉  (Dennis 

Rivera) 共同領導新的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  (Medicaid Redesign Team, 

MRT)。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  II 將設法改革該計畫，並通過發現行業效率或

對受益人沒有影響的額外行業收入，在今年節省  25 億美元資金。   

  

行政預算案連續第  10 年保持平衡，並延續了本州財政健全性的紀錄。   

  

「這份預算案是一個路線圖，通過推進社會、種族和經濟正義，為本州人民帶來進

步成果，應對我們這個時代迫在眉睫的挑戰。我們提議對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項目

進行歷史規模的投資，並修改學校資助方案，以確保貧困學校獲得所需的資金，」

葛謨州長表示。「我們要資助那些被仇恨犯罪鎖定的組織採取新安全措施，藉此

保護我們的民主制度不受外國影響，解決紐約州低收入民眾面臨的無家可歸、兒童

貧困和其他障礙，從而解決像癌症一樣在國家內部蔓延的分裂和仇恨。這些政策建

立在我們過去九年取得的廣泛成就的基礎上，這些成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

和社會進步，使全州的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同時保持了財政紀律，減少了中產階

級家庭的稅收。」   

  

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財政重點內容：   



 

 

•  州政府運作經費  (State Operating Funds) 支出為 1,058 億美元——增加 1.9%

（州政府運作經費不含聯邦資金和資本）   

•  2021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780 億美元  

•  把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增加了 8.26 億美元，增幅達  3%，本州的年總投

資由此達到  285 億美元  

•  為紐約州高等教育提供  78 億美元的州補助金——自 2012 財政年度起增加

了 18 億美元或 29%  

•  繼續為近 500 萬個紐約民眾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今年為紐約民眾

節省了超過  18 億美元稅金   

  

2021 年《落實進步》預算案的重點內容  

 

制定  330 億美元的五年計畫來應對氣候變化：2021 年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通過一

項 330 億美元的五年計畫繼續保持紐約州作為世界上最激進的氣候領導人的紀

錄，該計畫將包括：30 亿美元的《修復大自然债券法案  (Restore Mother Nature 

Bond Act)》，加上 7.4 亿美元的额外州资金；为绿色能源投资  280 亿美元资金；

以及 15 亿美元的无碳交通资金。州長還提出了加快審批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改革方

案，讓本州帶頭為綠色能源的未來做好準備。   

 

2,75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葛謨州長實施了全國最遠大的基礎設施計畫。初始

投資 1,000 億美元，在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之後再投資  1,500 億美元，該預算案

開始支持把總投資額增加  250 億美元達到  2,750 億美元，新投資用於交通、道路

和橋樑。第二階段基於州長最初的  1,000 億美元基礎設施計畫，新增  1,750 億美元

基礎設施計畫，包括：   

•  870 億美元資金用於交通，包括公共交通、鐵路、機場、公路、橋樑和貫穿

全州的隧道。   

•  350 億美元資金用於改善環境設施和公園，以及發展綠色能源。   

•  110 億美元資金用於經濟和社區發展。   

•  撥款 90 億美元資金促進紐約州投資為紐約民眾建設高質量的經濟適用房。   

•  190 億美元資金幫助學區建造更好的新校舍。   

•  撥款 140 億美元改善並維護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的醫療機構和其他資本資產。   

  

這項 2,75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還將繼續為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第

二軌道 (Second Track)、第三軌道  (Third Track) 和 39 個現代化車站提供  60 億美元

資金；新建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約翰 F. 肯尼迪機場  (JFK Airport)；

東側通道 (East Side Access) 項目；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擴建項目；在交通沙

漠新建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的四座布朗克斯區  (Bronx) 地鐵站；修建

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對紐約州博覽會  (New York State Fair) 開展現代化



 

 

建設；以及斥資  10 億美元的新紐約寬帶  (New NY Broadband) 計畫，確保全體民眾

都能接入寬帶互聯網。   

 

為無家可歸的人，包括精神疾病人士，提供住房和服務：紐約州無家可歸的社區

和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最難得到幫助的人群之一。今年，葛謨州長提出了一項

積極的戰略，並提供本州歷史上最多的資金，為這些弱勢群體提供住房和服務。基

於本州斥資  200 億美元的經濟適用房和無家可歸人士行動計畫，2021 財政年度預

算案把無家可歸人士住房援助計畫的資金從  6,400 萬美元增加一倍至  1.28 億美

元，並為無家可歸退伍軍人項目投資  500 萬美元。  

 

利用帝國州兒童退稅額來消除兒童貧困：2021 財年預算案將為有五歲以下兒童的

家庭提供 29 億美元的資金，其中  1.57 億美元資金用於擴大帝國州兒童退稅額。

目前這一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退稅額僅適用於  4-16 周歲兒童。本提案將刪除這一

