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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9 EXECUTIVE
BUDGET) 哈得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重點工作內容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制華盛頓 (Washington)

聯邦政府發動的攻擊
推行計畫用於在伍德伯里鎮 (Woodbury) 設立道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州長還重點介紹了計畫用於對斯圖爾特機場 (Stewart Airport) 開展現代化建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哈得遜谷中部地區的區域
重點工作內容，該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禦聯邦政府發起的災難性的行動、鞏固中產
階級的地位、削減賦稅，並對哈得遜谷中部地區的未來做明智的投資，藉此推進本
州為兌現進步政府的承諾而開展的工作。預算案連續第八年穩定支出增速並將其控
制在 2% 以下。
「紐約州在過去八年整頓本州的財政紀律，對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提供明智的投
資、並確保紐約州成為美國的標桿，因此取得了重大進步，」 州長葛謨表示。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保護納稅人抵制聯邦政府發動的攻擊、創造就業、提供教
育投資，並實施大膽的政策使紐約州變得對全體民眾更加公正平等，利用這些措施
鞏固我們出色的成就記錄，並繼續推動紐約州前進。」
哈得遜谷中部地區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的重點內容：
•

繼續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有 489,115 個納稅人
在 2018 年將平均減稅 298 美元，該數字將逐步提升，哈得遜中部地區有
648,238 個納稅人在 2025 年將平均減稅 831 美元。

•

•

•
•
•
•
•
•
•
•

為中產階級家庭把『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的收入資
格提高至 11 萬美元；哈得遜中部地區就讀公立學校的學生如今將有 41%
的人憑著該計畫免費入讀大學。
把哈得遜谷中部地區的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增加 7,980 萬美元，包括把
公立校區補助金 (Foundation Aid) 增加 2,200 萬美元，撥款總額由此達到 24
億美元。
其中包括撥款 1,200 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 (SUNY) 高等教育基礎設施。
繼續提供創歷史規模的 3 億美元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撥款。
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設立第三輪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推進計畫用於設立伍德伯里鎮道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 心。
包括給貝拉瑞滑雪度假村 (Belleayre Ski Resort) 提供 1,000 萬美元的資本融
資。
撥款 2,800 萬美元支持海德公園鎮 (Hyde Park) 薩克啤酒廠 (Sake Brewery)。
撥款 1,020 萬美元支持擴建貝考恩市 (Beacon) 咖啡館香料食品生產廠 (Café
Spice Food Manufacturing Facility)。

2019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中有利於哈得遜谷中部地區的重要計畫和投資包括：
保持紐約州的經濟競爭力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採取積極措施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政府賦稅攻擊造成
的災難性影響、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推進各項工作用於改善紐約州
的商業環境，並改善賦稅系統的公正度。
反擊聯邦政府發動的賦稅攻擊
近期頒布的聯邦稅法是針對紐約州發起的攻擊行為。該法規破壞州稅和地方稅的減
免措施，提高中產階級家庭的房產稅和州所得稅。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反擊
聯邦政府制定的計畫，以及損失的所得稅減免額和房產稅減免額。
這部新的聯邦法律對紐約州造成了過大的負面影響，紐約州每年提供給華盛頓政府
的資金本就比其獲得的聯邦資金多 480 億美元。紐約州金融稅務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ax and Finance) 近期發佈的報告指出，僅全面取締州稅和地方稅
(State And Local Taxes, SALT) 減免額就導致紐約州額外損失了 143 億美元資金。
在哈得遜谷中部地區，全面取締州稅和地方稅減免額將影響到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33.4 萬個納稅人。

