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2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谟

葛謨州長宣佈《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20 EXECUTIVE BUDGET)》為長
島 (LONG ISLAND) 撥款 183 億美元
4 千萬美元用於支持拿索中心 (Nassau Hub) ，此舉使州政府總投資額達到 1.31 億
美元，這些投資的目標是開展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即建造世界級的住房、

零售、辦公和生物技術研究場地
還宣佈斥資 2,640 萬美元，用於幫助奧克戴爾 (Oakdale) 約 400 戶家庭解決老化
的污水處理系統
《 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華盛頓 (Washington) 方面毀滅
性的聯邦政府攻擊、加強中產階級、保護環境、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投資、保護
我們社區的健康，並推動我們的基礎設施向前發展

州長安德魯 M. 葛谟今日宣佈《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長島撥款 183 億美
元，包括為支持拿索中心撥款 4 千萬美元，此舉使州政府總投資額達到 1.31 億美
元，這些投資的目標是開展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州長還宣佈斥資 2,640 萬美
元，用於幫助奧克戴爾約 400 戶家庭幫助老化的污水處理系統
《行政預算案》中的投資項目和專案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華盛頓方面毀滅性的聯邦
政府攻擊、加強中產階級、保護環境、改善我們社區的衛生狀況、面向 21 世紀投
資我們的基礎設施。預算案連續第九年穩定支出且增速並將其控制在 2% 以下。
「在聯邦政府對紐約州持續進行攻擊的境遇下，我們以先前取得的成就為基礎，
保護居民免受州和地方稅 (State and Local Tax, SALT) 及其他華盛頓誤導性政策的
影響，」州長葛謨表示。「從經濟發展、學術界、交通到環境，我們的擬定預算
案囊括了紐約州歷史上對長島發放的數額最大最積極的投資。今年不是計畫和願
景，而是開展大型項目，我們今年將在透過準時頒布的預算案帶來全面的成
效。」
拿索中心
葛謨州長宣佈為拿索郡 (Nassau County) 撥款 4 千萬美元，用於改造公共基礎設
施以對拿索中心予以支持，此舉使州政府總投資額達到 1.31 億美元，這些投資的

目標是開展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這筆投資有助於開展充滿活力的商用和住宅開
發項目，包括世界級的住房、零售、辦公和生物技術研究場地。州長還宣佈州政
府為拿索郡體育館 (Nassau Coliseum) 斥資 600 萬美元進行改造。
斥資 2,640 萬美元幫助奧克戴爾解決老化的污水處理系統
葛謨州長還宣佈州政府致力於斥資 2,640 萬美元，用於幫助奧克戴爾社區約 400
戶家庭解決老化的污水處理系統，這是斥資 3.9 億美元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開展氮治理污水項目的工作內容。薩福克郡將對這一由數個社區參與的項
目進行管理，從而把污水渠延伸到福格河 (Forge River)、卡勒斯河 (Carlls River)、
帕喬格 (Patchogue) 約 6,350 個住戶家中，以及奧克戴爾的數百個住戶家中。近期
數個社區已通過全民公投對該項目進行資助。這些社區位於薩福克郡的南岸，
該郡將承擔延伸污水渠的項目開展工作。氮污染物引起的嚴重赤潮使生態系統退
化，也破壞了濕地和沼澤系統，這些系統為抵擋沿海風暴提供了重要的緩衝作
用，從而增加了復原能力。硝酸鹽污染物還能 混入到地下水和飲用水。薩福克郡
擁有約 36 個無法移除氮的污水處理系統和污水坑。薩福克郡約有 69% 的氮污染
來自老化的污水處理系統和污水坑，其餘的來自於徑流、話費、廢水處理廠和大
氣沉降。今天公佈的投資建立在州政府持續開展的減少氮污染的工作基礎上，
這是《長島氮治理計畫 (Long Island Nitrogen Action Plan)》的工作內容。
斥資 1 億美元，用於開展具有變革意義的經濟開發項目
《行政預算案》包括利用現有的 1 億美元資金來源對長島地區的改造項目進行資
助。
《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計畫
葛謨州長宣佈州政府將開展第三階段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該計畫將收入
門檻提高到 12.5 萬美元，從而能夠幫助長島的 2.61 萬名學生免費上大學。2017
年，葛謨州長宣佈了《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這是全國首個此類計畫，旨在使
紐約年收入在 12.5 萬美元以下的家庭提供免費的紐約公立大學教育，緩解了學生
的債務壓力，並讓更多的紐約民眾獲得財務安全感。
拿索高速公路 (Nassau Expressway)
葛謨州長宣佈今年 12 月斥資 1.3 億美元的拿索高速公路重建工作將竣工。拿索高
速公路是超過 40 萬人的緊急疏散通道，在桑迪颶風中 (Hurricane Sandy) 曾被使
用。提升路面需改善基礎設施和安全，要在有 100 年歷史的河漫灘下約 2.5 英呎
處進行作業，并改善老化的排水系統和底層土壤。
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現代化改造

