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2020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頒行預算案 (ENACTED BUDGET) 的重點內容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房產稅上限將在今後 10 年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居民節省 70
億美元
把支出增幅限定在 2% 並為中產階級減稅，減稅第二年將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居民人
均節省 292 美元
撥發 5,860 萬美元專款，資助改進尼亞加拉 邊境區域交通管理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NFTA)
州長任命評委，負責審核提交給水牛城人行天橋廊道競賽 (Buffalo Skyway
Corridor Competition) 的方案，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的重點內容。該預算案基於州
長設立的 2019 正義議程 (Justice Agenda)，以全面條款確保人人享有社會和經濟正
義、保護紐約州全體民眾抵制華盛頓 (Washington) 方面不斷開聯邦倒車以及侵犯
中產階級的行徑、增加教育資金、改革本州刑事司法體制、支持紐約州不斷投入實
現強有力的女性議程、優先投資滿足紐約 21 世紀需求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預算
案連續第九年平衡支出並將其增速控 制在 2%。
「作為本年度預算案的內容，我們希望給紐約州西部地區制定有史以來最積極的工
作議程，而這正是我們所做的，」葛謨州長表示。「該方案鞏固了我們在紐約州
西部地區取得的進展和發展勢頭。各項指標最終都指向了正確的方向。人們知道水
牛城 (Buffalo) 變得不同了，經濟環境也變得不同以往，該計畫將給水牛城的重生
增添助力。」
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的重點內容：
•
•

州政府運作經費為 1,021 億美元 - 連續第九年把支出增長控制在 2%（州政
府運作經費不含聯邦政府資金和資本）。
2020 財政年度的所有資金支出定為 1,755 億美元。

•
•
•
•
•
•
•
•
•
•

將房地產稅上限永久限制為 2%，該上限自 2012 年實施以來為納稅人節省
約 250 億美元
增設學校援助資金 10 億美元以上，使學校援助資金總額達到 279 億美元
取消輕罪和非暴力犯罪的現金保釋，確保獲得快速審判的權利，轉變庭前證
據交換流程，從而實現徹底的刑事司法改革
在州長空前的未來五年 1,500 億美元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承諾基礎上，創造
67.5 萬個就業機會
編纂《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ACA)》條款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啟動廚餘回收計畫
將雅努斯 (Janus) 保護措施擴展至所有地 方政府，保證組織談判和集體談判
的權利
踐行立法會議前 10 週內通過對投票改革
向淨水基礎設施追加 5 億美元投資，本州在該領域的歷史投資將增至 30
億美元

惠及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重點戰略投資包括：
•
•
•
•
•
•
•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這將在今後 10 年給紐約州西部地區居民節省 70 億
美元資金
中產階級減稅，這將給紐約州西部地區居民人均節省 292 美元資金
撥款 5,860 萬美元給尼亞加拉邊境區域交通管理局
撥款 5,000 萬美元復興水牛城東區 (East Side)
撥款 17.5 萬美元給競賽優勝者，供其重新規劃人行天橋廊道 (Skyway
Corridor)
撥款 3,520 萬美元維護紐約州立大學 (SUNY) 設施並加以升級
撥款 1,000 萬美元解決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

經濟正義
永久固定大獲成功的房產稅上限： 隨著這一歷史性法案獲得通過，2020 財政年度
預算案將把房產稅上限永久固定為 2%，該上限自 2012 年實施以來為納稅人 節省
約 250 億美元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普通納稅人在今後 10 年將節省：
•
•
•
•
•

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County)： 7,853 美元
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County)： 8,605 美元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7,562 美元
伊利郡 (Erie County)： 11,796 美元
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11,079 美元

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 預算案支持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措施。
根據這些改革措施，減稅措施全面實施後，稅率將繼續下調至 5.5% 和 6%，中產
階級所得稅稅率將下調多達 20%，六百萬個報稅民眾截至 2025 年預計每年將節省
42 億美元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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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 21 世紀基礎設施
改善道路和橋樑：作為州長 1,000 億美元資金計畫的內容，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
算案包括撥款給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項目，其中包括：
•
•
•
•

