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在水牛城  (BUFFALO) 公佈《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的重點內容   

  

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 Initiative) 支持科技部門的初創企業發展；水牛城

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UB) 將利用  3,200 萬美元的撥款啟動創新中心  

(Innovation Hub) 第一階段的工程   

  

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及地方房產稅減稅額   

  

簽署法案啟動第二階段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Program)；年收入不超過  11 萬美元的家庭如今有資格申請免費就讀大學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水牛城公佈《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的重點內容，該法案

兌現了州長做出的承諾，投資於就業、減稅並增加教育機會。重點內容包括設立

創新中心，該中心將提供全面無縫支持，利用  3,200 萬美元的撥款加快發展紐約

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初創企業；並繼續分階段實施中產階級減稅和地

方房產稅減稅額；簽署法案啟動第二階段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該計畫提

高收入資格限值，供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11 萬美元的紐約民眾取得資格參加該計

畫。 

  

「紐約州中產階級民眾當前面臨著日趨增加的困難和持續上漲的成本，紐約州正

在設法減輕民眾的稅負，並投資為全體民眾提供就業、教育和機會，」州長葛謨

表示。「《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為在紐約州西部地區以及全州各地努力獲取成功

的民眾提供渠道，從而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光明。」   

  

水牛城創新中心   

  

帝國州發展公司董事會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Board of Directors) 今日

召開會議，批准由水牛城大學提供  3,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設立創新中心以推動

創新和創業精神。創新中心的目標是大力加快水牛城大學、豪普特曼 -伍德沃德醫



學研究所 (Hauptman-Woodwar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羅斯維爾公園綜合癌

症中心  (Roswell Park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卡雷達醫療網絡  (Kaleida 

Health)、雅各布研究所  (Jacobs Institute) 研發的技術實現商業化。該中心將推動科

技公司設立並發展，這最終將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增加私人投資和就業。  

  

「作為《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的內容，我們正在積極設法為辛勤工作的紐約州家

庭降低費用和賦稅，」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水牛城十億計

畫和其他計畫提供的資金正在發展水牛城的經濟並創造就業。設立創新中心彰顯

了我們持續關注  21 世紀的高科技工作。與此同時，第二階段的『精益求精』  

獎學金計畫將支持學生教育，並幫助學生準備好抓住機會再投資於水牛城社區及

周邊地區。」   

  

水牛城大學校長薩蒂什  K. 特利帕希  (Satish K. Tripathi) 表示，「所有蓬勃發展的

創業中心都以研究型大學為核心。在生命科學、材料科學、資訊技術以及可持續

性等領域，水牛城大學擁有全面的教師專業知識、長期參與社區活動，並且在師

生創業協作方面擁有卓越的記錄，憑這些優勢創造了活躍的環境，創業精神在這

種環境中得以蓬勃發展。」   

  

成功的創業生態系統和社區要求具備幾個要素，包括利用研究實現創新、企業專

業知識和支持、風險投資、獲得孵化器和專門設備、有才華的勞動力隊伍。水牛

城大學及其在該中心的合作夥伴透過教師、工作人員、研究人員以及學生得到強

大的創新產品組合。該中心將提供必要的資源，利用新創立的企業把這些創新成

果從教室、實驗室或診所推向市場。因為這筆撥款，創新中心得以在水牛城尼亞

加拉醫學校區  (Buffalo Niagara Medical Campus, BNMC) 提供孵化器空間安置科技

初創企業、設立科技商業化投資基金，並提供指導計畫及其他支持計畫和服務，

用於引導創新者把構思推向市場。  

  

創新中心是紐約州水牛城十億計畫第二輪投資，專用於建設水牛城的創業生態系

統。43North 競賽  (43North) 將繼續吸引全球各地處於擴張期的初創企業，該創新

中心則關注提供資源，用於把該地區的研究機構以及個人取得的創新成果提供給

將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發展的企業。  

  

葛謨州長一月份在其《2017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公佈了水牛

城十億計畫的第二階段內容，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投資  5 億美元。該計畫包括撥款  

4,000 萬美元在水牛城尼亞加拉醫學校區設立創新中心。該中心將利用水牛城尼亞

加拉醫學校區合作機構提供的資源幫助進一步推動創業生態系統在水牛城 -尼亞加

拉地區  (Buffalo Niagara) 發展，這些合作機構包括水牛城大學、43North 競賽、 

羅斯維爾公園綜合癌症中心。帝國州發展公司董事會稍後將批准使用剩餘的  800 

萬美元資金提供後續撥款。  

 



創新中心項目涉及的三個要素包括：  

•  提供規劃、設計、改造、建造、器材、裝置、設備資金，用於實施斥

資大約 700 萬美元的項目，把水牛城大學生物信息學與生命科學卓

越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Bioinformatics & Life Sciences, CBLS)  