不公平差別對待，並將退稅額延伸至收入低於  5 萬美元且有  0-3 周歲兒童的家

庭。這將為子女在  4 周歲以下的近  40 萬戶工薪階級家庭每戶平均提供  400 美元

的福利，子女超過  3 周歲的 17.25 萬戶家庭將獲得額外福利，子女年齡在  3 周歲

及以下的 22.55 萬戶家庭將首次獲得這一福利。  

 

保護易受仇恨犯罪侵害的組織：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額外投資  2,500 萬美元給

容易遭受仇恨犯罪的宗教非營利組織和非宗教非營利組織。本州已經給這些組織提

供了 7,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對抗仇恨。   

 

禁止受外國影響的公司捐款：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含一項提案，即如果某個外

國實體控制了企業  5% 的股權，則禁止該企業為紐約州政治活動捐款，或通過獨立

支出影響選舉。該提案還將禁止兩家或兩家以上外國實體合計擁有  10% 以上股權

的企業提供此類捐款或支出。最後，如果一家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中有  10% 以上的

人是外國人，或者外國公民參與了企業在美國政治活動的決策，那麼該提案將禁止

競選支出。我国的竞选财务法规定，『外国公民』不得在美国任城市、州或联邦政

府何选举中支出。因為這對外國個人來說是正確的，對他們擁有或控制的企業來說

也是正確的。   

 

要求公務員披露其退稅額：葛謨州長將在 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提出《無所

隱瞞法案》，使我們成為全國最透明的政府。這項法律要求州長、副州長、檢察

長、審計官、州政府各廳長、眾議員和參議員公開退稅額。此外，州政府年收入超

過 10 萬美元的推選官員也需遵守此法律。   

 

新的學校補助金資金分配方案  (School Aid Funding Formula)：2012 年以來，紐約

州增加了 43% 的教育經費，今年州長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教育公平。2019 年，州長

要求地區公開分配給每個學校的資金數額。然而，富裕的學區仍為每個學生支付約  

3.6 萬美元資金，而貧困學區為每個學生支付  1.3 萬美元資金。為了確保州資金用



 

 

來減少資金的不平衡問題，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增加  8.26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

金，使年度總投資達到創紀錄的  285 億美元，其中 85% 的基金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將追加到最需要的學區。為了進一步優先考慮貧困學校並確保教育公平，州長

提出了一項新的學校補助金資金分配方案，以合理分配資金，並建設服務水平低下

的學區。  

 

繼續為中產階級削減賦稅：葛謨州長將繼續為紐約中產階級降低個人所得稅稅

率。2020 年是 2016 年多年減稅政策頒布以來的第三年，對於收入介於  43,000 至 

161,550 美元收入檔次內的納稅人，稅率從  6.85% 降至 6.09%，收入介於  161,550 

至 323,200 美元收入檔次內的納稅人，稅率降至  6.41%。預計這些削減措施今年將

為 470 萬個紐約民眾節省超過  18 億美元稅金。此外，收入介於  27,900 至 161,550 

美元收入檔次內的納稅人，收入所得稅稅率將繼續降至  5.5%，收入介於 161,550 

至 323,200 美元收入檔次內的納稅人，稅率降至  6%。削減全面實施後，中產階級

納稅人將獲得  20% 的收入所得稅稅率削減。截止  2025 年，預計 600 萬報稅人每

年將節省 42 億美元。新稅率分階段實施，將成為紐約州  70 多年來最低的中產階

級稅率。  

 

給小企業減稅  40%：為了保持紐約州強勁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紀錄，葛謨州

長將對小企業實行全面的稅收減免，包括將小企業的企業稅率從  6.5% 降低到 

4%，這將使 3.6 萬個納稅人受益，為他們節省  3,500 萬美元資金。  

 

為紐約州勞工規定帶薪病假：為進一步增加紐約州低收入勞工的權力和保護全州

的消費者，葛謨州長將實施帶薪病假措施。員工人數達到  5 至  99 人的企業將向其

員工每年提供至少  5 天保障工作的帶薪假期，員工人數達  100 人及以上的企業每

年將提供至少  7 天的帶薪假期。員工人數在  4 人及以下的小型企業每年將保障  5 

天保障工作的無薪病假。已提供帶薪假期的小企業將繼續執行。   

 

增加提供安全平價的銀行服務、信貸和金融教育機會：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在

未來五年投資  2,500 萬美元，支持全州低收入地區和服務不足社區的銀行服務。這

筆資金從屬於州長提出的全面的金融准入和包容議程，以其政府已經完成的工作為

基礎，增加提供安全平價的銀行服務、信貸和金融教育機會。該預算案還將在全州

範圍內成立金融共融與賦權辦公室  (Offic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mpowerment)，地點設在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以此來滿

足全州中低收入紐約民眾的金融服務需求。   

 

將大學免除學費項目拓展至更多中產階級家庭：為向更多中產階級家庭增加精益

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 計畫改造機會，葛謨州長提出要提高精益求精

項目的合格要求門檻，將紐約家庭調整後的家庭總收入從  12.5 萬美元上調至  15 

萬美元。透過提高門檻，超過  23 萬名或近 58% 的紐約本土學生將可免費就讀紐

約州立大學或紐約市立大學。  



 

