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國會代表團支持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

眾議會全部 18 個民主黨議員支持州長提出的一系列大膽提案，
用於為紐約州全體婦女創造機會
提案全面改善婦女生活：醫療、安全、工作場所、女童、
家庭 - 從此處瀏覽工作日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民主黨眾議會代表團的全部 18 個成員支持其
提出的 2018 年婦女機會工作日程：一系列大膽提案全面改善婦女生活：醫療、
安全、工作場所、女童、家庭生活。從 此處進一步瀏覽工作日程。
「婦女成功時，紐約州也就成功了，我很自豪獲得這些國會領袖的支持，因為我們
設法為紐約州婦女各個方面的生活創造機會，」 州長葛謨表示。「婦女機會工作
日程是一系列大膽的提案，用於鞏固紐約州在推進平等權利方面取得的令我們自豪
的成就紀錄，並確保繼續推進而非阻礙婦女的權利。」
「作為紐約州國會代表團的前成員，我很自豪我們帶頭建設社會，性別平等在這個
社會中不是願景，而是現實，」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得到
國會成員的支持證明了我們在說出『時間到了』時展現的團結和承諾。」
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表示。「紐約州採取果斷措施在本州
推進婦女權利，國會提供這次卓越支持，這有力地表明葛謨州長提出的為全體民眾
創造平等機會的構想是美國其他地區的榜樣。州長設立的婦女機會工作日程優先實
施支持女童夢想的州政策，將鞏固各個年齡層的婦女的權利，並為新一代領導人提
供需要的資源，用於在紐約州境內成長發展。」
支持婦女工作日程宣傳活動的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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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魯斯·斯勞特 (Louise Slaughter) 女士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先生
國會議員妮塔 M. 洛韋 (Nita M. Lowey) 女士
國會議員何塞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先生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
國會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女士
國會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女士
國會議員格裡高利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先生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先生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先生
國會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先生
國會議員哈吉姆·傑佛利 (Hakeem Jeffries) 先生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先生
國會議員格雷斯·蒙恩 (Grace Meng) 女士
國會女議員凱斯琳·萊斯 (Kathleen Rice)
國會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先生
國會議員托馬斯·索茲 (Thomas Suozzi) 先生

紐約州在帶頭推動婦女權益方面擁有令人自豪的悠久傳統。葛謨州長明白婦女成功
時，紐約州也就成功了，因此，他在推進婦女平等權利方面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
成就。葛謨州長提出了很多政策和法規用於推進婦女的平等權利和機會，這些政策
和法規將於 2018 年生效，包括帶薪家庭假、提高最低薪酬，以及制定法規用於保
護提供避孕藥品，而不考慮聯邦層面上發生的狀況。紐約州今年將鞏固這一進展。
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平等權利、平等機會 (Equal Rights, Equal Opportunity)，包括
下列大膽提案：
健康
•
•
•
•
•
•

安全

批准《全面避孕保障法案 (Comprehensive Contraceptive Coverage
Act)》
把《羅伊訴韋德案 (Roe V. Wade)》編入州法律和州憲法
增加提供試管受精服務 (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 和保存生育力服務
開展多機構工作用於抗擊孕產婦抑鬱症
設立孕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用於挽救生命
為紐約州醫學委員會 (State Board of Medicine) 增添婦女健康專家以及
健康差異專家

•
•
•
•
•

批准《平等權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的武器
終結性勒索和色情報復
延長醫院對法庭強姦套件的保存期限
擴大《人權法 (Human Rights Law)》的保護範圍，覆蓋全州境內所有
公立學校

工作場所
•
•
•

•
•
•
•
•
•

打擊工作場所內的性騷擾行為
呼籲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
投資於婦女和少數族裔人士領導的企業
重新批准少數族裔和婦女企業計畫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法案，並把少數族裔和婦女企業計畫拓展
至所有由州政府資助的合同
增加紐約州各委員會的婦女人數
為政府內的婦女設立婦女領導力獎金 (Women Lead Fellowship)
彌合性別薪酬差距
支持婦女歸回勞動力隊伍或在勞動力隊伍中取得進步
採取措施彌合資金缺口用於為婦女企業授權
把紐約州確立為工薪階層家長的模範僱主

女童
•
•
•
•
•

為最年輕的學生提供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用於彌合性別薪酬差
距
設立『如果你能想象到，就能成功 (If You Can See It You Can Be It)』
日，供女童了解什麼是能做到的事
繼續開展卓有成效的紐約州指導計畫 (New York State Mentoring
Program)
設立『了解-知情』學習模組，用於使年輕人能夠建立健康的關係
確保在公立學生提供生理期產品

