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2020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頒行

預算案  (ENACTED BUDGET) 的重點工作內容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房產稅上限將在今後  10 年給長島地區居民節省  760 億美

元   

  

把支出增幅限定在  2% 並為中產階級減稅，減稅第二年將為長島地區居民人均節

省  382 美元   

  

把長島地區的學校補助金增加  1.246 億美元以上，其中包括  480 萬美元的基金會

補助金  (Foundation Aid)，並優先資助較為貧困的學校來促進教育平等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長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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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正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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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投資滿足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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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預算案鞏固了我們取得的進展和在長島地區的發展勢頭，它給長島地區

撥發  180 億美元資金，這是本州回饋本地區的最大規模的資金，我們為此感到自

豪，」葛謨州長表示。「箭頭指向了正確的方向，我們在長島地區創造的就業崗

位數量超過了歷史上的數量，並全面下調賦稅。一切都在正確的方向上，我們只

需要保持前進。我們制定了方案、正在執行方案並齊心協力開展工作，長島地區

將擁有更加光明的未來。」   

  

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莉亞·史都華 -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將惠及紐約州各地的房屋業主和企業主，並在今後十年給

納稅人節省將近  1,900 億美元資金。我們新的參議會民主黨多數黨  (Senate 

Democratic Majority) 在本屆立法會議  (Legislative Session) 初期就通過了固定的房

產稅上限，並把這項重要的優先工作納入到我們的一項眾議會預算決議  (One 

House Budget Resolution) 中。我很高興敲定的州預算案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  



參議會民主黨多數黨一致投票支持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我期待繼續開展工

作，為辛勤工作的紐約民眾提供意義重大的減稅。」   

  

眾議會議長卡爾·黑斯蒂  (Carl Heastie) 表示，「眾議會多數黨承諾把家庭放在首

位，並滿足長島地區和全州各地最弱勢群體的需求。儘管面臨著財務困難，但是

我們在本年度預算案中對未來提供重要投資，增加  10 億美元的教育補助金，並創

造更實惠的高等教育途徑。我們恢復了醫療保險  (Medicare) 和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的資金，因此，每個紐約民眾都能獲得所需的重要服務。我們禁止使用

塑料袋，並對清潔水利基礎設施項目投資  5 億美元，從而保護水道和環境。我期

待鞏固已經取得的進展，從而繼續推動紐約州發展。」   

  

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我很自豪紐約州參議會能夠如此密

切地與葛謨州長合作，提供能夠給長島地區創造實質利益的州預算案。但是，  

我充分認識到有必要繼續努力緩解全州巨大的住宅房產稅負擔來資助教育。我們

還必須明白，在這個預算季，我們必須考慮新的聯邦稅法，這些稅法對中產階級

產生了負面影響，並因此導致我們向聯邦政府多繳納  150 億美元稅金。但是，  

由於我們與州長的關係，我們能夠增加教育資金、解決諸多環境問題，並設法給

我們陳腐的公共交通  (Mass Transit) 系統提供急需的資金。」   

  

參議員詹姆斯·高克倫  (James Gaughran) 表示，「全州增加  10 億美元的教育補

助金，作為其中的一項內容，新的州預算案將給長島地區的公立學校提供創紀錄

規模的資金，這令我感到自豪。這份預算案優先支持我們的環境，撥款  5 億美元

給清潔水利基礎設施來支持清潔安全的飲用水。感謝葛謨州長投資長島地區的公

立學校、環境保護工作和經濟。」   

  

參議員安娜  M. 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表示，「今年是個艱難的預算年，財政

收入因為聯邦政府攻擊紐約州納稅人而減少，但是，我很自豪與安德魯  M. 葛謨州

長合作，如期批准預算案來造福於長島地區的居民。我們開展合作，給學校成功

提供創紀錄規模的資金、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減輕地方稅負擔、改革紐約大都

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和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保護環境並抗擊成癮危機。這份預算案把支出增幅控制在  2% 上限

以內，平衡財政責任的需求，與此同時仍然肯定了我們的價值觀，這是我們所有

人可以為之自豪的事情。」   

  

參議員莫妮卡  R. 馬提尼茲  (Monica R. Martinez) 表示，「儘管這是個艱難的財政

年度，我很自豪給學生需要並且應得的教育計畫和倡議提供創紀錄規模的學校資

金。通過的預算案包括增加  10 多億美元的教育補助金，其中  3,400 萬美元直接撥

發給第三校區  (Third District) 的學校。此外，我們還給專業行政發展撥款  47.5  

萬美元，並為長島地區學前教育技術援助中心  (Long Island Pre-Kindergarten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撥款  25 萬美元，這筆資金將給教育工作者提供必要