 

 

彌合醉酒強姦漏洞：葛謨州長將推動立法，以填補陳舊的強姦醉酒漏洞，因為根

據紐約州法律，強姦不應該是對飲酒的懲罰。美國的立法將正確闡明，無論受害者

是自願還是非自願喝醉，她們的同意能力都受到了威脅，檢察官藉此有能力確保性

侵者對他們的犯罪行為負責，性侵倖存者能夠獲得她們應得的正義。   

 

在全國率先通過包容性平等權利修正案：葛謨州長將設法修改《紐約州憲法  (New 

York State Constitution)》的平等權利修正案，以便紐約州為各州保護平等權利制定

國家標準。州長將設法在該修正案第一條第  11 款中增加性別保護，確保紐約州全

體民眾，不論性別，都受到州憲法的充分保護。此外，他還將推動增加其他類別，

包括種族、國籍、年齡、殘疾、性取向或性別身份，以便這些至關重要的保護措施

也寫入州憲法。   

 

綠色經濟與環境   

過去十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歷史上最熱的五年都出現在  2015 年之後。紐

約州將通過一項  330 億美元的五年期計畫來抗擊氣候變化，藉此延續紐約州作為

世界上最激進的氣候領導者的紀錄。這是一項領先全國的開創型計畫，將把本州過

渡到可再生能源，同時應對氣候變化。  

 

修復大自然：以州長撥款 30 億美元的《修復大自然债券法案》為中心，紐約州將

減少洪水風險，投資於有適應力的基礎設施，並連接溪流和水道、調整涵洞和水壩

的規模、修復淡水和潮汐濕地、修復天然洪泛區、修復貝類種群和升級魚類孵化

場、保護開放空間、保護更多的森林地區、重新種植更多的樹木來恢復重要的魚類

和野生動物棲息地、減少農業和雨水徑流造成的污染，擴大可再生能源。這項廣泛

的環境保護和復原力投資包括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和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提供的支持。

這是州長對抗氣候變化的  330 億美元五年計畫的關鍵組成部分。   

 

綠色能源：科莫州長已經為紐約州制定了目標，即到  2030 年實現利用可再生能源

製造 70% 的電力，到  2040 年實現電力部門零溫室氣體排放。在他的領導下，本

州在能源效率、太陽能、風能和能源儲存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朝著這些目標取

得了實質性進展。為了幫助實現這些目標，氣候計畫  (Climate plan) 通過紐約州能

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紐約州綠色銀行  (New York Green Bank)、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和地區溫室氣體計畫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投

資 280 億美元，以開發、支持和擴大無碳能源生產，建設能夠實現可再生能源的

輸電線路和能源儲存等基礎設施，並與我們的區域夥伴合作降低碳排放量。這是州

長對抗氣候變化的  330 億美元五年計畫的關鍵組成部分。   

 

無碳化交通：紐約州已經擁有全美國效率第二高的交通部門，並且是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最低的州。得益于葛謨州長在  2013 年發起的『充電紐約  (Charge NY)』

計畫，紐約州在電動汽車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充電紐約』計畫制定了遠大的目

標，即到 『充電紐約』計畫制定了遠大的目標，即到  2018 年底實現 3 萬輛電動

汽車和 3,000 個電動汽車充電站，這些目標已經被超越。  2013 年以來，紐約州民

眾購買了超過  5 萬輛電動汽車，數量超過  48 個州。氣候預算案  (Climate Budget) 

投資 3.7 億美元繼續減少紐約州的碳排放量。這是州長對抗氣候變化的  330 億美

元五年計畫的關鍵組成部分。  

 

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聚苯乙烯包裝產品：州長在去年塑料袋法案取得的進展基礎

上提出新立法，從  2022 年 1 月 1 日期禁止分發和使用發泡聚苯乙烯，該物質一

般被稱為泡沫聚苯乙烯，是一次性食品盒和包裝使用的材料。   

 

頒布全面的電動單車法和電動踏板車法：為了讓更多的人不再使用汽車，州長提

出了一項全面的立法，在不損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使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滑板車網路

合法化並加以擴展。   

  

永久設立水力壓裂技術禁令：州長將提出一項法案，通過修改環境保護法來永久

禁止水力壓裂技術，藉此限制環境保護廳批准開採、深化、封堵或改造使用大容量

水力壓裂技術完成或再完成天然氣資源油井的許可，從而保護紐約民眾的健康，並

確保我們的環境不會因為這種做法而受到損害。這項法案反映了朝著實現紐約州清

潔能源經濟目標邁出的重要一步。   

  

刷新投入環境保護基金的資金紀錄：預算案連續第二年以創紀錄的  3 億美元繼續

提供環境保護基金資金。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3,900 萬美元資金、為公

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9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2 億美元資

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2,000 萬美元資金。   

   