改造成孵化與企業家支持空間；為與水牛城大學以及夥伴機構合作的

企業提供孵化器空間，這些夥伴機構包括羅斯維爾公園綜合癌症中

心、卡雷達醫療網絡、豪普特曼-伍德沃德醫學研究所、雅各布研究

所。水牛城大學將利用生物信息學與生命科學卓越中心提供的額外空

間開展企業家支持計畫、活動、教育以及相關服務。孵化器空間的第

一階段工程預計在  2019 年年末投入建設。  

•  設立斥資 1,350 萬美元的投資基金  (Investment Fund)，用於為初創企

業提供概念驗證和先期種子 /種子資金；該基金預計在  2019 年年初設

立。 

•  聯繫水牛城大學以及參與該計畫的機構的教師、工作人員以及學生，

提高創業機會的數量和質量；安排初創企業支持計畫並加以實施，  

並制定新計畫用於引導初創企業完成所有發展階段；提供人員支持用

於管理新計畫和服務。這項工作將在五年內利用大約  1,150 萬美元資

金。這些計畫將於今年啟動。  

  

減稅   

  

保護紐約民眾抵禦聯邦賦稅改革措施：  近期實施的聯邦稅法給紐約州許多民眾造

成了不利的財務影響。該法規破壞州稅和地方稅的減免措施，實際上把中產階級

家庭的房產稅和州所得稅從  20% 提高至  25%。紐約州反擊聯邦政府制定的計畫，

以及損失的所得稅減免額和房產稅減免額。為了抗擊聯邦政府發動的攻擊，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  

•  拓展慈善捐款造福於紐約民眾：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設立了本州運

營的兩項新慈善捐贈基金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Funds)，接收捐款用

於改善紐約州的醫療和教育。逐條列記減稅項的納稅人可以申請這些

慈善捐款，用作其聯邦與州納稅申報單上的減稅項。決定捐款的納稅

人還可以給捐款年度之後的納稅年度申請相當於捐款金額  85% 的州

稅優惠。此外，法案還批准校區及其他地方政府設立慈善基金。提供

給這些基金的捐款將（透過地方優惠額）減少地方房產稅，金額相當

於特定比例的捐款金額。  

•  設立替代性的僱主薪酬費用計畫  (Employer Compensation Expense 

Program, ECEP)：  聯邦政府稅法改革對個人全面取締了州稅和地方

稅減免額，而企業卻免於遵從這些限制。根據  2019 財政年度預算

案，僱主可以選擇採用新僱主薪酬費用計畫制度。僱主如果選擇使用



僱主薪酬費用稅制度，將對每位員工超過  4 萬美元的所有年度薪資

支出征收 5% 的賦稅，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分三年逐步實施。這

個進步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持續實施，與僱主薪酬費用計畫等值的新

稅收優惠將削減針對薪資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並避免本州申報個稅並

且須交納僱主薪酬費用計畫的個人的實得薪資有所減少。  

•  脫離聯邦稅法：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在必要的情況下把州稅法與聯

邦稅法分離開來，以防僅僅因為聯邦增稅導致州稅增加逾  15 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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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人均節稅額為  250 美元，減稅措施全面實施後，紐約州的  600 萬個民

眾每年將平均節省  700 美元。新稅率全面實施後將成為  70 多年來的最低稅率，4 

萬至  15 萬美元收入段的所得稅從  6.45% 下調至  5.5%，15 萬美元至 30 萬美元收

入段的所得稅從  6.65% 下調至 6%。截至 2025 年，新下調的稅率每年將為紐約州

中產階級民眾節省  42 億美元稅金。新稅率全面實施後，紐約州西部地區超過  

34.5 萬人將平均減稅  651 美元。 

  

繼續提供地方房產稅減稅額  (Property Tax Relief Credit)：  房產稅減稅額於  2015 

年頒布，僅在今年就將為  260 萬個房主平均減少  380 美元的地方房產稅。該計畫

截至  2019 年將增加提供  13 億美元的房產稅減免額和平均  530 美元的退稅額。  

  

增加提供高等教育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法案啟動『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第二階段工作。該法案提高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的收入資格限值，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11 萬美元的紐約

民眾因此有資格參加該計畫。這項在全國首開先河的計畫全面實施後，家庭年收

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紐約民眾將可以免費入讀紐約州公立大學學院。為了繼續

開展這項意義重大的計畫，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提供  1.18 億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大約  2.7 萬個學生參加『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連同其他途徑的助學金，包括

慷慨的紐約州學費援助計畫  (New York State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精益

求精獎學金計畫』全面實施後，將准許全日制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

大學  (CUNY) 大約 53% 的州內學生，或紐約州超過  21 萬個居民免費入讀大學。  

  

要獲得資格領取精益求精獎學金，學生必須是紐約州居民、計劃入讀紐約州立大

學或紐約市立大學的兩年制學院或四年制學院、每年獲得  30 個學分（包括夏季

學期和冬季學期）、並在兩年內如期畢業並獲得副學士學位，或在四年內畢業並

獲得學士學位。獲得該獎學金的學生還必須計劃按照其領取獎學金的時長在紐約

州境內生活。  

 



這項劃時代的計畫全面實施後，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和個人

當中，將近  80%，或者說 94 萬人將有資格免費就讀大學。地區細目請見此處。 

  

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有將近  3 萬個全日制本科寄宿生就讀紐約州立大學學院或紐

約市立大學學院。這些學生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利用『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及

其他渠道的學費援助金免費就讀大學，例如學費援助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TAP)、佩爾助學金  (Pell) 及其他補助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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