葛謨州長宣佈長島地區 39 個客運站中的 16 個將於今年完成現代化改造。這是州
長斥資 66 億美元資金改造長島鐵路的工作內容。長島鐵路全部 100 個基建改造
項目停滯 70 年，如今得以推進，這些項目包括《主幹線第三軌道鐵路 (Main Line
Third Track)》、《雙軌鐵路 (Double Track)》、《改造牙買加車站 (Jamaica Station
Reconstruction)》、整修 39 座長島鐵路車站、取締鐵路平交道口，從而讓整個地
區的交通運輸實現現代化，藉此為長島地區提供現代化系統。
《第三軌道鐵路項目》
葛謨州長宣佈用第一隧道替換鐵路平交道口的工程將從新卡塞爾 (New Cassel) 的
厄本路 (Urban Avenue) 開始進行，其將推動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三軌道鐵路項
目》進程。這項耗資 26 億美元的擴建工程包括 50 個專案，旨在將花卉公園鄉
(Floral Park) 與希克斯維爾鎮 (Hicksville) 兩站之間擁塞的 9.8 英哩長島鐵路主幹線
實施現代化。這些專案包括添加第三軌道、拆除專案廊道內的所有七處鐵路平交
道口、新建變電所和停車場地，以及軌道與重要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工程。有 40%
的長島鐵路旅客會經過主幹線。
海上風能 (Offshore Wind)
葛謨州長還宣佈今年 5 月將為新的海上風能項目獎勵至少 800 兆瓦特。《綠色新
政 (Green New Deal)》將紐約的海上風能目標提高到 2035 年前達到 9 千兆瓦
特，這是全國歷史上最大的承諾。發展這一行業將會帶來超過 250 億美元的基建
投資，並為紐約創造大量的技術崗位。長島世界級的勞動力將與海上風能的需求
完美匹配，從而確保長島居民能夠建立支持長島的電力。紐約能源研究與發展機
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預計，
州長設立的 9 千兆瓦特海上風能目標能為 600 多萬戶紐約家庭提供電力，並在
2035 年前創造 7 千多個操作和維修崗位。此外，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將為港口基
建投資 2 億美元，使其與私人投資相匹配，並支持這一新 興行業的發展。長島的
水濱設施和發展成熟的沿海行業將對海上風能業的長期運營和維修需求予以完美
支持，為長島居民帶來長期優薪的崗位。
《長島恢復貝類項目 (Long Island Shellfish Restoration Project)》
預算案另撥款 400 萬美元，用於在弗拉克斯河口 (Flax Pond) 建造一座先進的紐約
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石溪分校貝類孵化所 (Stony Brook
Shellfish Hatchery)。預算案還包括斥資 360 萬美元，用於繼續開展紐約宏偉的恢
復貝類項目，從而改善長島的水質，並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沿岸社區的復原能
力。

2017 年，葛謨州長宣佈開展斥資 1,040 萬美元的《長島恢復貝類項目》，旨在在
辛納科克玩 (Shinnecock Bay)、貝爾波特灣 (Bellport Bay)、亨廷頓海港 (Huntington
Harbor)、南牡蠣灣 (South Oyster Bay) 和亨普斯特德灣 (Hempstead Bay) 修建新的
貝類保護區，建立薩福克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用於飼養貝類並與社區合作，以及為公共孵化所改造項目提供資金。