葛謨州長還從三個渠道開展工作，用於反擊聯邦政府針對紐約州發起的賦稅攻擊。
第一步是多州聯盟起訴聯邦政府，該聯盟目前包括紐約州、馬里蘭州 (Maryland)、
新澤西州 (New Jersey)、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這項工作的第二步是制定廢除
與替換戰略，第三步是探索對州賦稅政策結構實施重大變革的可行性。
紐約州與稅法專家、參眾兩會、僱主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實施全面的協作過程，
擬定提案用於為紐約州納稅人提高公平度，並保護紐約州經濟的競爭力。行政預算
案 30 日修正案包括透過基於僱主的可選體系維持州稅與地方稅減 免額、設立新慈
善捐款基金，並使紐約州脫離聯邦稅法。
繼續為中產階級削減賦稅
預算案支持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 2018 年，哈得遜中部地區 489,115 個
納稅人將平均減稅 298 美元。2025 年，哈得遜中部地區 648,238 個納稅人將平均
減稅 831 美元。新稅率全面實施後將成為 70 多年來的最低稅率，4 萬至 15 萬美
元收入段的所得稅從 6.45% 下調至 5.5%，15 萬美元至 30 萬美元收入段的所得稅
從 6.65% 下調至 6%。截至 2025 年，新下調的稅率每年將為紐約州中產階級民眾
節省 42 億美元稅金。
推進共享服務
葛謨州長利用共享服務計畫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為數百萬紐約民眾減少當地
房產稅。 根據紐約州全郡共享服務計畫法規制定的首批共享服務計畫 (CountyWide Shared Services Initiative) 包括 389 份提案，在 2018 年預計共將節省 2.08
億美元。為了鞏固這一成就，預算案提供 2.25 億美元用於把共享服務工作組設為
常駐單位、糾正妨礙地方政府參與共享服務的官僚主義壁壘，並為地方政府節省的
資金提供配套資金。
投資於就業和基礎設施
推進計畫用於對斯圖爾特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
州長設立的 2018 年工作日程推進一項計畫，用於對斯圖爾特機場開展現代化建
設，實施擴建並更名。機場的現代化建設項目將支持修建一座永久性美國海關及邊
境保護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聯邦檢查站 (federal inspection
station, FIS)，從而為哈德遜谷中部地區世界一流的景點和名勝提供更加便利的交
通。新建聯邦檢查站將使得該機場得以接受國內外的航班，為所有旅客改善乘機體
驗。此外，作為現代化改造和提高知名度的一部分，該機場還將重塑品牌，更名
為：紐約州斯圖爾特國際機場 (New York Stew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推進計畫用於設立伍德伯里鎮道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州長設立的 2018 年工作日程包括在伍德伯里鎮設立道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這個建設項目於去年十一月動工，將推動該地區的旅遊業和經濟增長，並把伍德伯
里名牌特價店 (Woodbury Common) 周圍的交通擁堵和事故減少 50% 以上。道路、
交通與經濟發展中心將採用《項目勞資協議 (Project Labor Agreement)》，預計在
項目建設過程中創造 700 份工作。
推動貝拉瑞滑雪度假村實施設備改建
2017 年，葛謨州長宣佈投資 800 萬美元在貝拉瑞滑雪度假村建造纜車。纜車開放
運營以來，該度假村的遊客人數增加了將近 10%。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括追加
1,000 萬美元的新資本融資，用於對貝拉瑞滑雪度假村實施戰略現代化升級，從而
繼續對該度假村實施改造。
撥款 1,020 萬美元支持擴建貝考恩市咖啡館香料食品生產廠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支持咖啡館香料食品生產廠，這是一家生產鮮制食品的家族
公司，該公司投資 1,020 萬美元在哈德遜谷擴建。該項目將保留 133 份工作，
並在今後 5 年新增 151 份工作。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提供價值高達 500 萬美元的獎勵。由於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獎勵，該公司能夠
留在紐約州境內，並為哈德遜谷的經濟新增 151 份工作。
撥款 2,800 萬美元支持海德公園鎮薩克啤酒廠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支持生產世界著名的獺祭 (DASSAI) 高級純米大吟釀米酒
(Junmai Daiginjo) 的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 (Asahi Shuzo International Co., Ltd.) 與美國
烹飪學院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CIA) 開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合作，在哈德遜
谷建造紐約州最大規模的同時也是首家米酒釀造廠 ，從而在美國推動與米酒有關的
宣傳和認知。美國烹飪學院在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支持下，將設立課程、認證計
畫、講習班、特殊活動以及品酒會。作為一項合作內容，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將在
海德公園鎮開設首家美國釀酒廠，距美國烹飪學院不到一英哩距離。 新釀酒廠位
於 9 號公路 (Route 9) 與圣安德魯路 (St. Andrews Road) 拐角處，工程預計在 2018
年春季動工，計劃在 2019 年年初開放。釀酒廠全面投產後，每年將生產 332,640
加侖米酒。
為了支持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在紐約州發展，帝國州發展公司透過『精益求精』
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 為這家日本釀酒廠提供高達 588,235 美元基於績

