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詳述 2019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行政預算案 30 日修正案

修正案透過基於僱主的可選系統維持州稅和地方稅 (State And Local Taxes, SALT)
減免措施、設立新慈善捐贈基金，並使紐約州脫離與聯邦稅法
資助全州的預投票活動、保護兒童抵禦性罪犯、禁止警員與囚犯發生性關係、
打擊芬太尼危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 30 日修正案，包括立
法保護紐約州納稅人抵制聯邦政府增稅。修正案包含法案用於設立新的可選僱主薪
酬費用稅 (Employer Compensation Expense Tax, ECET) 制度，供加入該制度的僱
主保護員工抵制聯邦政府增加賦稅。法案還設立兩項新資金用於接受捐款以資助醫
療計畫和教育計畫，以便逐條列記減稅 項的納稅人從聯邦賦稅中減扣這些捐款。
預算修正案最終設立條款，用於拆分州稅法和聯邦稅法，這樣一來，州納稅人就不
會因為聯邦政府增稅而發現州稅也隨之增加超過 15 億美元。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保護紐約民眾抵制華盛頓政府 (Washington) 發動的攻擊，
並進一步推行我們大膽進步的工作日程，用於推動紐約州發展，」 州長葛謨表
示。 「我與專家和利益相關方合作後，利用這些預算修正案推行進一步的改革措
施，用來保障我們的競爭力，並幫助保護居民抵制聯邦政府發動的這次聯邦政府經
濟攻擊。」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所有修正案包含的法案和敘述均可見於紐約州預算廳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the Budget) 網站。
修訂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保護紐約州納稅人抵制聯邦稅改： 稅改提案摘要請見此處。 30 日修正案包含的
詳細法案將利用下列方法保護紐約民眾：

•

•

•

設立新的僱主薪酬費用稅： 僱主將能夠選擇採用新的僱主薪酬費用稅
制度。僱主如果選擇使用僱主薪酬費用稅制度，將對每位員工超過 4
萬美元的所有年度薪資支出征收 5% 的賦稅，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分三年逐步實施。這個進步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持續實施，與僱主薪
酬費用稅等值的新稅收優惠將削減針對薪資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並避
免本州申報個稅並且須交納僱主薪酬費用稅的個人的實得薪資有所減
少。總體來說，該提案制定用於保障本州的稅收中立，並為僱主提供
機會用於減少其僱員繳納的聯邦稅額。根據該法案，首次年度投票的
截止日期是 2018 年 10 月 1 日，供僱主在 2019 納稅年度選用該替代
制度。就選擇使用僱主薪酬費用稅制度的僱主而言，分三年逐步對超
過 4 萬美元的薪酬征收新的薪酬稅包括第一年征收 1.5% 的薪酬稅，
第二年征收 3% 的薪酬稅，第三年征收 5% 的薪酬稅。
增加可減稅慈善捐款方案： 該法案設立了本州運營的兩項新慈善基
金，接收捐款用於改善紐約州的醫療和教育。 逐條列記減稅項的納稅
人可以申請這些慈善捐款，用作其聯邦與州納稅申報單上的減稅項。
決定捐款的納稅人還可以給捐款年度之後的納稅年度申請相當於捐款
金額 85% 的州稅優惠。該法案還批准校區、郡、鎮、市、鄉設立慈善
基金，用於教育、醫療及其他慈善用途。提供給這些基金的捐款將
（透過地方優惠額）減少地方房產稅，金額相當於捐款金額的 95%。
與聯邦稅法分離： 州稅法與聯邦稅法有著密切的關聯。該法案在必要
的情況下把州稅法與聯邦稅法分離開來，以防僅僅因為聯邦增稅導致
州稅增加逾 15 億美元。聯邦稅法改革措施把州稅和地方稅的逐項減
免額的上限設為 1 萬美元。州長提議與該上限脫鉤，這樣一來，紐約
州納稅人就不必繳納因該上限傳遞至州所得稅申報單而新增的 4.41
億美元州稅。該法案還與聯邦政府其他減稅改革措施脫鉤，從而從
2020 財政年度起每年為本州納稅人節省 2.69 億美元的稅金。30 日修
正案還將為每位報稅的納稅人保留本州的標準減免額。如果沒有這項
變革措施，每位納稅人將無法在州稅申報單上利用這項標準減免額，
紐約州納稅人從 2020 財政年度起每年將增加繳納 8.4 億美元的年度
州稅。

推行『修復紐約市 (Fix NYC)』小組近期提供的建議：
『修復紐約市』小組近期提供的下列建議作為即時措施推行。州議會將考慮該小組
提供的其他建議，並將繼續討論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
•

