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對市政重組項目提供新投資   

  

這些項目將為紐約州各地的  45 個社區節省  1.26 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   

  

市政重組項目的實施地點包括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利用市政重組基金  (Municipal Restructuring Fund, 

MRF) 支持 12 個影響紐約州  45 個地區的項目，這些項目將簡化提供地方服務並

減少地方納稅人的後續費用。這些項目不僅解決一般政府整合，還面向地方政府職

能，包括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及醫療保險。這  12 項計畫將影響超過  45 個地方政

府，預計在  10 年期間將節省大約  1.26 億美元的資金。  

  

「因為我們持續利用共享服務來提高政府效率，這些項目將切實並且可重複地為納

稅人節省稅款，」州長葛謨說。「特朗普 (Trump) 政府持續給企業和最富有的美國

民眾減稅，但是紐約州為辛勤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提供亟需的減稅措施來實現發

展，」  

  

「我們正在採取措施保障市政當局高效運作並有效運用資金，」副州長凱西 ‧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些資金提供給本州各地的地方政府，將幫助整

合服務並節省納稅人資金。這些項目將為紐約民眾進一步加強提供服務和改善生活

質量。」  

  

市政重組基金是斥資  2,500 萬美元的基金，由紐約州務廳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地方政府服務處  (Di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管理，支持多個發展

階段的地方政府重組項目。從初期項目規劃到項目全面達成，市政重組基金的組織

結構能夠在多個實施階段實現有效的項目評審和州投資。提供給各項目的撥款資金

基於項目實施預期節省的後續資金。批准的資金額基於市政重組基金各階段各項目



 

 

總資金的百分比。項目規劃階段內的項目如果順利進入實施階段，則有資格獲取更

多資金。  

  

此外，項目資格取決於提案類型、參與的地方政府數量，以及對市政居民造成的潛

在財務影響。支持這些項目的地方政府與州務廳合作，制定滿足市政重組基金計畫

資金條件的提案。  

  

州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市政重組基金的投資再次證

明葛謨州長致力於幫助地方政府實現創新並提高工作效率。我們為紐約州北部地區

的這些地方政府提供渠道用來改善服務並有創意地開展協作，從而切實向納稅人賦

權並長期節省資金。」   

  

紐約州北部地區  - 2,341,620 美元： 

  

整合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緊急醫療服務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EMS) - 為小規模實施撥款  2,289,322 美元：埃塞克斯郡將開始建設由本郡管理並

支持的全面緊急醫療服務系統。該郡將利用這些小規模實施資金啟動全郡整合工作

四階段計畫的第一階段工作。初期工作將在泰孔德羅加鎮  (Ticonderoga)、克朗波

音特鎮 (Crown Point)、莫利亞鎮 (Moriah) 完成。如果順利完成，該郡將能夠利用市

政重組基金取得另外  425 萬美元資金，用來完成全郡重組。  

  

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整合資產佔用稅執法工作  - 撥款  2,298 美元實施項

目規劃：富蘭克林郡、埃塞克斯郡、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將開始實施共享服務，

並對資產佔用稅的執法與收繳工作實施職能整合，從而滿足與短期租賃相關的新需

求。  

  

圣勞倫斯郡  (Saint Lawrence County) 修弗爾頓鄉  (Village of Heuvelton) 廢水整合  

- 撥款  5 萬美元實施項目規劃：修弗爾頓鄉、奧斯維戈特奇鎮  (Oswegatchie) 與奧

格斯登堡市  (Ogdensburg) 將制定項目方案停用修弗爾頓鄉廢水系統，並利用奧格

斯登堡市的設施建造地區系統。  

  

埃塞克斯郡理事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蘭迪·普利斯通  (Randy Preston)  

表示，「埃塞克斯郡將利用這筆撥款實施亟需的緊急醫療服務計畫。民眾不必再

撥打 911，也不會局限在合適的時限內獲得急救。我們將挽救生命。」   

  

富蘭克林郡郡長多納·奇薩尼  (Donna Kissane) 表示，「富蘭克林郡感激紐約州務

廳撥款給本郡用來補償軟件計畫產生的費用，我們與地區可持續旅遊業辦公室  

(Regional Office of Sustainable Tourism, ROOST) 以及埃塞克斯郡以及漢密爾頓郡共

同採辦了該計畫。  該項目將在富蘭克林郡、埃塞克斯郡以及漢密爾頓郡提供容

量、設備和共享軟件，從而顯著增加旅遊業酒店入駐率和相關的經濟效益。最終成

果將利用增加的遊客人數和酒店入住率產生的經濟效益來改善生活質量。這些資金



 