撥款 1,250 萬美元，在奇克托瓦加鎮 (Cheektowaga)、西塞尼卡鎮 (West
Seneca)、艾瑪鎮 (Elma) 和瑪麗拉鎮 (Marilla) 大修路面。
撥款 730 萬美元，修復紐約州西部地區上方 394 號公路橋和波蘭鎮 (Poland)
賓州鐵路 (Penn railroad)。
撥款 730 萬美元，大修卡羅墩鎮 (Carrollton) 219 號公路沿線路面。
撥款 440 萬美元，修復承載波特鎮 (Porter) 和威爾遜鎮 (Wilson) 12 哩灣 (12
Mile Creek) 東向支流上方 93 號公路橋和 425 號公路橋的橋跨。

綜合地方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 地方公路援助計畫 (Local Highway Aid Program)：
預算案透過綜合地方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撥款 4,600 萬美元給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地方道路和橋樑。
紐約鋪路計畫 (PAVE NY) 地方公路援助計畫：預算案透過紐約鋪路計畫撥款 1,050
萬美元給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地方道路。
交通運作補助金 (Transit Operating Aid)：預算案在 2020 財政年度撥款 5,860
萬美元給尼亞加拉邊境區域交通管理局，比 2019 財政年度增加 510 萬美元。
向美國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計畫再投資 1,500 億美元：這些資本項目將於 2020 財
政年度啟動，在未來五年內落實葛謨州長空前的 1,500 億美元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承
諾，將開始重建交通系統、推動經濟發展、創建新的綠色設施並支持紐約州可持續
發展的能源未來。

延續紐約州自下而上的經濟發展戰略
繼續『水牛城十億 (Buffalo Billion)』計畫投資：紐約州撥發 5,000 萬美元專款復
興水牛城東區。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與水牛城合作，
制定由社區主導的包容性計畫，部署這筆東區廊道經濟發展資金 (East Side

Corrid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頒行專項資金將發放用於：(1) 東區主要街
道計畫 (East Side Main Streets Initiative)；(2) 指導基於新社區的開發人員協助開發
並實施項目；(3) 建築物維護基金，保護東區的歷史建築並維護，以供今後再利
用；(4) 協作建設密歇根大道非裔美國人遺址廊道 (Michigan Avenue African
American Heritage Corridor)，包括提供資本融資用來對建築物實施升級改造； (5)
投資東區的關鍵資產；(6) 直接項目資金；(7) 完善基礎設施和場所營造。其他外部
投資，尤其是來自地方慈善基金會的投資，預計將支持補充型的社區優先工作，
包括能力建設活動。
給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第九輪
活動撥款 7.5 億美元：2011 年，葛謨州長設立了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用於制定長期區域戰略經濟發展計畫。自那時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已撥款 61
億美元給 7,300 多個項目。這項策略已在紐約州創造或保留了超過 23 萬份工作。
行政預算案包含核心資本和課稅津貼，與各項現有的機構計畫相結合，第九輪區域
經濟發展委員會撥款將達到 7.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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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為第四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 1 億美元。
啟動另一輪紐約州立大學 2020 計畫 (NYSUNY 2020) 和紐約市立大學 2020 計畫
(NYCUNY 2020)：為了鞏固紐約州立大學 2020 計畫和紐約市立大學 2020 挑戰賽
撥款計畫 (Challenge Grant program)，預算案撥款 1.1 億美元啟動新一輪撥款。
利用技術提高學術成就、利用公私合作，更好地銜接學生和勞動力隊伍的計畫將優
先獲得撥款。
繼續實施經濟發展計畫： 預算案繼續支持各類項目，包括撥款 100 萬美元給水牛
城生物資訊與生命科學卓越中心 (Buffalo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Sciences)、撥款 100 萬美元給水牛城材料資訊卓越中心 (Buffalo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Materials Information)、撥款 96.06 萬美元給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of
Buffalo) 大數據與健康科學先進技術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Big
Data and Health Sciences)、撥款 10 萬美元給凱尼休斯學院 (Canisius College) 美國
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曲棍球賽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
Hockey)。
繼續投資旅遊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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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包括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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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ew York State Grown and Certified Program)：行政預算
案將繼續支持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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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該計畫開展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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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品嘗紐約』計畫設立於 2013 年，強調並鼓勵購
買紐約州出產的食物和飲品。事實證明，『品嘗紐約』計畫在增加紐約州優質食物
和農產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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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萬美元把『品嘗紐約』計畫擴大
至全州新設立的遊客接待中心。