建設新紐約   

經濟發展跟隨著基礎設施的建設，當這個國家袖手旁觀的時候，紐約州正在推進本

國最積極的  2,75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這個項目正在改變本州的每一個地區。

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如今在道路和橋樑上的投資比本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

而且紐約州已經完成了  650 億美元的建設，比全國任何一個州都多。在這些歷史

規模投資的基礎上，葛謨州長將繼續帶頭建設  21 世紀的交通基礎設施，推動紐約

州經濟向前發展，提高居民和遊客的生活品質。   

  

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資本計畫：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

支持 119 億美元的兩年期交通廳資本計畫，該計畫將改造紐約州的公路、橋樑、

鐵路、航空基礎設施、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的運輸設施和交通廳設施。與交通廳資本計畫的最後兩年相比，增加了  30 

億美元資金，增幅達  33%。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資本計畫的承諾：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繼續支持  520 億美元

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資本計畫，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州投資。這項投資包括  30 

億美元資金，以使多達  70 個地鐵站實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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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輪：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投

資至多 1 億美元，繼續改造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機場，進行第二輪的紐約州北部地

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鼓勵全州的機場提交提案，改善安全和發展經濟、改

善機場運行和出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創造更佳的旅客體驗。   

  

重塑伊利運河  (Erie Canal)。紐約州電力局現在是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的

子公司，它將根據運河重建工作組 (Reimagine the Canal Task Force) 提供的調查結

果，在未來五年投資  3 億美元，通過新項目整合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和

伊利運河，該項目將刺激旅遊業和經濟發展，應對一個世紀前未知的環境挑戰，創

建一項資產，改善沿伊利運河長達  360 英哩的脊樑沿線社區的生活品質。第一階

段的資金將於今年啟動，將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  1 億美元的經濟發展資金，

用於投資運河沿岸的社區；另一部分是  6,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幫助斯克內克塔迪

郡 (Schenectady) 地區制定方案來預防冰塞和相關的洪水。該計畫剩餘的  1.35 億

美元資金隨後將分配給重塑運河工作組提議的研究活動，以及與緩解洪水、預防入

侵物種及恢復生態系統相關的解決方案。   

  

帝國州車站  (Empire Station)：紐約州將投資  7 億美元，撬動總計  30 億美元的資

金，其中包括私營部門和聯邦政府的資金，用於把詹姆斯  A. 法利郵局大樓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building) 改造成莫伊尼漢火車站  (Moynihan Train Hall)。與現有

的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的大規模翻新相結合，這將創建新的帝國車站  (Empire 

Station)。在《2020 年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中，葛謨州長宣佈了一項

提案，將賓州車站向南擴展，建立帝國車站區  (Empire Station District)。該計畫建

造了更大的新車站，並增加  40% 的軌道和火車承載量，這將解決西半球  (Western 

Hemisphere) 最繁忙交通樞紐隱藏的最嚴重問題。   

  

地區專項投資正在發揮作用   

州長將繼續以本州成功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為基礎，利用各類項目促進全體民眾實

現經濟繁榮。   

  

確保在布魯克海文鎮  (Brookhaven) 建成高速電子-離子對撞機：2021 財政年度預

算案支持一項斥資  1 億美元的多年承諾，以確保在布魯克海文鎮建造高速電子 -離

子對撞機，打造該地區的研究三角。這筆資金將用於建造新的支撐建築、升級電力

分配設施、新的冷卻系統和增強對撞機的可持續性。   

   



 

 

對普萊西德湖奧運設施  (Lake Placid Olympic Facilities)、戈爾山脈  (Gore 

Mountain) 和貝利亞雷山脈  (Belleayre Mountain) 開展現代化建設。2021 財政年度

預算案將投資  1.47 億美元，用於對普萊西德湖奧運設施、戈爾山脈和貝利亞雷山

脈開展現代化建設。   

  

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創建本州第一個綜合教育培訓中心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為了滿足錫拉丘茲市新興的科學、技術、工程、

藝術和數學方面的需求，行政預算案提議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建

立本州第一個區域綜合教育與勞動力培訓中心。該中心由錫拉丘茲市校區  

(Syracuse City School District) 管理，與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立學院  (Empire State 

College) 和其他地方高等院校合作，將為整個地區的學生和居民提供專門的教育機

會和先進技術的勞動力培訓計畫。本州將償還中心所在建築改造費用的  98%，約

合 7,140 萬美元。錫拉丘茲市綜合教育與勞動力培訓中心計劃於  2021 年開放，最

終將為 1,000 名學生和社區居民提供服務。   

  

改造水牛城  (Buffalo) 北奧德街區  (North Aud Block)：本州將在社區和利益相關者

的建議下開發水牛城運河河畔的北奧德街區，並完善該市的濱水區，使其擁有具有

混合功能的住宅和商業樓，供公眾使用的廣場。其還將包括即將在水牛城建成的火

車站，該火車站將與新北奧德街區協調發展。   

  