 

通過因改善合規性而增加的入住率稅收實現，將用於旅遊業宣傳活動。有充分的理

由表明，這些郡達成收稅合規性後，利用整合執法服務，將最終實現成本節約。」  

  

奧格斯登堡市市長薩拉 ·普迪  (Sarah Purdy) 表示，「奧格斯登堡市期待與修弗爾

頓鄉合作，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來滿足該鄉的廢水處理需求。該市正在建

設廢水處理廠設備改建項目，必將為我們附近的社區提供地區解決方案。我們很高

興利用這次合作支持州務廳撥款給修弗爾頓鄉。」   

  

修弗爾頓鄉鄉長巴布·拉書  (Barb Lashua) 表示，「該項目不僅修弗爾頓鄉十分重

要，對奥格登斯堡市也是如此。  如果這兩個市政當局的合作取得成果，將可能產

生目前沒有的產業增長和住宅增長。  所有相關社區都有很大的機會具備可行

性。 這個機會提供現代化、具有成本效益且高效的基礎設施，吸引潛在的企業入

駐我們地區。  我們有機會合作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時，對所有相關方而言都真

正是個雙贏的局面。」   

  

奧斯維戈特奇鎮鎮長阿弗雷德 ·尼古拉斯  (Alfred Nichols) 表示，「這筆撥款提供亟

需的幫助，供圣勞倫斯郡地方政府更高效地運作。感謝葛謨州長為我們提供需要的

工具，用來節省納稅人資金並精簡服務。」   

  

可持續旅遊地區辦公室  (Regional Office of Sustainable Tourism) 首席執行官詹姆

斯·麥克納  (James McKenna) 表示，「紐約州務廳計畫非常符合州長提出的構想，

整合郡政府的工作來避免重複，並為各政府解決問題和增加收益。  該計畫給這三

個郡提供數據，更好地跟進旅遊業工作並有針對性地開展這些工作，從而增加遊客

人數來創造新工作和商業發展。」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555,000 萬美元：   

  

整合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和奧斯威戈郡  (Oswego) 的採購服務  - 撥款  505,000 

美元全面實施該計畫：奧斯威戈郡和奧斯威戈市  (City of Oswego) 將與奧農達加郡

整合採購服務，在奧農達加郡採購軟件內設立『業務單位』。利用這次整合，奧農

達加郡將為合作的地方政府提供採購服務。奧斯威戈市和奧斯威戈郡將不再配備全

職採購人員，並將利用奧農達加郡的採購團隊提供服務。  

  

奧農達加郡與麥迪遜郡  (Madison) 地區緊急管理溝通  - 撥款  5 萬美元實施項目規

劃：麥迪遜郡將與奧農達加郡合作，開展調查活動來處理這兩個郡的長期應急溝

通管理工作。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我們很高興把已經與奧奇

戈郡 (Otsego) 建立的採購合作關係擴大至奧斯威戈市和奧斯威戈郡。採購局  

(Division of Purchase) 的工作人員代表奧農達加郡居民以及與我們合作的地方政府

開展的工作是效率典範。感謝州務廳認可這項工作，並提供協助和支持。」   



 

 

  

麥迪遜郡議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約翰·貝克  (John Becker) 表示，「我們

將利用這筆撥款探索怎樣才能更好地服務於麥迪遜郡的居民。這項研究活動將成為  

911 系統的標準，並尋找機會與奧農達加郡合作改善  911 服務。」  

  

奧斯威戈郡議會會長沙尼 ·保德維爾  (Shane Broadwell) 表示，「奧斯威戈郡與奧

農達加郡的採購關係立竿見影地節省了人員費用。過去幾個月，我們與奧農達加郡

採購局建立了有效的專業關係，我們與該機構的合作始終很愉快。20 世紀 70 年

代起，從固體廢棄物管理到地區旅遊業宣傳活動，奧斯威戈郡不斷與其他政府整合

或共享服務，用來節省納稅人資金或改善公共服務。我們與奧農達加郡簽署的採購

協議是這一系列合作項目採取的最新措施，我們期待延續這次合作取得的成就。」   

  