預算案的其他重點有
經濟正義
確立永久物業稅上限： 2012 年實施稅收上限以來，平均增長率約為 2%，稅收上
限為長島納稅人節省了約 87 億美元，為全州節省了 250 億美元。
削減中產階級稅收：紐約將繼續逐步削減中產階級稅收。 2019 年，這一改革將福
利 700,905 名長島居民，每人平均享受 382 美元的福利。長島的納稅人將享受全
州最大力度的平均稅收減免。等到 2025 年工作全面開展以後，長島的平均福利將
達到 847 美元，使本州的中產階級可以享受 70 多年以來最低的稅率。
取締網絡稅收福利：目前紐約的實體店處於劣勢，因為很多線上的零售競爭對手
並沒有征收銷售稅。預算案為市場供應商提供了一套用於征收銷售稅的統一框
架，該框架簡化了銷售稅執法程序，並為在這些平台上進行銷售的零售商減輕了
負擔。2019 年，這一改革預計將為拿索郡增加 3,100 萬美元的銷售稅收入，為薩
福克郡增加 3,300 萬美元的銷售稅收入。
爭取全額免除州稅和地方稅： 繼續提起訴訟，以保護紐約及其納稅人免受華盛頓
當局大幅削減州稅和地方稅扣除額造成的影響。取締州稅和地方稅將影響到長島
地區 53 萬名納稅人。

鞏固 21 世紀基礎設施
改善道路和橋樑：作為州長 1 千億美元資金計畫的內容，《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
算案》包括為長島地區的道路和橋樑項目發放的資金，其中有：
•

•
•

斥資 1,980 萬美元，用於對托拜和卡普特里州立公園 (Tobay and
Captree State Park) 中的海洋大道 (Ocean Parkway) 公用道路開展第
三階段的修建工程，該公園位於艾斯利普鎮 (Islip) 和巴比倫鎮
(Babylon) 境內。
斥資 1,150 萬美元，用於牡蠣灣鎮 107 號公路 (Route 107) 上方 25 號
公路 (Route 25) 橋樑的修復工作。
斥資 470 萬美元用於提高安全性，包括對 495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495) 桑肯梅多大道 (Sunken Meadow Parkway) 和史密斯頓鎮

•

(Smithtown) 和艾斯利普鎮桑肯梅多州立公園 (Sunken Meadow State
Park) 收費站處的導桿進行更換。
斥資 3,360 萬美元，用於對艾斯利普鎮火島入口 (Fire Island Inlet)
上方的羅伯特摩西堤道 (Robert Moses Causeway) 大橋進行修復。

《綜合地方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地方高速公園援助計畫。預算案透過《綜合地方
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給為長島地區的地方道路和橋樑撥款 4,010 萬美元。
《紐約鋪路 (PAVE NY)》計畫地方高速公路援助計畫。預算案還透過《紐約鋪
路》計畫給長島地區的地方道路撥款 920 萬美元。
操作過渡援助。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為拿索郡撥款 7,440 萬美元，為薩福克郡撥
款 2,940 萬美元，比起 2019 財政年度為兩地分別增加了 500 萬和 200 萬美元。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還為大都會交通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從預算計畫內撥款近 30 億美元。其中包括了對通勤軌道系統的援助。

延续纽约州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战略
對旅遊業持續進行投資：預算案包括 5,95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紐約州旅遊業
宣傳活動，並吸引全球遊客。該計畫透過《推廣紐約 (Market NY)》計畫提供第七
輪 1,500 萬美元的競爭性撥款，用於支持旅遊業營銷計畫和項目，這些計畫和項
目以最佳方式展現了各郡為宣傳地區景點而開展的合作。旅遊業是紐約州第四大
就業部門。
利用第四次《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投資全州社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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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區域經濟發展委
員會根據中心區的改造潛力加以提名。透過三輪撥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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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地區上一輪的優勝社區是艾斯利普中部地區 (Central
Islip)、希克斯維爾 (Hicksville) 和韋斯特伯裡 (Westbury)。《行政預算案》為第四
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提供 1 億美元的撥款。
《紐約州自產和認證 (New York State Grown and Certified)》項目：《行政預算
案》將繼續支持《紐約州自產和認證》項目的開展。這一項目旨在增強消費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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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該項目開展以來，其已對
2,386 名農民進行了認證，他們代表了 50 多萬英畝的農田。

