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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2015年 4月 14日 州長州長州長州長 ANDREW M. CUOMO

紐約州 | Executive Chamber 

Andrew M. Cuomo | 州長 

 

州長州長州長州長 CUOMO宣佈取消宣佈取消宣佈取消宣佈取消 57項雜費項雜費項雜費項雜費 

 

取消收費將會緩解紐約州企業所面臨的繁瑣手續取消收費將會緩解紐約州企業所面臨的繁瑣手續取消收費將會緩解紐約州企業所面臨的繁瑣手續取消收費將會緩解紐約州企業所面臨的繁瑣手續，，，，每年可節省每年可節省每年可節省每年可節省 300萬美元萬美元萬美元萬美元 

 
 

州長 Andrew M. Cuomo今日宣佈於 2015-16年度州預算案中取消 57項雜費。取消該等

費用後，該預算案便可消除過度的官僚主義，同時仍保留產生該等費用的必要職能部門。

此舉可令全州的企業和個人每年節省逾 300萬美元。  

 

「該等雜費產生了不必要的繁瑣手續，給企業帶來了過重負擔，與此同時，卻未給本州帶

來顯著收入，」州長 Cuomo說。「此舉將會消除不必要的成本和繁文縟節，有助於廣大

企業在紐約州進行再投資及發展壯大。」 

 

被取消的費用包括每年向農產品經銷商徵收的 20美元許可費；34美元的馬鈴薯種薯植株

及馬鈴薯種薯塊莖檢查費；及向新貨車運輸公司徵收的 50美元費用，等等。 

 

在已頒佈預算案中取消的費用的完整名單如下： 

 

州務院州務院州務院州務院：：：：將取消 3項費用，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260萬美元。 

• 公寓資訊供應商許可費：這項費用為每年 400美元，用於向公寓資訊供應商發放

許可證。 

• 雙年度報告申報費：這項費用為 9美元，於申報雙年度報告修改時收取。 

• 停止與終止名單許可費：這項監管費為 10美元，向那些希望被增添至停止與終

止名單的人士收取。該名單禁止房地產授權商聯絡或拉攏他們。 

 

勞工部勞工部勞工部勞工部：：：：將總共取消 30項收費，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243,000

美元。 

• 老舊鍋爐檢查費(2)：這項費用為 25美元，向那些必須每年接受內部和外部檢查

的老舊蒸汽機及其他鍋爐的所有人收取。 

• 雙年度報告申報費：這項費用為 9美元，於申報企業雙年度資訊報告時收取。該

等資訊將會包含在企業納稅申報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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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爐店調查費：在向勞工部提交所需的質控系統詳細計畫後，勞工部會向鍋爐生

產商和修理商收取 600美元的監管費，每三年收一次。 

• 建造計畫檢查費：這項費用為 200美元，向提交計畫給勞工部審批以建造或改造

公眾集會地的物業所有人或承包商收取。這項費用係基於專案成本，最高收費

200美元。 

• 物資供應所營運商許可費：這項費用為 40美元，向申請一年期物資供應所經營

許可的物資供應所營運商收取。該物資供應所服務於營地或加工廠的流動農場工

人。 

• 休息日使用權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40美元，向申請最長豁免一年休息日法令的

僱主收取。該法令規定僱員在每個日曆週須獲得 24小時的休息時間。 

• 國防豁免費：這項費用為 40美元，向申請豁免部份勞動法條款的國防承包商與

監獄收取。 

• 農場種植戶許可費：這項費用為 40美元，向那些申請一年期許可證以便讓其能

夠僱用超過五名非 H2A流動農場工人的農作物種植戶收取。 

• 農場包工頭許可費：這項費用為 200美元，向申請一年期許可以便向種植戶運送

和提供非 H2A流動農場工人的農場包工頭收取。 

• 工業家務證書僱主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100美元，向申請一年期許可以便其能夠

將半成品材料，如衣服或珠寶等分配給僱員在家中完成的生產商收取。 

• 工業家務證書家務工人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25美元，向申請一年期許可以便其

能在家中接做工業活的個人收取。 

• 鐳射監管許可費：這項監管費為 600美元，每三年向在勞工部註冊移動鐳射和鐳

射安裝並經營鐳射服務的組織收取一次。 

• 小型鍋爐檢查費：這項費用為 50 美元，向必須接受年檢的小型鍋爐所有人收取。 

• 專業僱主組織豁免費：這項費用為 250美元，向已在其他州獲得執照的專業僱主

組織每年收取一次。要豁免繳納該費用，相關組織須在紐約州沒有辦事處，且僱

員少於 25人。 

• 專業僱主組織首次註冊與續期費(2)：這項首次註冊費為 1,000美元，向專業僱主

組織收取以便其能夠將僱員租借給紐約州的企業。另外，每年亦會收取 500美元

的續期費。 

• 腳手架計畫檢查費：這項監管費為 1,000美元，向需要提交詳細腳手架設備計畫

（用於在高於 75英呎的建築上開展作業）的企業收取。勞工部審查該等計畫是

為保障設備安全。 

• 滑雪吊索與旅客纜車索道費(2)：這些監管費為 50美元（滑雪吊索）和 100美元

（滑雪纜車），每年在勞工部檢查時向滑雪地區及其他的遊客纜車索道營運商收

取。 

• 老虎機維修許可費(2)：這些費用向擁有訓練用老虎機的獲批學徒訓練計畫收取。

這些計畫必須要從勞工部獲得許可證，且每臺機器需支付 500美元費用，另外，

每名新生需每六個月支付 100美元費用。 

• 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證明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1,000美元，向那些申請並獲准開