的工具，用來給我們的學齡前兒童創造充實健康的教育環境。我們必須繼續加強

對每個孩子的承諾，給學校提供優質教育所需的關鍵資金，使其學生能夠實現成

功和發展。」   

  

參議員凱文·托馬斯  (Kevin Thomas)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帶頭批准州預算案，

該預算案投資於經濟增長，並為長島地區全體民眾改善生活質量。我們已經共同

爭取到創紀錄規模的資金，用來支持我們的基礎設施、交通系統、環境和教育。

預算案包含永久固定的房產稅上限，將為長島地區納稅人節省數十億美元資金，

急需的學生貸款法規每年將給成千上萬個追求繼續深造的紐約民眾減輕財務負

擔。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合作，共同為長島地區創造光明的未來。」   

  

眾議員托尼·度烏索  (Anthony D'Urso) 表示，「我很高興這份預算案照顧到了我們

最弱勢的群體，並兌現承諾來為全體民眾把本州建設得更加公平公正，在那裡，

機會和成功不只留給少數幸運的人。我們增加了刑事司法體系的公平度，此外還

給公立學校增加資金、保護環境並永久固定  2% 房產稅上限。我們還批准了提前

投票，並更新了投票制度。我很高興  2019-20 年州預算案鞏固了今年已經取得的

歷史進展，並恪守把家庭放在首位的承諾。」   

  

眾議員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葛謨州長的演講令人振

奮。這份演講也預示了長島地區的未來是紐約州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州長和州

議會對該地區感到欣賞並將繼續投資。因為州長傳遞的消息，我們確信該地區能

夠繼續保持生活質量。」   

  

眾議員朱迪·格瑞芬  (Judy Griffin) 表示，「本年度州預算案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

來幫助長島地區的生活成本變得更易於負擔、恢復地方自治市、提供創紀錄規模

的學校補助金、優先撥款給長島鐵路，並採取行動保護我們的環境。感謝葛謨州

長優先照顧長島地區，並確保長島地區居民繼續留在那裡。」   

  

眾議員查爾斯‧列文  (Charles Lavine) 表示，「州預算案包含諸多重要事項，  

將對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並創造光明繁榮的未來。」   

  

眾議員奇姆·珍·匹瑞  (Kim Jean Pierre) 表示，「在充滿財政困難的一年，我們在

本年度預算案中取得的成就令我感到自豪，尤其是為長島地區居民創造的福利。

我們與葛謨州長合作，如期通過預算案，提供對長島地區社區至關重要的投資和

措施，包括給地方學校增加資金、提供更多兒童看護方式供家庭選擇，並永久固

定房產稅上限來給我們的居民大力減輕稅負。我期待繼續與葛謨州長合作，確保

長島地區始終獲得公平的待遇。」   

  

眾議員泰勒·雷納  (Taylor Raynor) 表示，「無法獲得兒童看護和優質教育會阻礙

經濟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就會出現貧困。哪裡有貧困，哪裡就會有犯罪。今年的



預算季十分緊張，但我高興地報告，我們增加了創紀錄規模的學校資金、撥款支

持兒童看護服務、撥款解決水利基礎設施問題，以及撥款改善長島鐵路。奮勇向

前  (Ever Upward)。」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州長承諾

長島地區居民，他將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他信守了這一承諾。過去九年，葛謨

州長展現出一種能力，在批評者傳達不同觀點時把事情做好。無論是重建長島鐵

路，或是對下水道基礎設施提供歷史規模的投資，最好的事物尚未到來。」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對

長島地區的家庭做出堅定的承諾，如期完成的預算案就是證明，該預算案支持拿

騷郡的納稅人，並對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提供急需的投資。我尤其感謝州長和參

眾兩會批准我提出的納稅人保護方案  (Taxpayer Protection Plan)，該方案將給拿騷

郡居民提供五年時間用來分步實施賦稅變革，因為這是該郡近十年來首次重新評

估賦稅。我被選中負責修復該郡支離破碎的評估制度，在葛謨州長支持下，我們

保護該郡居民並恢復公正和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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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鞏固立法會議前  10 週內通過的投票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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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將增至  

30 億美元  

  

