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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介紹了 2016-17 年度州預算案協定中有關紐約市的重大成就。
除 15 美元全州最低工資方案、國內最強大的帶薪探親假政策，及會將中產階層稅率降至
70 年來最低水平的個人所得稅降低之外，該預算案中包括許多可發展經濟及打造更強大、
更清潔、更綠色和更健康的紐約州的標誌性投資。
有關 15 美元最低工資方案、12 週帶薪探親假方案、42 億美元中產階層減稅和 248 億美
元學校補助金之資訊，請參見這裡。
2016-17 年度州預算案中有關紐約市的亮點包括：
年度州預算案中有關紐約市的亮點包括：
學校補助金：
學校補助金：紐約市將會獲得 96.8 億美元的學校補助金 – 較去年增加 5.25 億美元。該市
將會獲得 2800 萬美元的社區學校撥款。該預算案完全恢復了該市 8720 萬美元的 Gap
Elimination Adjustment。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州勞工部(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預計紐約市將會有 927,400 名工人因 15
美元的最低工資而獲得更高的報酬，可為該地區經濟再投入約 65 億美元。
對於被大型公司（至少擁有 11 名僱員）僱用的紐約市工人，最低工資會於 2016 年年底
提高至 11 美元，爾後逐年再提高 2 美元，並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達到 15 美元。對於
被小型公司（擁有 10 名或更少僱員）僱用的紐約市工人，最低工資會於 2016 年年底提
高至 10.50 美元，爾後逐年再提高 1.50 美元，並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達到 15 美元。
帶薪探親假：
帶薪探親假：州勞工部預計紐約市將會有 2,938,595 名私營部門工人有資格享受 12 週的
帶薪探親假。
中產階層減稅：
中產階層減稅：當全面實施後，該預算案的中產階層減稅將會為紐約市的 2,027,063 名納
稅人總共節省 13.2 億美元，每年人均節省 653 美元。

該預算案中專門針對紐約市的投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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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億美元，用於轉變布碌崙中的醫療服務
• 275 萬美元，針對布朗士中的脫貧計畫
• 1000 萬美元，用於中心區復興計畫
• 270 億美元，用於 MTA 資本計畫 – 史上最高
o 1,000 臺新地下鐵列車
o 1,400 臺新巴士
o 300 臺新通勤列車（針對 Hudson Valley 和長島）
o 升級軌道、訊號、場站、倉庫、車站和橋樑
• 支援對 Penn Farley 和 LaGuardia 新機場的再開發
• 10 億美元，用於第二大道地下鐵
• 10 億美元，用於賈維茨中心
• 4 座大都會北方鐵路局車站（位於布朗士中）
• 1500 萬美元，用於 START (Systematic, Therapeutic Assessment, Respite and
Treatment)計畫，以確保有效治療並降低對更高水平服務的依賴。
• 2.95 億美元，用於替換布碌崙與皇後區之間的 Kosciuszko 大橋。
• 1.59 億美元，用於 Bruckner 快速路高架橋改造專案的 I 期，1.29 億美元用於 II
期。
• 2.5 億美元，用於改造跨布朗士快速路上的六座橋。
• 9700 萬美元，用於退役 Sheridan 快速路並新建一條市區大道。

該預算案中其他地方性的重大計畫和投資包括：
支援公立高等教育
對於紐約州立大學，為州營運的校園增加 5600 萬美元的一般營運支援和僱員附加福利金。
批准四家大學中心將非住校大學生的學費提高最高 10%，預計產生 2200 萬美元的額外收
入。
該預算案亦包括為紐約市立大學的高級學院撥付超過 16 億美元的州支援，包括增加
2900 萬美元的一般營運支援和僱員附加福利金。本州將會指派一名管理組織專家來重建
行政和後臺職能，並提交一份全面計畫包含在下個州預算中。該計畫不僅會為 CUNY 帶
來巨大節省，而且包括與 SUNY 的共享服務機會。
為了為 SUNY 和 CUNY 開創更光明的未來，該預算案為新一輪的競爭性 NYSUNY 2020
和 NYCUNY 2020 資本挑戰助學金大賽提供 1.1 億美元。這些資源可資助校園計畫來改
善學業成績，提高效率，及促進創新和經濟發展。為戰略計畫投入 10 億美元來讓民眾更