效的退稅額。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將給這家工廠投資超過 2,800 萬美元，並創造
32 份新工作。
美國烹飪學院和旭酒造國際有限公司還將尋找研發機會，用於進一步尋找可以透過
哪些途徑利用米酒及其釀造過程產生的副產品增加食品 風味和補充烹飪技術，以及
新系列米酒產品的潛力。
重建當地道路和橋樑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括透過綜合地方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CHIPS) 給哈得遜谷中部地區的地方道路
和橋樑撥款 4,740 萬美元。此外，預算案還透過紐約鋪路 (PAVE NY) 計畫給哈得
遜谷中部地區的地方道路撥款 1,080 萬美元。預算案還分別給韋斯特徹斯特郡和紐
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提供 5,670 萬和 48
億美元的創紀錄交通補助金。
推動婦女工作日程
葛謨州長為紐約州提出可靠的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 (2018 Women's Agenda)，
利用 30 多份提案推進平等性，並增加婦女和兒童在醫療、安全性、工作場所以及
家庭生活中的機會。葛謨州長還提議立法避免公用資金用於解決個人性騷擾索賠案
件，免除僱傭合同中訂立的強制性仲裁政策，要求與州政府擁有生意往來的任何企
業上報性騷擾審判案件數量和已經執行的禁止披露協議的數量。此外，州長概括介
紹了全面的方案，把『性勒索』和通常稱作『色情報復』的非自願色情作品確定為
非法行為。 更多與州長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相關的資訊，請見 此處、此處和此
處。
為全體民眾保障司法公正
葛謨州長在任期間持續推進重要的刑事司法公正變革措施，用於改進司法體制從逮
捕到社區再融入的每個階段。這些重要變革措施在剛過去的一年獲得批准，包括提
高刑事責任年齡 (Raising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把意義重大的《哈雷爾哈寧訴紐約州案 (Hurrell-Harring)》調解協議提出的貧困被告人刑事辯護改革措施拓
展至全州，規定執法人員給重大違法行為的審訊過程錄製視訊，並准許把恰當實施
的目擊證人辨認結論納入到庭審證據中。
2018 年，紐約州將利用多渠道變革套案為本州刑事司法體系重塑基本的公正性，
包括：
•

為面臨輕罪或非暴力重罪指控的人取締金錢保釋制度；

•
•

•
•

拓展證據開示過程至涵蓋及時披露資訊，包括有利於被告方的證據和資訊；
預期的證據；專家意見證據；證人的犯罪史資訊；搜索擔保資訊；
減少法庭審理過程中不必要的延誤和休庭，規定羈押的人員及其律師同意簽
署快速審理棄權書，該棄權書必須由法官批准，並確保控方無法滿足截止日
期時，避免被告被不必要地羈押；
禁止所有財產凍結措施，但執行逮捕的情況除外，並面向地方執法人員和地
方檢察官強化報告要求；
面向從監禁過渡至社區的人員完善重返社會的過程。