確保全體民眾接受優質教育
增加 10 億元教育補助金：今年增加的資金有 70% 以上都提供給了高需求學區，
教育總撥款由此達到 279 億美元。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紐約州西部地區學校補
助金 (School Aid) 提高了 7,290 萬美元，包括增加 4,360 萬美元的基金會補助金
(Foundation Aid)，總金額共增加 3.10%。
高等教育基礎設施：紐約州西部地區將獲得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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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西部地區約有 55% 或者說超過 1.56 萬個全日制本科寄宿
生利用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或其他對學生提供財務援助的
計畫免除學費就讀公立大學，其中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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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司法改革：紐約繼續致力於構建更加公正的刑事司法體系，2020 財政年度頒
行預算案包括下列改革項目：
•

改革保釋和逮捕程式，以減少審前監禁： 2020 財政年度頒行預算案包含開
創性的立法，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內容，紐約州保釋制度將採取重大變革，

•

•

審前監禁人數將大幅減少。具體來說，輕罪和非暴力重罪的現金保釋將會被
取消，此外還將出臺一項新規定：由警方人員向大多數被控輕罪和 E 級重罪
的人開具出庭傳票而非拘捕。總的來說，這些改革會讓大多數（約 90%）
被指控但尚未被定罪的涉案人員在開庭前免於遭受牢獄之災。
保障迅速審判權：儘管美國憲法和州法律都有相應的原則規定，但對刑事被
告的快速審判最後往往變得很漫長（經常如此），導致審前監禁時間過長。
平均而言，州內有三分之二被監禁在當地監獄的人只是在等待開庭。延長監
禁給尚未判定有罪的人帶來了實際影響，這些人往往會因此失去工作，並影
響到其與社區其他人的聯繫。為解決這一不公正現象並減少刑事案件的積
壓，2020 財政年度頒行預算案包含的立法要求法院加強其司法問責製，
減少不必要的延誤以確保各方為審判做好準備。
改革證據開示過程：按照紐約州老舊的取證程式，控方律師在開庭審判前保
留基本證據，為徹底改革這一取證程式， 2020 財政年度頒行預算案中的立
法要求檢察官和被告在審判前共享所有已掌握的資訊。被告在認罪前，還將
有機會查看控方掌握的所有證據。改革後的取證程式要求控方律師在收到傳
訊後 15 天內向辯方提供可開示的資訊和材料。此外，立法還將對受害者和
證人做出保護， 賦予檢察官向法院提交申請保護令的權利，確保受害者和
證人免受恐嚇和其他形式的脅迫，並在必要時匿名身份資訊，確保證人的安
全和司法程序的嚴正。

為全體紐約民眾伸張正義

保護優質平價的醫療服務
改革醫療保健體系：預算案繼續支持醫療保健體系改革活動，包括：
•
•
•

•

•

羅斯維爾公園癌症研究所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RPCI)：預算案維持
撥款 1.03 億美元支持羅斯維爾公園癌症研究所。
資本重塑財務計畫 (Capital Restructuring Financing Program)（於 2015 財政
年度制定）：紐約州西部地區獲得 4,195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地區醫院。
基層醫療保健機構計畫 (Essenti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Program)（於 2016
財政年度制定）：紐約州西部地區獲得 1.138 億美元撥款用於支持地區醫
院。
全州醫療保健機構轉型計畫第一部分 (Statewide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gram I)（於 2017 財政年度制定）：紐約州西部地區獲得
1,070 萬美元撥款。
全州醫療保健機構轉型計畫第二部分 (Statewide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gram II)（於 2018 財政年度制定）：紐約州西部地區獲得
4,700 萬美元撥款。