上得起大學，並鼓勵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生在紐約州中開創其未來，包括為學費援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增加撥款及支援 Get on Your Feet 貸款減免計畫。
該預算案亦包括 2000 萬美元的投資來支援 SUNY 和 CUNY 的勞動力培養計畫，讓學生
們準備好從事 21 世紀的職業。這包括：
• 1500 萬美元，用於清潔能源勞動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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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對全州的下一代清潔能源工人進行教育，以確保紐約州在清潔技術勞動力
培養方面引領全國。
o 擴大由 SUNY 提供的清潔技術和可再生能源計畫。
• 500 萬美元，用於建立 SUNY/CUNY 學徒計畫
o 提升與紐約州僱主的 SUNY/CUNY 創新合作，並成為國內最大的全州公私
學徒計畫之一
o 保證學生在參加登記的學徒計畫的同時修完學位，最終讓數千名紐約州人
準備好從事大型和小型公司中新的先進製造工作。
o 將教室教學與本州僱主所看重的付費在崗訓練聯繫起來。
城市青年工作計畫稅收優惠：
城市青年工作計畫稅收優惠：
該計畫鼓勵企業僱用那些生活在貧困率和失業率最高的市鎮、年齡介於 16 至 24 歲的失
業弱勢青年。這筆針對 2016 和 2017 僱傭年的年度撥款從 2000 萬美元增至 5000 萬美元，
其中每年全州可獲得 2000 萬美元。
5000 萬美元的 I LOVE NY 投資
該預算案中包括增加 5000 萬美元來開展 I LOVE NY 推廣活動，以繼續發展紐約州重要
的旅遊業 – 該行業於 2015 年支援了超過 883,000 份工作，經濟效益高達 1000 億美元。
5400 萬美元用於擴大執法能力及幫助反恐
近期的恐怖襲擊顯現出一種趨勢，即實施採用軍式攻擊性武器，及實施獨狼攻擊的本土極
端分子的協同襲擊。這些襲擊更容易在美國本土實施，並可能在紐約州的任何地方發生。
這種恐怖主義的新常態需要擴大本州的反恐工作。
該預算案中包括一筆 4000 萬美元的投資（州長於州情咨文中首次提議）來擴大全州執法
機關的執法力度，其中 1000 萬美元用於地方執法機關的安全設備，及投入 400 萬美元來
為紐約州警察提供強力步槍、防彈衣和防彈頭盔，以及必要的訓練來幫助他們準備好打擊
不斷演變的恐怖主義威脅。
環保基金
該預算案中包括為 EPF 撥款 3 億美元，這是該計畫歷史上最高金額的撥款，較 2016 財
年增加了 1.23 億美元。這次增資將會為農地保護、農業計畫、入侵物種預防和根除、水
質改善、市政循環利用，及一項積極的環境公正工作計畫提供創紀錄的資金。另外，這種
撥款水平將會建立新計畫來幫助社區透過恢復能力計畫和資本專案來應對氣候變化，並減
少電力行業之外的溫室氣體排放。
水利基礎設施法案
2015 年的《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可為市政當
局提供資金來開展重大的飲用水和汙水系統改造專案。今年的預算案將該法案的撥款從
2015 年批准的 2 億美元增至 4 億美元。透過該法案提供的資金將會幫助地方政府推進近
20 億美元的地方飲用水和汙水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創造約 33,000 份建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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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鴉片類藥物濫用
打擊鴉片類藥物濫用
該預算案為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投入 2500 萬美元來應對海洛因/鴉片類藥物危機，將支出從 2016 財年的 1.41
億美元增至 2017 財年的 1.66 億美元（自 2014 財年以來增加了 5100 萬美元）。這筆資
金將會用於為海洛因、鴉片類藥物及其他物質濫用疾病患者擴大獲得預防、治療和康復支
援服務的管道。另外，為進一步應對鴉片類藥物濫用危機，該預算案中包括一項計畫，將
要求管控式醫療組織對在 30 天內超過四個處方的鴉片類藥物補充進行預先批准。該計畫
將不包括患有癌症、鐮狀細胞疾病或接受收容治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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