•

批准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設立試點計畫，在曼哈頓區 (Manhattan)
60 號街以南利用交叉路口監控系統處理『阻塞十字路口』交通違法行
為，從而減少阻塞城市街道並破壞交通流的交通違法行為。
指示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和紐
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全面審核運營、

•

•

法規、監管、許可及安全要求，這些要求與導致曼哈頓區交通阻塞的
通勤巴士、城際巴士、租賃巴士以及觀光巴士相關。
『修復紐約市』小組負責向紐約市計程車與豪華轎車委員會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NYC TLC) 提供與特定設備相
關的建議，這些設備應當安裝在所有計程車及出租車輛上，用於對在
規定的地理區域內出發或結束的行程收費，並規定紐約市計程車與豪
華轎車委員會為此設立統一的技術和標準。
『修復紐約市』小組負責提供建議，用於以最佳方式修改紐約市的標
牌計畫，從而減少過度使用標牌和濫用標牌。具體來說，該小組將關
注設計、發行或再發行標準、執行措施和追蹤措施，以及該計畫的所
有方面，並向相關的城市機構提供建議，這些機構隨後將考慮這些建
議來發佈法規制度，用於遏制濫用標牌的問題。

為兒童提供流感疫苗而不考慮其支付能力： 法案編纂了第 176 號行政命令，規定
藥劑師為 2-18 歲的兒童注射流感疫苗，並永久取締教育法的一個條款，該條款規
定藥劑師僅限為 18 歲以下的人員注射免疫劑。
保護兒童抵禦性罪犯： 禁止對 13 歲以下的兒童實施性侵的罪犯進入或居住在有
幼兒學習的學校附近，並禁止性罪犯居住在有家庭居住的臨時應急住房或收容所
中。要求紐約州矯正及社區監督署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DOCCS) 署長從州教育局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處獲取一份
學校清單，並將該清單發放給緩刑和假釋部門，確保性犯罪者遠離這些學校。
資助紐約州的預投票活動：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提供大約 700 萬美元資金，
供紐約州各郡在選舉日 (Election Day) 之前 12 日提供預投票。法案規定各郡在選
舉日之前 12 日至少為居民提供一個可供提前投票的投票點。選民至少在週中有八
個小時、週末有五個小時的投票時間。各郡的每 50,000 居民至少要有一個提前投
票點，代表兩黨的選舉委員應決定符合投票標準和便利性的具體提前投票地點。
禁止銷售合成大麻 (K2)： 把 36 種不同的化學成分添加至紐約州受控物質清單。
這 36 種成分通常被稱作 K2 並已列入聯邦受控物質清單，但只在紐約州某些郡境
內禁止銷售。這次行動確保紐約州各郡境內制銷這些成分的人員受到相同的刑事處
罰。
抗擊芬太尼危機： 把新的芬太尼類似物添加至本州受控物質明細表中 ，並授權紐
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Health) 廳長把聯邦明細表中新添加的所有藥物添加至
本州的受控物質明細表中。
打擊醫生不當行為：授權衛生廳廳長命令被控犯有與其行醫活動相關的重罪並且
其可疑行為能構成公共風險的醫生立即停止行醫，並取得搜查令用於搜查遭指控的

醫生的住宅、辦公室以及所屬物品。此外，該法案還縮短了提供相關憑證的響應時
間。
加強對監獄工作人員的懲戒程序： 法案向廳長賦予更大的權力，用於懲教被發現
犯下重大不當行為的僱員，這類似於提供給其他執法機構的權力，包括紐約州警察
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此外，這份法案更新了該機構的僱用政策，以確保不
滿足嚴格標準的個人從一開始就不會獲得聘用。
禁止警員與囚犯發生性關係： 確立人員在遭逮捕、拘留或以其他形式實際遭受監
禁時無同意行為能力。
准許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DASNY) 協助與
『提高刑事責任年齡 (Raise the Age)』相關的建築工程： 擴大權限，用於獲取紐
約州住宅局為地方社會服務區、緩刑部門以及非營利部門提供的債券融資服務與施
工服務；資助建造新的專用安全拘留所和/或及時改造現有的少年管教所，用於實
施『提高刑事責任年齡』法案。費用為 1,000 萬至 5,000 萬美元不等。
禁止使用所謂的『同性戀恐慌 (Gay Panic)』防衛和『反恐慌 (Trans Panic)』
防衛：
彌補本州法律內的這個漏洞，當前法律允許個人在襲擊了受害者後，根據認為或發
現的受害者的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取向，使用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恐懼症的辯護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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