展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預防諮詢服務的個人收取。多人申請時收費降低。 



Chinese 

• 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勞工部諮詢費：這項費用為 350美元，向那些從勞工部工作

人員處獲得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預防諮詢服務的客戶收取。 

• 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激勵申請與續期費(2)：這項監管費為 100美元，向相關個

人或企業收取。這些個人或企業申請獲得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預防管理專家證書，

並與僱主一同透過執行安全與健康、重返工作崗位及/或毒品與酒精預防計畫來

降低勞工賠償費。這項費用係依據各項計畫加以評估，且對每名單獨申請人最高

不超過 300美元。續期申請費為每項計畫 100美元，每三年收取一次，最高不

超過 300美元。  

• 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再認證申請費：這項再認證監管費為 300美元，每三年收取

一次，主要向獲得開展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預防諮詢認證的個人收取。多人申請

時收費降低。 

• 工作場所安全與損失專家認證及再認證費(2)：這項費用為 800美元，向獲得工

作場所安全與損失預防管理專家認證的個人收取。再認證費用為 600美元，每三

年收取一次，每額外增添一項再認證會再收取 100美元。多人申請時收費降低。 

• 書面保證費：當服裝業生產者或承包商向勞工部申請一年的書面保證，以證明有

轉包商已符合勞動法之些許要求時，即會向他們收取 100美元費用。 

 

勞工賠償委員會勞工賠償委員會勞工賠償委員會勞工賠償委員會：：：：將總共取消 12項收費，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95,000美元。 

• 脊椎指壓治療法仲裁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5美元，向由勞工賠償委員會辦理的任

何脊椎指壓治療法爭議或仲裁訴狀的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 

• 原告代理人許可費：這項費用為 100美元，向獲得勞工賠償委員會許可並在該委

員會面前代理原告的個人收取。 

• 醫院仲裁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5美元，向由勞工賠償委員會處理的任何醫院爭議

或仲裁訴狀的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 

• 醫療仲裁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5美元，向由勞工賠償委員會處理的任何醫療爭議

或仲裁訴狀的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 

• 醫療中心授權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200美元，向由具備資質之醫生經營的用於

診斷和治療工業傷害或疾病的賠償醫療局收取。 

• 醫療/X光局授權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200美元，向由具備資質之醫生經營的

用於診斷和治療工業傷害或疾病的賠償醫療局收取。 

• 足病仲裁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5美元，向由勞工賠償委員會處理的任何足病爭議

或仲裁訴狀的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 

• 心理仲裁申請費：這項費用為 5美元，向由勞工賠償委員會處理的任何心理爭議

或仲裁訴狀的相關服務提供者收取。 

• 刊物費：這項監管費為 5美元，用於購買委員會刊物。 

• 自我保險者的代表許可費：這項費用為 100美元，向協力廠商管理者和/或自保

險僱主收取。該等實體於委員會聆訊會上代表僱主利益。 

• 傳票費：這項傳票監管費為 15美元，用於獲得委員會文件。 

• X光實驗室授權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5美元，向使用 X光診斷或治療受傷勞工

的獨立實驗室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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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市場部農業與市場部農業與市場部農業與市場部：：：：將取消 10項費用，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40,000美元。 

• 商業飼料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100美元，每年向商業飼料生產商收取。 

• 商業飼料噸位費：這項噸位許可費為每公噸 0.10美元，每年向商業飼料經銷商

收取。這項費用已做了修改以制定最低申報要求。如每年處理的商業飼料不超過

100公噸，則商業經銷商無需繳納小額年費。 

• 農產品經銷商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20美元，每年向農產品經銷商收取。  

• 食品搶救費：這項許可費為 100美元，每兩年向食品搶救經銷商收取一次。 

• 加石灰品牌許可費：這項許可費為 40美元，每兩年向加石灰材料供應商收取一

次。 

• 冷藏倉庫費：這項許可費為 200美元，每兩年向冷藏倉庫收取一次。 

• 煉油運輸費：這項許可費每年向煉油（如動物殘屑）運輸設施收取一次。收費為

每次服務 25美元，每車 10美元。  

• 煉油工廠費：這項許可費每年向處置工廠經營商收取一次。處置工廠的年許可費

為 100美元，外加每車 10美元的檢查費。運輸服務的年許可費為 25美元，外

加每車 10美元的檢查費。  

• 馬鈴薯種薯檢查費：這項監管費為 34美元，每年收取一次，用於 NY Seed 

Improvement專案檢查馬鈴薯種薯植株和馬鈴薯種薯塊莖。 

• 土壤與植物接種費：這項許可費為 20美元，每兩年收取一次，用於銷售包含用

作接種目的之微生物的產品品牌。 

 

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將取消 1項費用，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40,000美元。 

• 州際管理局申請費：這項一次性費用為 50美元，在新的貨車運輸公司、搬運公

司、小型簡易救護車服務提供商和包車營運商申請執照或許可證時向他們收取。 

 

環保部環保部環保部環保部：：：：將取消 1項費用，從 2015-16年度開始每年可為紐約州民眾節省 1,000美元。 

• 治洪許可費：這項監管費為 25美元，在申請許可證時收取，用於確認所提議的

活動是否會不利於治洪工作的開展或是否會妨礙之後的維護，包括開展作業與維

護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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