奧斯威戈市市長威廉  J. 巴羅  (William J. Barlow) 表示，「奧斯威戈市很高興與奧

農達加郡整合採購活動，我們已經實現了這次合作產生的益處，節省納稅人資金、

與市政夥伴合作削減支出並繼續提供服務。我很感激與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 ·馬奧

尼 (Joanie Mahoney) 合作，提供機會供我們整合服務並削減奧斯威戈市地方政府的

總開支。」   

  

麥可山谷地區  - 219,917 美元：   

  

奧奇戈郡醫療聯盟  (Otsego County Health Care Consortium) - 撥款  44,150 美元

實施項目規劃：奧奇戈郡提議設立奧奇戈郡醫療聯盟，這是根據《保險法  

(Insurance Law)》第 47 章成立的新醫療保健公司，用於統一削減該郡各地方政府

的市政員工的開支。  

  

奧奇戈郡四鎮改組  - 撥款  26,715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奧奇戈郡將與迪凱特鎮  

(Decatur)、馬里蘭鎮 (Maryland)、西福德鎮  (Westford) 以及沃賽斯特鎮  (Worcester) 

合作，制定市政當局改組的項目方案。  

  

解散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平原堡鄉  (Village of Fort Plain) - 撥款  

21,677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蒙哥馬利郡將與平原堡鄉及明登鎮  (Minden) 合作，  

制定方案來實施市政改組，幫助確保長期的服務可持續性。  

  

整合蒙哥馬利郡鄉 /郡警察局  - 撥款  27,847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蒙哥馬利郡將與平

原堡鄉以及卡納卓里鄉  (Village of Canajoharie) 合作，整合郡警長辦公室內的治安

職能，從而維持執法服務，與此同時削減開支。  

  

蒙哥馬利郡地區法庭設施  - 撥款  50,000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蒙哥馬利郡將與地方

政府夥伴合作，建設統一的法庭設施，從而避免對單個市政設施實施規定的資產升

級、削減運營費用並簡化傳訊過程。  

  



 

 

蒙哥馬利郡整合檔案管理系統  - 撥款  49,528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蒙哥馬利郡將開

展工作把現有的檔案管理系統擴大至該郡所有市政當局，該系統目前與阿姆斯特丹

市 (City of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鎮  (Town of Amsterdam) 以及佛羅里達鎮  (Town 

of Florida) 共用。 

  

蒙哥馬利縣執行長官馬修 ·奧森福特  (Matthew Ossenfort) 表示：「該郡及其市政合

作夥伴仍熱切地致力於實施去年制定的一系列項目。我們希望對紐約州表達感激之

情，紐約州持續提供財政支持來實施創新計畫，這些計畫削減支出，與此同時改善

該郡的生活質量和市政服務。」   

  

麥克斯韋爾學院  (Maxwell School) 兼職教授明奇·里維斯  (Minch Lewis) 表示，

「麥克斯韋爾學院很激動能夠延續與蒙哥馬利郡的合作關係。具體來說，我們期待

共同制定實施框架帶動市政創新、提高服務交付的效率，並最終削減地方納稅人負

擔。」  

  

紐約州西部地區  - 44,545 美元： 

  

肖托夸郡水利與廢水合作社  (Chautauqua County Water and Wastewater 

Cooperative) - 撥款  44,545 美元實施項目規劃：肖托夸郡將與地方政府夥伴合

作，建立肖托夸郡地區水利與廢水合作社，提供共用操作員等資源來解決小型市政

系統面臨的難題。  

  

肖托夸郡郡長喬治·博瑞羅  (George Borrello) 表示，「取得這筆市政重組基金撥款

將給肖托夸郡地方水利區及污水區產生重大影響。  我們將憑著這筆撥款與  17 個

夥伴社區共同成立跨市政水利及廢水合作社，從而穩定人員配置，並利用共用設備

和採購來長期節約資金。  感謝葛謨州長以及州務廳的諸位夥伴幫助我們推進這個

創新的項目，並繼續支持地方政府效率工作。」   

  

市政重組基金設立於兩年前，投資於  30 個項目的第  2、3、4 階段，投資總額超

過 1,390 萬美元。實施這些項目每年預計將節省超過  6,600 萬美元資金。  

  

市政重組基金設立多個項目提交期限，從而在全年批准申請和項目撥款。新項目提

案的下一個截止日期是  2018 年 11 月 14 日。更多與該計畫以及項目申請相關的

資訊，請訪問州務廳網站  www.do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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