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4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STATE 

BUDGET)》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重點工作內容  

 

州長發佈斥資  5,370 萬美元的大羅徹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改造項目的新效果圖  

 

2018 年州預算案推進葛謨州長設立的《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 

 

為五指湖地區逾  32.1 萬個納稅人把賦稅削減至  70 年來的最低水平  

 

根據州長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Program)， 

五指湖地區  79% 的家庭將有資格免費就讀紐約州  2 年制和 4 年制公立學院  

 

預算案提供創紀錄規模的  258 億美元教育補助金  (Education Aid)，  

比去年增長  4.4% 

 

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給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支持性住房，  

撥款 1,000 萬美元設立光電企業挑戰賽  (Photonics Venture Challenge) 

 

展示五指湖地區預算案重點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2018 年州預算案》五指湖地區的重點工作內容，

該預算案鞏固了州政府過去六年的財政紀律、強化了中產階級的地位、減輕賦稅並

對紐約州的未來做理性投資。預算案連續第七年保持穩定並將支出增速控制在  2% 

以下。展示五指湖地區預算案重點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五指湖地區《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的重點內容包括：  

•  提高對百萬富翁的稅率，從而保留  34 億美元的收益。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GRIABoard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EQxkPN0d0&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EQxkPN0d0&feature=youtu.be


•  開始對紐約州  600 萬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五指湖地區的納稅人

將節省 3.33 億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345 美元。全面分階段實施後，減稅

措施將為該地區超過  32.1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664 美元的優惠。  

•  撥款 1.63 億美元讓中產階級家庭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免交學

費。五指湖地區有  55,747 個家庭有資格申請精益求精獎學金。  

•  把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

補助金 (Foundation Aid)，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增幅達 

4.4%。 

•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 提高兩倍，從而為五指湖地區  9,1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提供平

均 193 美元的納稅優惠，共計為該地區削減大約  180 萬美元的賦稅。  

五指湖地區的重點戰略投資包括：  

•  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  提供 7.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大獲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以實施第七輪計畫  

•  提供 2.09 億美元資金給五指湖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  提供 2 億美元資金用於鋪設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即全國最大規

模的多用途州級步道  

•  提供 1.03 億美元給各自治市，包括下列項目：  

•  提供 9,980 萬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給各自治市  

•  提供 320 萬美元資金給視訊彩票終端政府補助金  (Video Lottery Terminal 

Impact Aid) 

•  透過我 ❤ 紐約  (I ❤ New York) 提供 7,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宣傳全州旅遊業  

•  提供 2,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羅切斯特市建造支持性住房  

•  提供 2,000 萬美元資金支持在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T) 建設減少內含能源與減少排放量研究所  (Reducing 

Embodied-energy and Decreasing Emissions，REMADE) 

•  提供 1,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五指湖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  

•  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設立光電企業挑戰賽  

•  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復興五指湖地區的一個市中心區，這是斥資 1 

億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第二階段工作內

容之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還在全州境內啟動乘車共享服務。《2018 財政年度州

預算案》全州投資項目的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assage-fy-2018-state-budget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中有利於五指湖地區的其他重要計畫和投資包括：  

 

教育撥款  

 

設立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預算案頒布了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用來讓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工薪階層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負擔得起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

學兩年制學院和四年制學院的教育費用。五指湖地區  55,747 個家庭有資格參加該

計畫。此外，五指湖地區將獲得  1,67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維護和升級其紐約州立大

學高等教育設施。  

 

支持幼稚園至  12 年級 (K-12) 教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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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教育補助金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

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或者說

增加 4.4%。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在過去六年增加了  62 

億美元，或者說  32%。《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為五指湖地區增加了  6,020 萬美

元的學校補助金，包括增加  4,100 萬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  

 

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增加紐約州課外活動撥款，為本州  16 個帝國州減貧計

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的公共課外活動計畫提供  3,500 萬美

元的新撥款，其中包括羅徹斯特市和全州兒童貧困率較高的社區。這筆新撥款將額

外創造 2.2 萬個新地點供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計畫。  

 

降低賦稅並支持地方政府  

 

為五指湖地區  32.1 萬個納稅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開始為紐約州民眾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五

指湖地區的納稅人將節省  3.33 億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345 美元。全面分階段實

施後，減稅措施將為該地區超過  32.1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664 美元的優惠。  

 

為五指湖地區的  9,100 個家庭把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  (Middle Class Child 

Care Tax Credit) 上調兩倍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頒布上調的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該抵稅額將幫