惠及長島地區的重點戰略投資包括：   



•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將給長島地區居民節省  760 億美元   

•  中產階級減稅將給長島地區居民人均節省  382 美元   

•  給拿騷郡中心  (Nassau Hub) 追加  4,000 萬美元的投資   

•  撥款  4,500 萬美元阻止  MS-13 (MS-13) 幫派招募活動並增加青少年的機會   

•  撥款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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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法案獲得通過，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把房地產稅上限永久固定為  2%，該上限由州長在  2012 年實

施，迄今為止為納稅人節省了大約  250 億美元。在長島地區，普通納稅人在今後  

10 年預計將節省：   

•  拿騷郡：71,000 美元  

•  薩福克郡：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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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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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案包括撥款給長島地區的道路和橋樑項目，其中包括：   

•  斥資  1,980 萬美元，用於對托拜和卡普特里州立公園  (Tobay and Captree 

State Park) 海洋大道 (Ocean Parkway) 公用道路開展第三階段修建工程，  

該公園位於牡蠣灣鎮  (Oyster Bay)、艾斯利普鎮 (Islip) 和巴比倫鎮  (Babylon) 

境內。  

•  斥資  1,150 萬美元，用於牡蠣灣鎮  107 號公路 (Route 107) 上方  25 號公路  

(Route 25) 橋樑的修復工作。   

•  斥資  470 萬美元用於提高安全性，包括對  495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495) 

桑肯梅多大道  (Sunken Meadow Parkway) 和史密斯頓鎮  (Smithtown) 和艾斯

利普鎮桑肯梅多州立公園  (Sunken Meadow State Park) 收費站處的導桿進行

更換。  

•  斥資  3,360 萬美元，用於修復艾斯利普鎮火島入口  (Fire Island Inlet) 上方的

羅伯特摩西堤道  (Robert Moses Causeway) 大橋。  



  

綜合地方街道與公路改善計畫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 地方高速公園援助計畫：預算案透過綜合地方街

道與公路改善計畫給為長島地區的地方道路和橋樑撥款  4,010 萬美元。   

  

紐約鋪路計畫  (PAVE NY) 地方公路援助計畫  (Local Highway Aid Program)：預算

案還透過紐約鋪路計畫給長島地區的地方道路撥款  920 萬美元。  

  

交通運作補助金：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為拿騷郡撥款  7,440 萬美元，為薩福克郡

撥款  2,940 萬美元，與  2019 財政年度相比，為兩地分別增加了  500 萬美元和將

近  200 萬美元。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還為大都會交通署從預算計畫內撥款近  30 

億美元。這包括對通勤鐵路系統的補助金。   

  

向美國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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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改造項目：行政預算案包括利用現有的資金源撥款  1 億美元給長島地區的改

造項目，包括對拿騷郡中心追加投資  4,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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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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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又一輪紐約州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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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技術提升學術成就、利用公私合作以及更好地把學生育勞動力隊伍聯繫起來

的計畫將優先獲得撥款。   

  

繼續實施經濟發展計畫：預算案繼續支持不同的計畫，包括：   

•  撥款  100 萬美元給石溪分校無線與資訊技術卓越中心  (Stony Brook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Wirel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撥款  100 萬美元給石溪分校高級能源研究卓越中心  (Stony Brook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Advanced Energy Research)；  

•  撥款  96.06 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生物技術高級技術中心  (SUNY 

Stony Brook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Biotechnology)；  

•  撥款  96.06 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診斷工具與傳感器系統高級技

術中心 (SUNY Stony Brook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Diagnostic 

Tools and Sensor Systems)；  

•  撥款  96.06 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綜合電力能源系統高級技術中

心  (SUNY Stony Brook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Integrated Electric 

Energy Systems)；  

• 撥款  67 萬美元給石溪分校學醫學院國家癌症研究所  (Stony Brook 

Medicine'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  撥款  5 萬美元給聯合貝洛羅斯商業區發展公司  (Joint Bellerose Business 

Distric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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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rtified Program)：行政預算

案繼續支持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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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紐約州農民，使其能夠獲益於當地優質食品

持續增長的需求。自  2016 年該計畫開展以來，其已對  2,386 個農民進行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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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自  2013 年開展以來，就強調並

鼓勵購買紐約州生產的食物和飲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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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預算案投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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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的教育補助金：今年增加的資金有  70% 以上都提供給了高需求學

區，教育資金總額由此達到  279 億美元。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長島地區的學校