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擴張高科技公司：州長支持在羅切斯特市擴大三家行業

領先高科技公司的運營範圍以進一步促進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經濟發展，

這是州長長期承諾的內容，即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區創新地帶及周邊發展高科技生

態。這些公司的擴張將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創新區及其附近創造  700 多個就業

機會。  

   

擴建紐約州的無人機走廊：州長將投資 900 萬美元在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羅

馬市 (Rome) 格里菲斯國際機場  (Griffis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建立無人駕駛航空系

統試驗和測試設施。這個『穹頂  (Skydome)』將成為全年的室內研究設施，以支持

無人機技術和各類技術的安全實驗，進一步加強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和

紐約州中部地區作為創新中心的地位。   

  

議會大廈庭院修復項目第二階段：2021 年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將投資  500 萬美

元，對州議會大廈進行翻新和改造，使其恢復原來的宏偉建築風格、具有可持續性

並可用於商業用途。   

  

把  76 號碼頭  (Pier 76) 拖車場移交給哈德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加以重新

利用：葛謨州長提議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  (Hudson River Park Trust) 制定一項計

畫，把 76 號碼頭 (Pier 76) 從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的拖車碼頭轉移到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的控制之下，使其融入公園綜合



 

 

體，從而最大限度利用綠地、娛樂設施、社區通道和市場潛力。作為提案的一部

分，紐約市警察局必須在一年內搬離，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也應該為  40 號碼頭

制定改進計畫。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將繼

續投資斥資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這筆資金將用於建設  32 個醫療

中心、4,000 套新經濟適用房，以及  400 多英畝新開放的綠色休閒空間。   

  

改造南布朗克斯區  (South Bronx)：該預算案將為南布朗克斯區改造項目提供  18 

億美元的支持，這是本州歷史上對南布朗克斯區最大規模的一筆投資。南布朗克斯

區改造項目包括謝裡丹大道  (Sheridan Boulevard)、亨特角市場  (Hunts Point Market) 

和布朗克斯區中轉站  (transit desert) 的四個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新車站。   

  

設立下一輪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中心區復興

計畫把中心區街區改造成活躍的社區，使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裡生活、工作和

養家。參與該計畫的社區由紐約州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根據中心區的改造潛力加

以提名。透過四輪撥款，每個優勝的社區都獲得  1,000 萬美元撥款，用於制定中心

區戰略投資計畫，並實施有帶動作用的關鍵項目以推動社區的復興願景。2021 財

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第五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  1 億美元。  

  

繼續運營卓有成效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2011 年，葛謨州長設立了  10 個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用於制定

長期區域戰略經濟發展計畫。自那以後，州政府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投資了超

過 69 億美元，為 8,300 多個項目提供了資金，在全州範圍內支持了  24 萬個崗

位。2021 年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包含  7.5 億美元資金，用於藉助變革性的再分配

計畫來繼續推行我們積極進取、自下而上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打擊分裂，保障公眾安全   

  

加強和現代化改革應急響應能力：紐約州有超過 60% 的郡在過去  10 年中遭遇過

兩次洪災。我們必須為應對這些越來越多且會威脅生命的緊急情況做好準備。對我

們州的工作來說，這是不斷出現的新挑戰。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將維持  1,200 

萬美元的資本撥款，以加強並更新本州的應急響應能力，使英勇的男女有適當的設

備開展工作。   

  

禁止屢教不改和高危性犯罪人員乘坐交通工具：州長將推動立法，授權紐約大都

會運輸署發佈命令，禁止重複違反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行為準則的性行為相關個人、

高危性犯罪人員（三級）或那些攻擊或騷擾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的人，在三年內

不得使用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交通服務。此外，這項提案還將為與交通有關的性犯罪

確立了一項新法律，如果被判有罪，法官可下達禁止命令，以確保公眾的安全。根



 

 

據這項提案，作為審前釋放的一個條件，如果有正當理由證明禁止令是維護公共安

全所必需的，法官也可以發佈臨時禁止令。違反禁止令的人可能會被指控交通侵權  

(Transit Trespass)，這是一種輕罪。   

  

取締芬太尼  (Fentanyl) 類似藥物以進一步抗擊阿片類藥物氾濫：州長將在紐約州

立法，明確指定芬太尼類似物為管制物質。該立法將賦予警察和執法部門權力，使

他們能夠依法起訴生產、售賣和分發這些藥物的人。擬定的法律還將賦予州衛生廳

廳長權力，使他能夠在管制藥物列表中新增類似藥物，從而令州政府能夠在這些致

命藥物上市之前管制。   

  

防止製造和傳播鬼槍：為了解決人們對鬼槍與日俱增的擔憂，葛謨州長將推動全

面立法，防止獲得和使用這些武器。首先，這項提案要求個人只能在有執照的槍支

經銷商處的店鋪內交易以獲得槍支、來福槍或散彈槍的主要部件。第二，規定有執

照的經銷商只向持有有效身份證件的個人銷售主要部件、記錄所有交易，並要求所

有未完成的枝框架或接收器都有州警察局頒發的序號。第三，該提案將禁止那些不

能合法持有來福槍或散彈槍的個人擁有可用於製造槍支、來福槍或散彈槍的主要部

件，並對違反這些新規定的人處以新的輕罪和重罪處罰。   

  