助 20 多萬個中產階級家庭增強對兒童看護服務的負擔能力。新退稅額將補充現有

的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年收入在  6 萬至 15 萬美元之間的家庭的補助金金額將增加兩倍以上，每

戶家庭的平均退稅總額因此從  169 美元增至 376 美元。 

 

增加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這將為五指湖地區  9,1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

提供平均 193 美元的納稅優惠，共計為該地區削減大約  180 萬美元的賦稅。  

 

削減財產稅和地方政府費用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州長的工作，用於減輕財產稅負擔並鞏固  2% 財產

稅上限取得的成果。紐約州普通房主支付的財產稅金額比紐約州所得稅金額高  2.5 

倍以上。預算案將給公民賦權用於控制地方政府費用，規定各縣召集地方政府尋找

有效措施，從而切實可重複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共享乘車服務計畫須通過聽證會

和公眾評論期。  

 

為地方政府提供州補助金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提供  1.03 億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給五指湖地區的

各自治市，包括  9,980 萬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以及  320 萬美元的視訊彩票

終端政府補助金  (Video Lottery Terminal Impact Aid)。 

 

提供預算彈性以應對潛在的聯邦補助金損失  

 

鑒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帶來的潛在威脅，《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提供

彈性供紐約州調整財政年度的支出，以彌補巨額的聯邦補助金損失。若聯邦醫療補

助計畫 (Medicaid) 或非醫療補助計畫聯邦資助金額減少  8.5 億美元或以上，紐約州

預算部部長將制定計畫以統一削減支出。除非州議會在  90 天內批准自己的計畫，

否則該計畫將自動實施。  

 

投資於就業和基礎設施  

 

交通  

 

撥款 3,980 萬美元用於改造大羅徹斯特國際機場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提供  3,980 萬美元資金給大羅徹斯特國際機場，用於

啟動斥資 5,370 萬美元的項目，從而把這個設施陳舊的交通樞紐改造成現代化交通

中心。項目將大規模重新設計航站樓、採納可持續元素，例如太陽能電池板和雨水

集蓄、新標牌、強化安保措施、利用新技術改善交通便利性、提供高級購物與餐飲



選擇，從而改善乘客整體體驗。葛謨州長公佈了機場的新效果圖，請見此處。  

 

提供 2.09 億美元資金用於強化五指湖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實施國內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紐約州

設立的 1,000 億美元計畫正在改造我們的機場，從而增加交通樞紐的容量；讓地

鐵、巴士以及通勤鐵路網實現現代化；並改造全州道路和橋樑。《2018 財政年度

州預算案》支持對五指湖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做下列投資：  

•  撥款 5,560 萬美元資助綜合公路改善工程計畫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CHIPS)、紐約鋪路  (PAVE NY) 計畫、極端冬季復蘇  

(Extreme Winter Recovery) 計畫  

•  撥款 4,900 萬美元改造門羅縣  (Monroe County) 蓋茨鎮 (Town of Gates) 境內

的 390/4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390/490) 立交橋  

•  撥款 1,100 萬美元修復奧爾良縣  (Orleans County)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上方

的六座運河橋樑  

•  撥款 600 萬美元改造韋恩縣  (Wayne County) 紐瓦克村 (Village of Newark) 境

內主大街 (Main Street) 從羅斯車道  (Rose Drive) 至西珍珠街  (West Pearl 

Street) 的路段 

•  撥款 470 萬美元修復奧爾良縣肯德爾鎮  (Kendall) 和門羅縣哈姆林鎮  

(Hamlin) 境內安大略湖州景觀幹道  (Lake Ontario State Parkway) 從 237 號公

路 (Route 237) 至 19 號公路 (Route 19) 的公路路面  

•  撥款 250 萬美元用於更換安大略縣  (Ontario County) 法明噸鎮  (Town of 

Farmington) 甘納桂阿灣  (Ganargua Creek) 上方的艾倫·帕德哈姆公路橋  

(Allen Padgham Road Bridge) 

• 撥款 140 萬美元更換杰納西縣  (Genesee County) 伯大尼鎮  (Town of 

Bethany) 20 號公路 (Route 20) 上方的伯大尼中心公路橋  (Bethany Center 

Road Bridge) 

•  撥款 100 萬美元修復杰納西縣巴達維亞鎮  (Batavia)、伯大尼鎮、帕維里恩鎮  

(Pavilion)、斯塔福德鎮  (Stafford) 境內 63 號公路 (Route 63) 從 20 號公路至

巴達維亞市路線  (Batavia City Line) 之間的道路路面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還撥款  4,030 萬美元給五指湖地區的公共交通系統。  