推進民主政治工作日程
正如 2016 年選舉活動證明的，社交媒體是個被高度利用的工具，用於發佈政治廣
告並供人瀏覽，但是社交媒體平台上的政治廣告的管理方式不同於傳統媒體平台上
發佈的廣告。這為肆無忌憚的破壞分子創造了新機會用於不當影響我們的政治過
程。今年，葛謨州長提出最強硬並且最全面的政策用於確保紐約州的選舉活動保持
公正透明，並歸檔在線政治廣告供所有人查看，包括：
•

增加數字政治廣告的透明度；
擴大紐約州對政治通訊的定義，涵蓋付費網絡和數字廣告
o 關於個人或團體購買用於在數字平台上公佈的所有政治廣告，規定相
應的平台保留此類廣告的公共文件
o 規定在線平台開展合理的工作以確保外國人和外國實體不以影響美國
選舉為目的購買政治廣告
o

•
•
•
•
•
•

啟動提前投票；
採用自動選民登記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准許同日選民登記；
增強全州選舉網路安全韌性並抵制選舉干擾；
成立選舉支持中心 (Election Support Center)；
創建選舉網路安全支持工具包並實施部署。

教育撥款
支持幼稚園至 12 年級教育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既有成就，鞏固教育成果並在紐約州各地增加提供
優質教育機會。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體現了州長對教育領域做出的堅定承
諾，為哈得遜谷中部地區增加 7,980 萬美元的學校補助金，包括增加 2,200 萬美元
的公立校區補助金，撥款總額增加 3.41%。

繼續提供意義重大的『精益求精』獎學金
預算案為中產階級家庭把『精益求精』獎學金的收入資格提高至 11 萬美元。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款 1.18 億美元，用於在該計畫的第二年加以擴張。利用這項獎
學金，哈得遜谷中部地區報名就讀公立學院的全日制本科住校生有 41% 或者說將
近 1.72 萬人可以免費上大學。此外，哈得遜谷中部地區將獲得 1,200 萬美元的資
本融資，用於維護和升級其紐約州立大學高等教育設施。
保護和改善環境
繼續提供創歷史規模的環境保護基金投資
《2019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 億美元持續支持環境保護基金，金額創該計畫
的歷史最高撥款水平。
投資於州立公園
紐約州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包括在全州撥款 9,000 萬美元用於改造州立公
園，從而為紐約州公園持續注資。
醫療保健撥款
抗擊阿片類藥物氾濫
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利用顯著增加的治療能力、強有力的支持服務、清除
獲取優質醫療面臨的障礙，公共意識和教育活動，採取大膽措施處理致死的阿片類
藥物成癮全國危機造成的當地影響。但是，儘管取得了這一進展，過多紐約民眾仍
忍受著成癮帶來的折磨。為了解決這場公共健康危機，葛謨州長提出全面方案用於
對導致這種流行病難以根除的醫藥公司追究責任；針對處方類阿片藥物造成的成癮
問題強化保護措施；採取措施取締成癮治療和康復服務面臨的保險障礙；指示州機
構指示法規及政策變革，醫藥增加提供物質使用障礙服務。州長本週還宣佈啟動為
期 30 日的預算修訂，將 11 種芬太尼類藥物添加至本州受控物質明細表中，授權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Health) 長將聯邦明細表中新添加的任何藥物添加至
本州的受控物質明細表中。 葛謨州長還宣佈實施另一項修訂措施，把通常稱作 K2
的 36 種不同的化學物質添加到本州的受控物質清單內。
維持參與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計畫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的民眾參加醫療補助計畫的資格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確保參與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計畫的民眾將繼續有資格參
與本州資助的醫療補助計畫，無論聯邦政府作何變更或終止該計畫。紐約州約有
4.2 萬人參與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計畫，如果聯邦政府變更或終止該計畫，其中很多
人有可能失去基於就業的醫療保險。根據紐約州法律，參與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計畫
的民眾被認定為按有色族裔條例而獲准永久居留者 (Permanently Residing Under
Color of Law, PRUCOL)，並有資格參加本州資助的醫療補助計畫或兒童健康保險計
畫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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