彌合州外槍支漏洞：葛謨州長將推進立法，禁止在州外犯下嚴重罪行的個人獲得

槍支許可證，如果他們在紐約州犯下嚴重罪行，將失去獲得槍支許可證的資格。紐

約州的許可證制度將因此變得更加一致，並確保被禁止購買槍支的個人無法購買槍

支。州長還推動立法，要求本州所有州和地方執法機構選擇加入美國菸酒槍炮及爆

裂物管理局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ATF) 的犯罪槍支

追蹤資料共用計畫，並提交通過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的  eTrace 系統找回的

犯罪槍支。另外，葛謨州長提議立法修改《精神衛生法  (Mental Hygiene Law)》，

允許紐約州與其他州共享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危險的人的報告。   

  

合法化大麻製品：葛謨州長今年提出一套使大麻製品合法化的全面管制方案，新

成立大麻製品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Cannabis Management) 以專門管制大麻製品，

該辦公室將對醫藥項目、供成人使用項目和大麻項目進行監管。該提案將提供社會

公正許可機會；制定供成人使用的平等市場架構；透過資本、技術援助和培養公正

企業家來促進市場准入。該提案還將修正過去受到傷害的個人和社區，他們因禁令

分佈不均而受到影響。為保障公共衛生，該提案限制向  21 歲及以上的成人售賣大

麻製品，並制定的嚴格的質量和安全控制規定，其中包括監管所有大麻製品的包

裝、貼標、廣告和測試。這些工作將與康涅狄格  (Connecticut)、新澤西 (New 

Jersey) 和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等周邊各州聯合完成。州長還將提出要與紐約

州立大學和其他專家夥伴一起建成首屈一指的全球大麻製品和大麻植物科研教育中

心 (Global Cannabis and Hemp Center for Scienc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通過《仇恨犯罪反恐怖主義法案  (Hate Crime Anti-Terrorism Act)》：紐約反猶太

主義和其他歧視襲擊數量增加，令人擔憂。為解決這一問題，州長提出了全國首個

國內恐怖主義法律，使其涵蓋由仇恨引起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新制定  A-1 級別重

罪，其處罰方式可重至不可假釋的終身監禁。州長還提出為紐約的學校增加課程，

從而教授公民價值觀和本州關於多元化和宗教自由悠久歷史的內容。巴特利花園市

管理局 (Battery Park City Authority) 將制定出一份計畫，旨在為猶太遺產博物館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 增加大屠殺 (Holocaust) 內容，使其成為全州在校兒童

的教學點。   

  

為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仇恨犯罪工作組  (Hate Crimes Task Force) 提供資金：

州長於 2018 年成立了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以應對紐約州各地因偏見引發的

威脅、騷擾和暴力的增加問題。2021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包括  200 萬美元資金，用

於支持工作組當前開展的工作，並加強監控煽動暴力、偏狹、販賣非法物質和恐怖

主義的數字媒體。   

  

關於多元化及容忍的教育課程：州長提出為紐約州的學校增加課程，從而教授公

民價值觀和本州關於多元化和宗教自由悠久歷史的內容。研究大屠殺事件  

(Holocaust) 的紐約州學生將參觀大屠殺紀念館  (Holocaust museum) 等文化景點，

加深他們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理解。   

  

在州盾徽中添加合眾為一  (E Pluribus Unum) 字樣：我們的開國元勛明確表示團結

使建設美國未來的關鍵所在。1782 年，他們在美國的首個國印上就說過簡單的三

個字 - E pluribus unum，意為合眾為一。這屆聯邦政府和我們的國家似乎忘卻了這

條關鍵的美國原則。在這個動亂的時代，紐約將在州盾徽上添加合眾為一，從而向

全國提醒我們的身份，並在這個醜陋的時代宣佈如果不團結，我們將一事無成。   

   

保護我們的民主制度，樹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在非公開選舉中規定採用自動手工重新計票：為了在本州的每一場競選中增強人

們對選舉結果公正性的信心，葛謨州長將提出立法，為自動重新計票何時開始以及

如何重新計票制定全州範圍內的標準。這項立法將要求在全州範圍內的所有選舉中

自動手工的重新計票，在選舉中，候選人或投票提案的勝率是佔選舉中所有選票的  

0.2%。這項立法還將要求在所有其他選舉中，候選人或選票提案的勝率為占所有

選票的 0.5% 時，進行自動手工重新計票。   

  

在  2020 年人口普查活動中統計每個紐約民眾：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將額外投

資 1,000 萬美元資金，以確保在即將到來的  2020 年人口普查中，每個紐約民眾都

能得到公平完整的統計。這筆資金建立在政府已經投入的  6,000 萬美元的基礎上，

向公眾通報人口普查的情況、鼓勵居民填寫調查問卷，並向難以統計的社區提供幫

助。這將為  2020 年的人口普查提供高達  7,000 萬美元的州財政支援。   



 