《品嘗紐約 (Taste NY)》: 自 2013 年《品嘗紐約》開展以來，其就強調並促進了
對紐約生產的食物和飲品的購買。《品嘗紐約》項目已被證明在增加紐約優質食
物和農產品曝光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為鞏固 2018 年取得的成功並進一步為
紐約州生產商聯繫新市場，《行政預算案》投資了 650 萬美元用於在全州設立新
的遊客歡迎中心以擴大《品嘗紐約》項目的範圍。

確保全體民眾接受優質教育
要求各地區以更公平的方式向其最貧困的學校分配州補助金： 紐約州把 70% 的資
金分配給最貧困的地區，但這些地區並不總是公平地向學校分配資金。事實上，
某些學區的學校的需求明顯高於其他學區，而這些學校獲得的資金卻低於學區的
平均水平。葛謨州長提議要求這些學區拿出 2019 - 2020 年的部分學校補助金，
增加這些高需求學校的每個學生分得的補助金。增加分配補助金將有助於確保資
金惠及這些學生，這筆資金旨在幫助改善最貧困學生的教育成果。
增加對紐約全國領先的教育投資力度： 紐約州透過加強在教育成果中取得的進展
和增加全體學生享受優質學習的機會繼續延續了其工作進程。《 2020 財政年度預
算案》為長島增加了 9,930 萬美元的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包括增加 2,290 萬
美元的基金會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高等教育礎設施：此外，長島地區將獲得 3,430 萬美元的資本融資，用於維護其
紐約州立大學高等教育設施並加以升級。
公立大學免學費：約有 40% （超過 2.61 萬名） 全日制本科寄宿生透過《精益求
精獎學金》計畫在長島註冊了免除學費的公立大學，其他對學生財務進行援助的
還有資金豐厚的《學費援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TAP)》。
社會正義

為全體民眾推進刑事司法公正
為加強公平度，並是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更加公正，葛謨州長進行了一系列的全
面改革，包括：
•
•
•
•
•
•
•

一次性取締現金保釋
提高查案程序的透明度
保障迅速審判權
廢除死刑
對單獨監禁進行改革
為 55 歲以上的監禁人員制定保外就醫制度
為再次監禁頒布全面條款

使成人吸食大麻合法化
2018 年 1 月，葛謨州長指示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開展一項多機構
調查，評估受監管的大麻在紐約州造成的潛在影響。去年七月發佈的這項研究得
出結論，認為紐約州管制大麻計畫帶來的積極影響超過了潛在的負面影響。葛謨
州長在廣泛接觸和研究的基礎上，提議在《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面向不低於
21 歲的成年人設立管制大麻項目，該項目保護公共衛生、提供消費者保護、保障
公共安全、解決社會正義問題，並把稅收用於投資。具體來說，該計畫將：
•
•
•
•
•
•

減少刑事定罪對有色人種社區產生的影響。
自動封存某些大麻相關犯罪記錄。
實施質量控制和消費者保護，以保障公眾健康。
各郡和大城市可以選擇退出該計畫。
禁止 21 歲以下的人參加該計畫。
創造大約 3 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和就業機會。

推動婦女司法工作議程
葛謨州長正擬定一項激進的議程，用於為紐約婦女推進司法進程。作為這一宏偉
議程的內容，州長將推動立法進程，旨在加大體外人工授精 (In Vitro Fertilisation,
IVF) 和生育力保留保險範圍，降低產婦死亡率、發病率和差異，並對職場的騷擾
行為加大保護力度。州長還將使紐約的同薪法得到現代化發展，取消對強暴法規
的移除，並通過《家暴倖存者司法法案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Justice
Act)》。

頒布民主政治工作日程
州長已經將其數個投票改革重點寫入法律，包括擬合有限責任公司漏洞、實施提
前投票、同步聯邦和州選舉時間、未成年人提前註冊。儘管這些改革是鼓勵每個
紐約民眾參與投票的重要舉措，葛謨州長的《 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還是為
使紐約投票法得到現代化發展提出了數個措施，包括：
•