 

經濟發展  

 

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在羅切斯特市設立光電企業挑戰賽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000 萬美元在羅切斯特市設立為期多年的光電

企業挑戰賽，這在全世界首開先河。該企業競賽旨在透過企業加速器計畫支持初創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GRIABoards.pdf


企業對研發技術實現商業化，該競賽仿效水牛城  (Buffalo) 獲得國際認可的  43North 

計畫。  

 

撥款 2,000 萬美元在羅徹斯特理工學院設立減少內含能源與減少排放量研究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支持建設減少內含能源與減少排放

量研究所，用於開發清潔能源技術以支持回收利用和減少廢棄物。羅徹斯特理工學

院被選中主導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的工作，該工作是該研究所

『美國製造  (Manufacturing USA)』計畫的組成內容。  

 

撥款 210 萬美元用於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區擴張達拓有限公司  (Datto, Inc.)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210 萬美元用於支持達拓有限公司在羅切斯特市

中心區大都會大廈  (Metropolitan Building) 擴張。這次擴張將創造多達  200 份新的

高科技工作，該公司的員工總人數將達到大約  350 人。達拓有限公司由羅徹斯特

理工學院畢業生奧斯丁·麥克德 (Austin McChord) 成立於 2007 年，現已發展成為備

份與災難恢復服務領域的全球領先企業。達拓有限公司的擴張透過葛謨州長的紐約

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獲得支持。  

 

撥款 500 萬美元用於在傑尼瓦市  (Geneva) 建立五指湖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Finger 

Lakes Welcome Center)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500 萬美元用於在傑尼瓦市建立五指湖地區遊客

接待中心。五指湖地區遊客接待中心將成為紐約州旅遊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  

1,000 多億美元的經濟效益並支持  90 多萬份工作。傑尼瓦市遊客接待中心  

(Geneva Visitors Center) 加強旅遊服務，這將作為樞紐展示五指湖地區世界頂級旅

遊景點及歷史遺址的相關資訊，並持續推動該地區實現經濟發展。  

 

改進後的接待中心將全年營業，將更新內部裝潢以提供歷史資訊和交互式旅遊資訊

站、品嘗紐約  (Taste NY) 店鋪、兒童遊樂場、電動汽車充電站、農貿市場，等

等。  

 

撥款 122 萬美元用於支持研發葡萄酒與精釀飲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支持現代化研發活動，藉此在葡萄酒與精釀飲料產業

為紐約州帶來戰略優勢。資金分配如下：  

 

撥款 102 萬美元給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境內的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Wine 

and Grape Foundation)，用於支持五指湖地區這一重要產業開展研發和宣傳活動。  

 



撥款 20 萬美元用於在傑尼瓦市紐約州試驗站  (NYS Experiment Station) 測試和評估

紐約州的啤酒花品種和大麥品種。這將讓精釀飲料生產商增加使用供應當地種植的

啤酒花和大麥。  

 

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中心區復興計畫，包括撥款  1,000 萬美元給五指湖地區的

一個社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包括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成功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該計畫於去年創立，用於支持改造型住房項目、經濟建設項目、交通項目以及社區

項目，從而為中心區吸引並保留居民、遊客、企業。首輪計畫發放  1 億美元資金

給十個目前正經歷人口流失或經濟衰退的社區，用於攜手政策與規劃專家為其中心

區制定復興計畫。  

 

為後世民眾保護環境  

 

撥款 2 億美元建設全國最大規模的多用途步道網：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提供  2 億美元資金用於完成鋪設哈德遜河谷園林路  

(Hudson River Valley Greenway) 步道和伊利運河路  (Erie Canalway) 步道以打造帝

國州步道，即美國最大規模的州多用途步道。總長  750 英里的步道將提供新機會

供人們沿著景色怡人的狹長通道徒步旅行和踩單車，並穿過歷史悠久的迷人社區，

帶動紐約州各地的旅遊業和經濟活動。帝國州步道將經過紐約州，從紐約港北上穿

過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 Mountains)，抵達加拿大邊境，並從伊利湖  (Lake 

Erie) 沿岸沿著歷史悠久的伊利運河抵達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中心地帶。  

 

改造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2 億美元，用於透過紐約州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Program) 改造州立公園，並從  2017 財政年度起追加  3,000 萬美元資金。本

財政年度的五指湖地區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撥款支持改造哈姆林海灘州立公園  

(Hamlin Beach State Park) 和辛普森州立公園  (Sampson State Park)。 

 

撥款 340 萬美元更新改造哈姆林海灘州立公園的基礎設施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40 萬美元更新改造哈姆林海灘州立公園的基礎