養老：預算案在全州投資 1,500 萬美元滿足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NYSOFA) 支持服務經地方確定的能力需求，這些服務由郡級地
區養老機構 (Area Agencies on Aging) 管理，專門滿足老年人的需求來幫助他們維
持社區聯繫，並避免費用高昂的機構安置。這項投資將給西部地區社區服務機構追
加 190 萬美元資金。預算案還在各郡自主抉擇的前提下，批准服務機構給有能力
支付費用的人提供私人付費服務，從而再投資這些收益來改善服務。
將《平價醫療法案》和醫療交易所 (Health Exchange) 編入州法律：鑒於華盛頓方
面持續威脅要消除《平價醫療法案》取得的歷史進展，把《平價醫療法案 》的關鍵
條款和紐約州醫療交易所編入州法律將可確保無論聯邦層級採取何種行動，這些關
鍵條款都受到紐約州的保護。

設法終結阿片類藥物氾濫的局面
撥款抗擊阿片類藥物危機： 預算案撥款大約 1,000 萬美元，用於解決紐約州西部地
區的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危機 。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持大量的治療計畫，包括 3
個危機計畫、16 個住宿治療計畫、9 個門診計畫和 2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
以及一家由州政府運營的毒癮治療中心 (State-Operated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er)。這些計畫將提供個人和團體咨詢服務、藥物輔助治療 (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MTA) 服務、教育服務、病例管理、職業測評，並培訓就業技能、就業
準備、育兒、個人技能、社交技能和社區生活技能。
增加供應丁丙諾啡：丁丙諾啡是藥物輔助治療過程中的重要催化物，與美沙酮和
注射用納曲酮一樣，該藥品與咨詢相結合，用於幫助人們治療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
(Opioid Use Disorder)。為擴大使用丁丙諾啡，葛謨州長將指示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規定全州所有醫院制定醫療方案，供其急救部門
(Emergency Departments) 根據治療標準或轉診治療標準治療阿片類藥物使用障
礙。頒行預算案還禁止醫療方案要求事先批准藥物輔助治療。
在刑事司法部門擴大藥物輔助治療： 頒行預算案包括 475 萬美元資金（增加了
100 萬美元），用於支持在地方監獄提供藥物輔助治療 (MAT)，並利用聯邦基金把
藥物輔助治療擴大到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的另外三個機構。這些有效的計畫將支持囚犯康復，並在
他們獲釋前為其聯繫社區服務，從而增加他們成功的機會並減少再犯。
讓物質使用障礙治療惠及更多人： 頒行預算案規定醫療計畫實施最低承保標準，
以便更多人可以接受治療並承擔得起相關費用；禁止 拒絕醫學上必要的治療；禁止
每天進行多次共同支付，並要求將行為健康共同支付與初級保健共同支付做到等
同。这些變革將消除对纽约毒瘾人员的管理和费用负担。

確保為地方政府提供補助金
支持地方政府：利用自治市補助金和獎勵資金計畫 (Aid and Incentives for
Municipalities program) 以及其他收益分享計畫維持 2.123 億美元撥款以支持紐約州
西部地區各自治市。
維持視訊彩票終端政府補助金 (Video Lottery Terminal Impact Aid)：對紐約州西部
地區各自治市維持 120 萬美元資金的視訊彩票終端政府補助金。
維持公民賦權退稅額 (Citizen Empowerment Tax Credit)：給七項鄉解散工作維持
515.799 萬美元的公民賦權退稅額。
給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提供補助金：提供 100 萬美元補助金給詹姆斯敦市。
確保提供災害援助金： 預算案繼續給與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洪水相關的重建項
目提供州設施與市政設施 (State and Municipal Facilities) 資金。
支持鄉村租金援助計畫 (Rural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RRAP)：頒行預算案面
向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鄉村租客提供 900 多套低收入住房的租金援助金。
支持街區維護計畫 (Neighborhood Preservation Programs, NPP) 與鄉村維護計畫
(Rural Preservation Program, RPP)：頒行預算案撥款 200 多萬美元給街區維護計
畫和鄉村維護計畫來支持社區非營利團體，這些團體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提供住房援
助金、社區改造活動以及租金 補貼。