•

在北部地區進行中午前投票： 州選舉法 (State Election Law) 現僅在紐
約州北部地區禁止在初選過程中於中午前開放投票站，這在全州造成
了投票上的不平等。各地的紐約民眾都有權享有同樣的投票權，今年
紐約將確保北部地區進行初選時有延長的投票時間，使其與本州其他
地區的投票時間相匹配。
在假期設定投票日：無法請假不應成為投票的障礙。今年，紐約將確
保每個紐約民眾都能在投票日請假。

•

•

•

自動登記：今天紐約民眾有機會在與州政府部門互動時登記，他們必
須肯定地要求登記。預算案將包括一份逆轉該程序和使符合資格的紐
約民眾投票的提案，除非他們強烈要求不進行登記。自動選民登記不
僅將推進選民登記並在本州增加投票人數，也將加強我們的民主程
序。
在線登記：除機動車輛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
外，目前紐約州選民不可進行在線登記。該預算案將包括一份提案以
確保可在線進行自動選民登記，包括允許紐約民眾在州選舉事務所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 網站上申請登記選舉。
禁止企業捐款：來自企業的資金已經壓制了我們的選舉體系。該行政
預算案將包括一份禁止所有企業進行捐款的提案，從而恢復人民權
力、消除灰色收入和特殊利益對民主程序的影響。

為全體紐約民眾伸張正義

保護優質平價的醫療服務
為紐約民眾把醫療保健的保護條款和保險保障寫入法律： 在聯邦對《平價醫療法
案 (Affordable Care Act, ACA)》持續進行攻擊之際，葛謨州長相信紐約把《平價醫
療法案》的主要條款寫入法律非常重要，包括把本州的醫療保險市場和加強州政
府的規定保護手段寫入州法律。穩定醫療保險市場和保護紐約的醫療保健體系不
受聯邦未來的攻擊非常關鍵。
採取措施以實現全民享受醫療保健服務： 葛謨州長正著手為實現全民醫療保健成
立一個由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和金融服務署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支持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健康政策和保險專家組成，旨在為
實現紐約全民享受優質平價的醫療保健服務而制定方案。這一審查過程將考量擴
保健服務的所有途徑，包括加強紐約的商業保險市場，將項目擴大到目前不符合
資格或無法負擔得起保險的人群，為支持擴大保險範圍而提高效率和創造收益的
創新報銷模式。
改革醫療保健體系：預算案透過對關鍵撥款再授權，從而對長島的醫療保健改革
繼續予以支持：
•

•

《資本重塑財務項目 (Capital Restructuring Financing Program)》
（於 2015 財政年度制定）。長島獲得 8,820 萬美元資金用於對地區
醫院予以支持；
《醫療保健提供方基本項目 (Essenti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Program)》（於 2016 財政年度制定）。長島獲得 2,410 萬美元資金
用於對地區醫院予以支持；

•

•

《全州醫療保健設施轉型項目第一部分 (Statewide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gram I)》（於 2017 財政年度制定）。長島獲得
2,970 萬美元資金；
《全州醫療保健設施轉型項目第二部分 (Statewide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gram II)》（於 2018 財政年度制定）。在撥款的第
一階段，長島獲得 1,750 萬美元資金。

為終結阿片類藥物流行病而努力
預算案提供了約 2,500 萬美元，用於解決長島的海洛因和麻醉劑危機。這筆資金
將對大量的治療項目進行支持，包括 12 個居民項目、48 個門診項目和 5 個阿片
類治療項目，以及一家由州政府運營的毒癮治療中心。這些項目將提供個人和團
體資訊、藥物協助治療、教育服務、個案管理、職業測評，以及就業技能、就業
準備、父母教育、個人、社會和社區生存技能的培訓。此外，州長還計畫：
•
•
•
•
•

保護紐約民眾免受掠奪性手段的攻擊
擴大對丁丙諾啡 (Buprenorphine) 的使用
在刑事司法部門擴大藥物協助治療 (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加大對納洛酮 (Naloxone) 的使用
為學校發起制定一項全面的藥物濫用阻斷規劃

禁止幫派招募
紐約將保證紐約年輕民眾擁有可避免捲入幫派的資源，執法部門也有可以取締團
夥成員的途徑：
•
•
•

州政府今年持續在全州進行了超過 4,500 萬美元的投資，旨在為剷除
薩爾瓦多幫 (MS-13) 開展去年計畫的大膽全面願景。
我們將進一步提高執法情報和分析能力、反幫派執勤，以及為杜絕暴
力撥款、提供以學校為基礎的支持、加強州立公園規劃等。
這些新開展的項目將在社會服務和公共安全方面對現有的投資項目進
行互補，從而搭建全面的網絡廢除移民受到侵害的渠道。