設施。這座公園位於安大略湖湖畔，將建造新的污水處理系統用於解決重大衛生問

題和環境問題。  

 

撥款 120 萬美元振興辛普森州立公園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20 萬美元給位於塞尼卡湖  (Seneca Lake) 湖畔

的辛普森州立公園，這座公園擁有公園系統最大規模的一處露營地。撥款將幫助改

造劣化的廁所建築和淋浴建築，這些建築服務於這座公園  300 多個露營地的遊

客。  

 

創紀錄規模的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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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4,100 萬美元資金、為

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6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4 億美元資

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1,900 萬美元資金。給五指湖地區的撥款包

括：  

•  五指湖地區  –  安大略湖流域保護聯盟  (Finger Lakes – Lake Ontario 

Watershed Protection Alliance)：環境保護基金撥款  230 萬美元用於支持建

立合作關係和執行行動計畫，以保護和提升該流域的水質。  

•  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環境保護基金預算案在  2018 財政年度撥款  

1,500 萬美元給全州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

定，但在 2016 年，五指湖地區的下列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透過該計畫

獲得了逾 81.3 萬美元的撥款：  

•  杰納西縣  

•  門羅縣  

• 杰納西縣鄉村與博物館  (Genesee Country Village and Museum) 

• 狂野之翼有限公司  (Wild Wings, Inc.) 

• 索南伯格花園與芒森州立歷史公園  (Sonnenberg Gardens and Mansion State 

Historic Park) 

• 羅切斯特市博物館與科學中心  (Rochester Museum and Science Center) 

• 水牛城奧杜邦協會有限公司  (Buffalo Audubon Society, Inc.) 

•  市立公園。環境保護基金在  2018 財政年度還撥款  2,000 萬美元給市立公

園。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6 年，五指湖地區下列機構和地

點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200 萬美元的撥款： 

• 韋恩縣 (Wayne) 

• 國家女性名人堂  (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 

• 卡南代瓜市公墓協會  (Canandaigua Cemetery Association) 

• 索南伯格花園與芒森州立歷史公園  (Sonnenberg Gardens and Mansion 

State Historic Park) 

• 喬治·伊士曼故居博物館  (George Eastman Museum) 



• 阿爾比恩村  (Village of Albion) 

醫療保健撥款  

 

撥款 2,000 萬美元在羅切斯特市建造支持性住房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協議包括撥款  2,000 萬美元為羅切斯特市建造  1,200 

套支持性住房。這些支持性住房項目將幫助抗擊無家可歸的問題，將為弱勢群體提

供各種服務，包括就業培訓、咨詢服務、協助獲取并維持基本醫療護理和心理保健

服務。  

 

撥款 1,200 萬美元在五指湖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200 萬美元在五指湖地區各社區抗擊海洛因與

阿片類藥物危機，支持專門針對藥物依賴性、居民服務機會、公眾意識以及教育活

動的預防、治療、康復計畫。這筆撥款支持：25 個住宿治療床位、150 個阿片類

藥物治療計畫名額、1 個社區聯盟、2 個家庭支持引導員、2 個同齡人交流計畫、

1 個青少年俱樂部、1 個康復社區與外展中心、1 個  24/7 緊急服務中心。  

 

撥款 9,580 萬美元用於改造和完善五指湖地區醫療系統的醫護服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再次撥款  9,580 萬美元用於大規模改造和完善五指湖

地區的醫護服務，此外，《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設立的  5 億美元全州資本

計畫在今年晚些時候也將提供區域撥款。《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資助的重要

項目支持提供  9,580 萬美元的撥款，從長遠來看，這些項目將完善患者護理並讓醫

護機構變得更具獨立發展能力。這筆撥款是紐約州最近四年以來提供的  33 億美元

承諾的部分資金，用於幫助全州醫護機構資助重點資產與基礎設施改良項目，並整

合和進一步發展醫療體系。  

 

提供直接支持，撥款 1,800 萬美元為五指湖地區的  8,000 個直接醫護工作者加薪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增州資金，撥發  1,800 萬美元的年度資金，為五指

湖地區的直接醫護工作者以及直接支援專業人員加薪。這筆追加資金將支援 8,000 

個在非營利部門內工作的僱員，這些人代表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紐約州酒精與毒品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提供服務。這些機構還將獲得資金用於支持加薪  6.5%，這將在兩

年期限內分階段實施。這筆資金還將幫助非營利組織減輕招聘和留用人才方面面臨

的難題，並促進該行業進一步實現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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