 

  

面向未來改革我們的醫療補助計畫制度   

2011 年，在不可持續的醫療補助計畫支出造成  100 億美元的預算赤字後，葛謨州

長創建了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簡稱  MRT。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提

出了一系列的建議，以立即降低成本並改造和完善計畫。今天，95% 的紐約民眾

享有醫療保險，600 萬個紐約民眾享受醫療補助計畫。   

  

儘管本州承擔的醫療補助計畫費用超過  200 億美元，但地方政府有責任確定是否

符合資格並管理某些計畫。由於地方政府不再對其各項計畫的成本負責，並且缺乏

控制成本的財政激勵措施，而地方政府也未能對其計畫進行充分的監督，導致支出

過度。其他因素，如管理長期護理的成本、15 美元的最低工資，增加的註冊人數

和對困難醫院的支持，也導致了醫療補助計畫的成本增加。   

  

今年，州長將通過新的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簡稱  MRT II）來解決醫療補

助短缺的問題，該小組由諾斯威爾醫療中心執行長邁克爾·道林和勞工領袖鄧尼斯·

裡維拉共同擔任組長。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將改革本州的醫療補助計畫，保

留福利並節省  25 億美元資金。醫療補助計畫重新規劃小組將努力尋找對受益人沒

有影響的行業效率或額外行業收入，並在  4 月 1 日預算案截止日期前及時報告其

結果。此外，州長將授權醫療補助計畫監察長根除醫療補助計畫制度中的浪費、欺

詐和濫用問題。本州將承諾只要地方政府保持在  2% 的財產稅上限以內，並將醫

療補助計畫費用的年增長率控制在  3% 以內，就將為地方政府支付增加的全部醫

療補助費用，醫療補助計畫費用  2021 年預計增長  3.0%，從而允許地方政府在不

削減州政府資金的情況下實現增長。任何地方政府如果不保持在這些限制之內，都

將被要求支付全部支出增長。   

  

促進公眾健康   

  

阻止電子煙產品落入年輕人手中：為保障青少年遠離煙草製品，州長將推行全面

的措施：禁止銷售風味蒸汽電子煙產品；禁止所有面向青少年的電子煙相關廣告；

禁止銷售含有化學物質或成分的蒸汽載油，這些化學物質或成分通過蒸汽裝置吸入

後被認為是危險的，對公眾健康構成重大威脅；僅限持牌電子煙產品零售商在網

上、電話及郵購銷售電子煙液及電子煙；禁止在藥房銷售煙草及電子煙產品；立法

定義室內空間並限制接觸二手煙。   

  

降低紐約州全體民眾的處方藥價格：州長將設立處方進口委員會  (Prescription 

Importation Commission)，以確定從加拿大進口藥物可能為消費者節省的開支，並

編制可通過該計畫進口的藥物的清單；並建議要求藥房福利管理人員立即在本州登

記，並遵守規定，要求披露促進使用某些藥物的財政獎勵或福利，以及提供其他影

響客戶的財政安排此外，如果處方藥的價格在一年內上漲超過  100%，金融服務廳

將獲得授權以調查處方藥的價格。   



 

 

  

設立胰岛素共同支付上限：州長將提議把參保患者每月的胰島素支付上限定為  100 

美元。  

  

提高醫療成本的透明度，增強患者的權能：為了讓消費者更容易尋找醫療保健服

務,葛謨州長將指示衛生廳、金融服務廳以及紐約州數位與媒體服務中心  (New York 

State Digital and Media Services Center) 創建適合消費者使用的一站式網站  

NYHealthcareCompare，紐約民眾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該網站對比本州各醫院醫療程

式的費用和品質。   

   

教育   

2021 年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反映了州長對教育公平的堅定承諾，每年增加  8.26 億

美元的學校補助金，增幅達  3%，使本州的年度總投資達到了  285 億美元的歷史水

準。  

  

給高等教育提供創紀錄的  78 億美元投資：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將增加  2.57 

億美元的高等教育運營補助金，增幅達  3.4%，使本州的總投資達到創紀錄的  78 

億美元。  

  

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項目資金：2012 財政年度以來，紐約州已經為紐約

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提供了超過  120 億美元的資本撥款，用於維護和改善校

園設施。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包括  15 億美元的新撥款，用於紐約州立大學和

紐約市立大學校園的資本項目。   

  

增設普惠學前班：預算中還包括一項  1,500 萬美元的額外投資，用於三、四歲兒童

的學前教育，以擴大高需求地區的學前教育，因為早期學習可以彌合成績差距，並

為青少年的最早期階段及其成年期帶來許多好處。   

  

繼續開展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2021 財政年度行

政預算案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資助第四輪帝國州課外計畫撥款。這些資金將在全

州高需求社區內為另外  6,250 個學生提供公共課後看護服務。這筆資金將專門面向

高兒童無家可歸率地區。   

  