成立健康社區
保護紐約民眾免受不明有毒化學物的傷害： 葛謨州長將採納新法律准許環境保護
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衛生廳和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制定法規為制定產品設立包裝標籤要求，以標明含有的潛在有害化學
物，制定出一份含有超過一千種致癌物和其他化學藥物的標籤清單並指明屬於新
體制下的商品種類。環境保護部和衛生廳將進一步加大權力，要求生產商披露在
紐約州進行銷售和分發的商品，並為保護消費者尋求額外的可能手段。

管控煙草對健康的威脅：葛謨州長提議制定全面法律以對抗對煙草產品的使用。
這一法律包括：
•
•
•
•
•
•

將銷售煙草和電子香煙的最低年齡從 18 歲提高到 21 歲
禁止藥店銷售煙草和電子香煙產品
明確表示衛生廳有權禁止銷售有特定香味液體的電子香煙
對煙草和電子香煙生產商和零售商提供的折扣活動進行限制
引入電子香煙稅
要求電子香煙只能透過持證零售商進行銷售

繼續紐約在環境工作上的領導地位
啟動《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在川普 (Trump) 政府對環境造成侵害和為
繼續推動紐約對抗氣候變化的進程，葛謨州長宣佈紐約的綠色新政，這是一項引
領全國的清潔能源和工作議程，其將使紐約經濟中的所有行業走上碳中和的道
路。在州長的指示下，紐約將大步前進並採取近期具體措施和制定長期戰略以實
現這一目標，從而實現空前創新並使本週的電力、交通和建築基礎設施得到轉
型，同時優先考慮紐約中低收入者的需求。這一具有里程碑式的計畫將進一步推
動紐約清潔能源經濟的發展，創造出 21 世紀數十萬個優質崗位，透過減少有害排
放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更情節的空氣和水源，為全國其他地區和全球豎立領導 者
的榜樣。
保護海水免受海上鑽井的破壞：《行政預算案》包括保護紐約州環境和價值 230
億美元海洋經濟的法律，這些透過在北大西洋規劃區域 (North Atlantic Planning
Area) 禁止進行石油和天然氣開發作業而實現。洩漏可對長島造成破壞性的後果：
破壞漁業、摧毀長島的原始海灘和旅遊業、污染長島獲取飲用水的蓄水層。
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撥款：《行政預算案》包括撥款 5 億美元以對全州的清潔水項
目提供額外的投資支持。這是葛謨州長承諾追加 25 億美元的第一筆撥款，該資金
用於在未來五年中支持飲用水基建、廢水基建和水質保護建設。
•

長島在飲用水問題上尤其脆弱。包括氮在內的污染物可滲入島上沙質
土壤的蓄水層。追加資金將進一步擴大州政府的投資額和貸款，從而
支持社區對其水源基建進行升級，並確保全體紐約民眾都能享受到清
潔水源。包括戰略性投資的資金可幫助解決新興的污染物問題，
如 1，4 - 二惡烷 (1,4-dioxane)、全氟化合物 (Perfluorinated
Chemicals, PFCs) 和有害的赤潮毒素。

《人工珊瑚礁計畫 (Artificial Reef Initiative)》：這一計畫旨在利用不同形狀的清
潔岩石、混凝土和鋼材建造新的海洋棲息地，從而改善紐約的海洋生命、促進長

島休閒漁業和潛水業的發展。透過在海底對材料進行戰略部署，這將改善該地區
的生物多樣性，因為隨著魚群和帶殼有機物移居到新的棲息地，這一地區在發展
成熟後會開始變得像自然珊瑚礁。紐約有 12 處人工珊瑚礁，包括長島灣 (Long
Island Sound) 的兩處、大南灣 (Great South Bay) 的兩處和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的八處。透過這一計畫，2018 年紐約的六處珊瑚礁上有了 38 個新的珊瑚礁塊。
這六個地點獲得了來自大西洋火島、亨普斯特德、莫里切斯 (Moriches)、洛克威
(Rockaway)、辛納科克的珊瑚礁和長島灣史密斯頓的珊瑚礁。 2019 年我們將透過
開發六處地點繼續開展這一項目。
州立公園: 《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包括撥款 1.1 億美元用於改造州立
公園，從而為紐約公園持續注資。《行政預算案》也包括 2019 - 20 年度為全州市
立公園 (Municipal Parks) 撥款 1,950 萬美元。2019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8 年，長島下列機構和地點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160 萬美元的撥款：
•
•
•
•
•

