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白思豪市長、參議會多數党領袖考辛斯、議長海斯蒂和紐約州勞工領袖聯名

致信紐約州國會代表團，敦促他們提供刺激資金，以避免災難性的預算削減  

  
擬議中的 9,080 億美元救助計畫必須公平地補償受打擊最嚴重的州  

  
紐約州受影響最大，需要至少 150 億美元才能避免增稅和裁員；紐約市至少需要 90 億美

元  

  
如果聯邦政府不能提供資源，成千上萬的工人將面臨失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比爾·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市長、參議會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

圖爾特-卡辛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議會發言人卡爾·海斯蒂 (Carl Heastie) 和紐

約勞工領袖今天發表了一封信，敦促紐約州的國會代表團在下一個聯邦經濟刺激方案中提

供足夠的資金以避免對城市和州預算的災難性削減。信中強調紐約州是受新冠肺炎 

(COVID-19) 影響最嚴重的州，並呼籲根據每個州的需求分配下一個刺激計畫的資金。紐

約需要至少 150 億美元來避免增稅和裁員。如果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今年得不到至少 45 億美元的撥款，成千上萬的工人將被

解雇，票價將會上漲。紐約市至少需要 90 億美元。  

  
信函全文如下：  

  
2020 年 12 月 9 日  

  
親愛的參議員舒默 (Schumer)、參議員吉利布蘭德 (Gillibrand) 以及紐約州國會代表團的

成員們：  

  
你們很清楚，紐約州在冠狀病毒 (COVID) 危機開始時所遭受的絕望處境，今天仍在繼

續。我們知道，國會正在考慮一項短期聯邦資金措施，約為 9,080 億美元，用於緩解新

冠肺炎疫情。作為一項臨時措施，該提案應滿足各州當前和迫切的需求，紐約州至少應得

到必要的最低數額資金以阻止進一步的大規模破壞，這是至關重要和公平的。  

  
重要的是要提醒你的聯邦同事，紐約州為冠狀病毒付出了獨特的代價。紐約州的損害賠償

是聯邦疏忽的直接結果。與其他州不同的是，紐約州的冠狀病毒危機是由來自歐洲的冠狀



 

 

病毒引起的。科學家們已經確定將我們的冠狀病毒菌株追溯到歐洲國家。特朗普 (Trump) 

政府要麼不知道，要麼沒有通知紐約州，病毒已經從中國進入歐洲，並正在前往紐約州。  

  
特朗普政府於 2 月 1 日禁止來自中國的旅行，但直到 3 月 16 日才禁止前往歐洲。到那

時，已有 300 多萬歐洲人前往紐約州，在我們發出通知之前的幾個月裡，病毒一直在傳

播。這就解釋了紐約州病例激增的原因。這些事實已經被雷德菲爾德 (Redfield) 博士和福

奇 (Fauci) 博士在國會作證時證實。  

  
在 9,080 億美元的救助計畫中，聯邦政府的援助必須與各州所遭受的損失成比例，並考

慮到聯邦政府的責任。紐約州是美國死亡人數最多的城市，也是失業人數最多的城市之

一，因為冠狀病毒在特朗普政府承認東部沿海地區存在之前就來到了紐約州。聯邦資金不

應用於政治，而應根據需要和損害來分配。根據任何公平的估計，紐約州是美國的經濟引

擎，這一事實應該在任何旨在推動國民經濟的聯邦立法中得到承認，任何一個州都沒有達

到聯邦政府損害紐約州的程度。  

  
紐約州的需求是迫切的。如果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今年得不到 45 億美元，9,000 名工人將

被解雇，地鐵和公交的票價和過路費的增長將超過通貨膨脹的水準。如果紐約州得不到至

少 150 億美元的援助，或者紐約市得不到至少 90 億美元的直接援助，那麼，增稅、裁員

和大量借貸都將是必要的。在我們開始一項複雜的勞動密集型疫苗接種計畫之前，現在不

是給辛勤工作的紐約州家庭施加更多負擔的時候，也不是解雇重要員工的時候。  

  
我們理解，你們希望最初的一攬子計畫將為各州提供資金，直至明年三月，屆時將通過更

實質性的一攬子計畫。然而，如果沒有上述所列的必要資金，我們將無法堅持到三月份。  

  
敬上，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比爾·白思豪市長  

  
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臨時主席兼多數党領袖  

紐約州參議會  

  
卡爾·海斯蒂  

議長  

紐約州眾議會  

  
馬里奧·奇倫托 (Mario Cilento)  

主席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New York State AFL-CIO)  

  



 

 

約翰·賽謬森 (John Samuelsen)  

國際主席  

美國運輸工人聯合會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of America)  

  
安東尼·尤塔諾 (Anthony Utano)  

主席  

大紐約運輸工人聯合會本地第 100 號 (Transportation Workers Union of Greater New 

York Local 100)  
  
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主席  

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亨利 A. 伽瑞多 (Henry A. Garrido)  

行政主任  

第 37 號地方議會 (District Council 37)  

  
葛列格里·佛洛德 (Gregory Floyd)  

主席  

卡車司機工會 237 號片區 (Teamsters Local 237)  

國際卡車司機聯盟理事會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General Board) 常務

副會長  

  
麥克爾·穆格魯 (Michael Mulgrew)  

主席  

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韋恩·斯賓塞 (Wayne Spence)  

主席  

紐約州公職人員聯盟 (NYS Public Employees Federation)  

  
瑪麗 E. 沙利文 (Mary E. Sullivan)  

主席  

美国州县和市政工人联合会 (AFSCME) 第 1000 號公職人員協會 (Civil Service 

Employees Association (CSEA) Local 1000)  
  
理查·馬洛克 (Richard Maroko)  

主席  

紐約酒店和汽車旅館貿易委員會 (New York Hotel and Motel Trades Council)  

  
哈瑞·奈斯珀利 (Harry Nespoli)  



 

 

主席  

市勞工委員會 (Municipal Labor Committee)  

  
鄧尼斯·特 (Dennis Trainor)  

副主席  

美國通訊工作者 1 區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District 1)  

  
凱爾·布拉格 (Kyle Bragg)  

主席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SEIU) 32BJ 分會  

  
馬克·坎尼薩羅 (Mark Cannizzaro)  

主席  

紐約市學校督導員和行政人員委員會 (Council of School Supervisors & Administrators, 

New York City)  
  
喬治·格雷沙姆 (George Gresham)  

主席  

1199SEIU 醫療工作者東部聯盟 (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  

  
安德魯·帕洛塔 (Andrew Pallotta)  

主席  

紐約州聯合教師工會 (New York State United Teachers, NYS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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