延續紐約州在環境工作方面的領導地位
擴大可再生能源投資： 在葛謨州長提出的綠色新政計畫 (Green New Deal) 中，
領先全國的清潔能源和就業議程提出將幫助紐約州逐步達成在 2030 年前利用可再
生能源製造 70% 電力以及到 2040 年實現 100% 無碳發電，2020 財政年度頒行預
算案把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的職責擴大至向客戶提供可再生能
源和能源效率服務。
投資清潔飲用水：2020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將延續本州歷史性規模的 25 億美元投
資，繼續在清潔用水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資 5 億美元。
禁止使用塑膠袋：預算案包括立法禁止向顧客提供一次性塑膠袋，允許各郡和各
市每個紙袋收取 5 美分費用，本項收入的 40% 納入當地項目為低收入和固定收入
消費者購買環保袋 ，收入的 60% 用於支持本州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實施各類計畫。

刷新提供給環境保護基金的創紀錄的撥款： 頒行預算案包括提供 3 億美元的環境
保護基金，創該計畫歷史最高撥款水平。
州立公園：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包括撥款 1.1 億美元改造州立公園，
從而為紐約州的公園持續注資。
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保
護廳獲得 5,500 萬美元撥款，用於繼續資助探索紐約 (Adventure NY) 計畫，與此同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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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預算案為環境保護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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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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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 (Zoos, Botanical Gardens, and Aquaria, ZBGA)：頒行預
算案包括在 2019 - 20 年度為全州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撥款 1,600 萬美元。
2019 年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8 年，西部地區的
下列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透過該計畫獲得了 100 多萬美元的撥款：
•
•
•
•
•
•

水牛城與伊利郡植物園協會有限公司 (Buffalo and Erie County Botanical
Gardens Society, Inc.)
水牛城自然科學協會 (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
詹姆斯敦市奧杜邦協會 (Jamestown Audubon Society)
尼亞加拉水族館基金會 (Niagara Aquarium Foundation)
法伊弗自然中心與基金會有限公司 (Pfeiffer Nature Center and Foundation
Inc.)
水牛城動物學協會有限公司 (Zoological Society of Buffalo, Inc.)

市立公園：頒行預算案擬議的環境保護基金在 2019 - 20 年也為全州市立公園
(Municipal Parks) 撥款 1,950 萬美元。2019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8
年，紐約州西部地區下列機構和場所透過該計畫獲得了 190 多萬美元的撥款：
•
•
•

尼亞加拉邊境旋轉木馬協會 (Carousel Society of the Niagara Frontier)
水牛城尼亞加拉自由站點聯盟有限公司 (Buffalo Niagara Freedom Station
Coalition, Inc.)
斯普林威爾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Springville Center for the Arts, Inc.)

•
•
•
•
•
•

聖盧克聖公會 (St. Luke's Episcopal Church)
肖托夸郡流域保護有限公司 (Chautauqua Watershed Conservancy, Inc.)
拉卡瓦納市 (Lackawanna)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有限公司 (Western New York Land Conservancy,
Inc.)
伊甸鎮 (Eden)
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在本次立法會議的前 12 週，紐約州批准了下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取得了歷
史性進展：
•
•
•
•
•
•
•
•
•
•
•
•
•
•
•
•
•
•
•

《生育健康法案 (Reproductive Health Act)》
《全面避孕保障法案 (Comprehensive Coverage Contraceptive Act)》
《危險信號法案 (Red Flag Bill)》
禁止囤積槍支
延長背景核查等待期
啟動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填補有限責任公司漏洞
同步聯邦和州選舉
未成年人預先登記
提前投票
普遍登記轉移
推進無理由缺席投票
推進同日登記
《兒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
《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取締性傾向轉變療法
禁止色情報復
《家暴倖存者司法法案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Justice Act)》
加強對工作場所母乳餵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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