老韋斯特伯裡花園股份有限公司 (Old Westbury Gardens, Inc.)
羅斯林地標社團 (Roslyn Landmark Society)
栽培地基金會 (Planting Fields Foundation)
考姆塞特基金會有限公司 (The Caumsett Foundation, Inc.)
謝爾特島鎮 (Town of Shelter Island)

環境保護部基建投資：環境保護部收到 5,500 萬美元撥款，用於對《冒險紐約
(Adventure NY)》項目進行資助，同時還能解決數個資金需求問題，包括：開展公
共通道項目，從而連接獵人、垂釣者、鳥類觀察家和其他戶外愛好者來到由本州
所有的原始土地上。這筆新資金還將為醫療和修復州基建的安全性提供投資，
這些基建包括水壩、濕地修復、州所有的土地、魚苗孵化和其他州政府基建。
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行政預算案》為環境保護
基金提供 3 億美元，創該計畫歷史最高撥款水平。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
供 3,800 萬美元資金、為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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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 萬美元資
金。長島開展的環境保護基金特殊項目有：
•
•
•
•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長島地區松林泥炭地委員會 (LI Pine Barrens
Commission)
撥款 450 萬美元給薩福克郡，用於開展水質改善撥款計畫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grant program)
撥款 500 萬美元給拿騷郡，用於開展水質改善撥款計畫
撥款 50 萬美元給薩福克郡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撥款 90 萬美元給長島地區南岸河口保護區 (LI South Shore Estuary
Reserve)

•

撥款 1,500 萬美元給全州的動物園、植物園和水族館 (Zoos, Botanical
Gardens, and Aquaria, ZBGA)；2019 年發放給動物園、植物園和水族
館的資金還有待確定，但下列長島動物園、植物園和水族 館將從這一
項目中獲得逾 39 萬美元：
o
o
o
o
o
o
o
o
o
o
o

西托基德-史密斯頓環境中心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Centers
of Setauket-Smithtown, Inc.)
貝利植物園之友 (Friends of Bailey Arboretum)
冷春海港魚苗孵化和水族館之友 (Friends of the Cold Spring
Harbor Fish Hatchery and Aquarium)
老韋斯特伯裡花園 (Old Westbury Gardens)
海事研究和保護河流基金會 (Riverhead Foundation for Marine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南安普頓小鎮野禽協會 (Southampton Township Wildfowl
Association)
沃德梅爾維爾遺產機構 (Ward Melville Heritage Organization)
布魯克海文鎮 (Town of Brookhaven)
北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North Hempstead)
史密斯頓鎮
野生動物志願者股份有限公司 (Volunteers for Wildlife, Inc.)

禁止是使用一次性塑料袋：《行政預算案》包括禁止為消費者提供一次性塑料袋
的法律。2017 年 3 月，葛謨州長建立了紐約州塑膠袋工作小組 (New York State
Plastic Bag Task Force) 來發展涵蓋全州的全面性解決方案。該禁令將有助於減少
與塑料袋生產和丟棄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環境保護廳將與利益關係人和社區領
袖合作，透過在適當地區發送可重覆使用的袋子和實施例外，以確保這項倡議的
實施不會失衡而衝擊中低收入戶和環保團體。
擴大《押瓶法 (Bottle Bill)》：《行政預算案》包括修正《押瓶法》的法律，旨在
擴大《可回收容器法 (Returnable Container Act, RCA)》規定的飲料容器種類，
從而把運動飲料、功能飲料、果汁和蔬菜飲料、茶飲料喝咖啡飲料、保健飲料的
瓶子也列入範圍。此提議也將有助於降低地方政府回收計畫的整理與財務負擔。
此外，州長也將在行政預算案中包括《押瓶法》修正立法，以處理實施問題和因
應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以及加強懲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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