補助金提高了  1.246 億美元，包括增加  4,800 萬美元的基金會補助金，總金額共

增加  3.9%。   

  

高等教育礎設施：此外，長島地區將獲得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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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地區約有  40% 或者說超過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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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繼續致力於構建更加公正的刑事司法系統，在  2020 年財政

年度頒行預算案中提出下列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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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開

創性的立法，作為其內容，紐約州保釋制度將發生重大變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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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進行拘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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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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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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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案要求法院減少不必要的延誤，並確保各方為審判做好準備，從而加

強問責製。   

•  改革證據開示過程：紐約州老舊的取證程式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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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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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   

  

阻斷  MS-13 幫派招募渠道，並增加青少年的機會：為確保紐約州青少年獲得資源

以避免參與幫派活動，並確保執法機構獲得工具用來打擊幫派，2020 財政年度頒

行預算案今年繼續撥款  4,500 多萬美元，用來實施去年為根除  MS-13 而提出的大

膽全面的願景。此外，紐約州將資助暴力預防撥款、構建基於學校的支持，並完

善州立公園  (State Park) 規劃，此外還將提高執法機構的情報能力與分析能力。  

這些新開展的計畫將補充現有的社會服務投資和公共安全投資，從而構建各種資

源用來消除移民受到侵害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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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活動，包括：   

•  資本重塑財務計畫  (Capital Restructuring Financing Program)（於  2015 財政

年度制定）。長島地區獲得  8,82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地區醫院；   

•  基層醫療保健機構計畫  (Essential Health Care Providers Program)（於 2016 

財政年度制定）。長島地區獲得  2,41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地區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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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地區獲得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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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地區獲得了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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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萬美元，用於解決長島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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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個住

宿治療計畫、48 個門診計畫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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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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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與人類服務   

  

街區維護計畫  (Neighborhood Preservation Programs, NPP) 與鄉村維護計畫  

(Rural Preservation Program, RPP)：頒行預算案撥款將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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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團體在長島地區提供住房援助

金、社區改造活動以及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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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 萬美元撥款以支持長島

地區各自治市。   

  

維持公民賦權退稅額  (Citizen Empowerment Tax Credit)：維持  100 萬美元的公民

賦權退稅額用來解散一個鄉。   

  

豁免拿騷郡重新評估房產稅：伴隨實施即將公佈的  2020-21 年評估名單，預算案

批准拿騷郡在五年內對面臨增稅的房產豁免實施分階段評估和增稅。   

  

支持薩佳波那克鄉  (Sagaponack)：撥款 2,000 美元給薩佳波那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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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投資  5 億美元給清潔水利基礎設施。   

  

禁止使用塑料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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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預算案為環境保護基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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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立公園：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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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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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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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地區

的下列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39 萬美元的撥款：   

• 西托基德-史密斯頓環境中心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Centers of Setauket-

Smithtown, Inc.)  

•  貝利植物園之友  (Friends of Bailey Arboretum)  

• 冷春海港魚苗孵化和水族館之友  (Friends of the Cold Spring Harbor Fish 

Hatchery and Aquarium)  

• 老韋斯特伯裡花園  (Old Westbury Gardens)  

• 海事研究和保護河流基金會  (Riverhead Foundation for Marine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  南安普頓小鎮野禽協會  (Southampton Township Wildfowl Association)  

•  沃德梅爾維爾遺產機構  (Ward Melville Heritage Organization)  

•  布魯克海文鎮  (Town of Brookhaven)  

•  北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North Hempstead)  

•  史密斯頓鎮  (Smithtown)  

•  野生動物志願者股份有限公司  (Volunteers for Wildlife, Inc.)  

  

市立公園  (Municipal Parks)：頒行預算案提議環境保護基金在  2019 - 20 年也為全

州市立公園撥款  1,950 萬美元。2019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8 年， 

長島地區下列機構和場所透過該計畫獲得了  160 多萬美元的撥款：   

•  老韋斯特伯裡花園股份有限公司  (Old Westbury Gardens, Inc.)  

•  羅斯林地標社團  (Roslyn Landmark Society)  

•  栽培地基金會  (Planting Fields Foundation)  

•  考姆塞特基金會有限公司  (The Caumsett Foundation, Inc.)  

•  謝爾特島鎮  (Town of Shelter Island)  

  

在本次立法會議的前  12 週內，紐約州批准了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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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締情色報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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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