發展早期學院高中：為了鞏固當前計畫取得的成果，預算案承諾追加撥款  600 萬

美元，用於設立新的早期學院高中計畫，例如技術大學先修高中橋樑課程  

(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P-Tech)。這次擴張將面向畢業

率或大學入讀率較低的社區，並將使新學校面向高需求行業，例如科技、體育管

理、金融。   

  



 

 

擴建社區學校：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了州長開展的工作，加快把紐約州高需

求學校改造成社區學校。今年，預算案為社區學校儲備金增加  5,000 萬美元資金。

這筆資金面向學校教育質量每況愈下的校區，和 /或無家可歸的學生或英語學生大

幅增加的校區。   

  

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中產階級和小企業是紐約州經濟引擎運轉的燃料。在葛謨州長任期內，他始終在為

紐約州全體民眾爭取稅收公平。現在每個紐約民眾的稅率都比州長剛上任時低，全

州的失業率下降到  4%，州內私營部門創造了歷史上最高的就業機會——830 萬個

就業崗位。州長制定了  1947 年以來最低的中產階級稅率，1917 年以來最低的製造

商稅率，1968 年以來最低的公司稅率。今年，州長將繼續為中產階級減稅，並降

低小企業稅率。   

  

增加供應紐約州出產的農產品。『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設立於  2013 年，自

那時起已幫助了  1,100 家地方企業接觸全球消費者。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ew 

York Grown and Certified program) 設立於 2016 年，目前由 3,000 家農場參加這項

計畫，這些農場代表著超過  75 萬英畝的耕地。基於這項成就，行政預算案繼續為

連接紐約州餐飲生產商與消費者的計畫提供資金，其中包括提供給紐約州種植與認

證計畫的 2,890 萬美元資金。該計畫旨在增強消費者對紐約州產品的信心、解決實

物產品的標籤問題、對紐約農民予以協助，使其能夠對當地的優質食品不斷增長的

需求中獲益。   

  

現行工資：葛謨州長提議立法，要求對參與有大量公共補貼的項目的工人支付現

行工資。這項立法將確保紐約州全國最大規模的建設項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走

捷徑。  

  

保護零工經濟行業勞工：今年『零工經濟』相關崗位在勞動力中有重大佔比。這

一新興行業刺激了激動人心的消費者創新成果，但是由於法律還未趕上經濟的變

化，零工經濟行業不受紐約針對員工及其權利頒布的空前規定保護。葛謨州長將在  

2020 年 5 月 1 日前提議設立由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工作組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這

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們不會坐等公平來臨，勞工廳將獲得授權以制定保護工人

的法規。  

  

確保工資盜竊受害者得到公正對待：紐約州在工資盜竊方面制定了全國最嚴厲的

法律。通常勞工在法庭上佔據上風時很難收回判決賠償。現行法律為執行這一判決

賠償設立了障礙。葛謨州長將提出立法，確保在賠償金無法獲得時法官可授權執行

扣押權使受害人獲得全部索賠。   

  

全國首創的防止工會破產保護措施：根據美國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在傑納斯訴美国州县和市政工人联合会  (Janus v. AFSCME) 案中的裁決，



 

 

2021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建議保護公共部門工會。該提案要求，如果公共雇主進行

新員工培訓並提供技術糾正，以加強在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通過的工會保護措

施，那麼雇主必須向員工組織提供新員工培訓。   

  

使《紐約購買美國製造產品  (New York Buy American)》法案成為永久法律：葛謨

州長提出使《購買美國製造產品法案  (Buy American Act)》成為紐約州的永久法

律，該法案將於  2020 年 4 月失效。透過要求州政府部門使用美國製造的優質結構

鋼鐵，我們將繼續支持本州的鋼鐵產業、創造工會崗位，並確保基礎設施項目能在

未來繼續開展。   

  

促進婦女權利   

  

在紐約州把代孕合法化：基於我們去年開展的工作，葛謨州長提議立法，使紐約

州的代孕合法化，幫助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夫婦

和不孕不育夫婦。這項立法還將為代孕合同確立標準，為父母和代孕者提供全國最

強有力的保護，確保所有各方在該過程的每一步都提供知情同意，將制定《代孕者

權利法案 (Surrogates' s Rights Bill)》，這將確保代理人士不受約束的權利，做出自

己的醫療決定，包括是否終止或繼續懷孕，以及代孕人士有權獲得全面的醫療保險

和自主選擇的獨立法律顧問，所有費用由預定父母支付。州長提出的立法還將創建

簡化的程式來建立父母關係，當其中一人是非親生父母時，這個過程被稱為『第二

父母收養』。   

  

禁止征收『粉紅稅 (Pink Tax)』：葛謨州長將推動立法，禁止對實質類似或相似的

商品和服務依據性別實施差別取價。該法案將要求某些服務提供機構公佈標準服務

的價格清單，並留意州法律禁止基於性別的價格歧視。違反法律的企業將受到民事

處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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