家庭
•
•
•
•
•

撥款 2,500 萬美元用於擴大重要的學前班課程和課後課程
繼續為中產階級家庭增加兒童看護退稅額
設立托兒服務特別工作組 (Child Care Availability Taskforce)
確保在公共洗手間平等使用換尿布臺
實施美國最具競爭力的帶薪探親假政策

國會眾議員魯斯·斯勞特 (Louise Slaughter) 表示，「從塞尼卡福爾斯鎮 (Seneca
Falls) 大會到婦女先於全國其他地區三年獲得投票權，紐約州帶頭保障婦女權利。
我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秉持這一傳統，很自豪看到本州繼續支持各項政策，用於幫助
為全體婦女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表示，「婦女可能遭受華盛頓政府
(Washington) 共和黨議員發動的攻擊，但在紐約州，我們了解保護婦女的健康和權
利有多麼重要。 帝國州 (Empire State) 再次發揮領導作用。 感謝葛謨州長帶頭提
交這份重要的報告，我將繼續抗擊大佬黨 (Grand Old Party，GOP) 在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DC) 提出的反婦女的退步工作日程。」
國會女議員妮塔 M. 洛韋 (Nita M. Lowe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州政府採取
這個重要措施為紐約州的婦女和女童保障尊嚴、平等權利和平等機會。 美國正處
在抗擊騷擾和歧視的歷史時刻，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反對這些暴行，並帶來有意義
的變革。 兒童看護、學前課程和課後課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生育保健，這份新工作日程投
資於婦女和女童的生活，從而推進其賦權。」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我們在紐約州爭取婦女權利的
歷史上目睹了一些最重要的進步。葛謨州長設立的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將鞏固這
一傳統，今後繼續取得進展。我很自豪支持這份工作日程，感謝葛謨州長帶頭處理
這些重要的政策問題。」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特朗普 (Trump) 總統提出聳
人聽聞的反婦女工作日程，他冷漠無情地漠視婦女，這一幕每天都在華盛頓政府上
演，我們不僅要發出心聲和做出反擊，還要依靠各州保護婦女權利。 感謝葛謨州
長開展工作，利用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和 2018 年
工作日程填補這一空白。我建議紐約州立法領袖迅速行動來修訂這些提案，並保護
紐約州婦女抵禦華盛頓政府的極端主義，紐約州帶頭為全體民眾推進平等權利和平
等機會。」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關注婦
女和女童。我期待繼續合作推進婦女平等權利。」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我很自豪支持這
些創新提案，這些提案將幫助清除障礙，用於全面改善婦女的生活。 為婦女爭取
進步應當是各級政府的首要工作，感謝葛謨州長在這件事上發揮領導能力。」

國會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從歷史觀點來說，
紐約州引領美國給婦女賦權。 州長實施的政策將確保紐約州延續這一傳統，我將
與他以及別人合作，持續爭取性別平等。 我們不能停下腳步，直到婦女在我們偉
大的州和本國其他地區最終獲得應得的平等權利。」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葛謨州長秉承紐約州令人自豪的傳
統，爭取婦女權利。州長設立的計畫關注婦女的健康和工薪家庭的需求，將大力推
進為爭取平等權利而開展的鬥爭。」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推進平等權利的政策以及婦女和
家庭的進步能夠帶動社區發展、創造機會，並奠定基礎為全 體民眾建設更加美好的
未來。」
國會女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表示，「今年一月，葛謨州長設立
了紐約州首個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用於延續本州長期傑出的傳統，帶頭推進婦
女權利。 我作為黑人婦女與女童國會核心小組 (Congressional Caucus on Black
Women and Girls) 副主席，切身了解需要設立公共政策，用於減少本國婦女和女童
感受到的差異。具體來說，該核心小組設法清除阻礙黑人婦女取得成功的因素，
這對我自己和州長至關重要。州長和我仍致力於推進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我期待與
他合作處理紐約民眾面臨的這個重要問題以及其他重要問題。」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美國最終意識到婦女獲得平等地位和公
平的成功機會時，我們大家都會受益。 從本州和本國設立時起，他們的工作、
構想和領導力就推動我們前進，然而，婦女仍然經常遭受有權勢的男性和性別歧視
者文化動力學施加的奇怪想法和負面社會評判。 做得更好不僅意味著清除阻擋他
們的不必要的障礙和困難，還意味著打開機遇之門，不再基於性別、性取向以及個
人身份的任何其他方面施加歧視。 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共同支持全體婦女的權利
和平等機會。」
國會議員哈吉姆·傑佛利 (Hakeem Jeffries) 表示，「我們必須比以往更加警惕地保
護婦女在我們社會上取得的進步。 我們不能倒退。 我們應當感謝葛謨州長和所有
參與方帶頭開展這項重要的工作。」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每個人獲得平等
機會時，美國將做到最好，婦女應當獲得與男性完全相同的機會，這意味著終結性
別薪酬差距、反對性暴行，以及控制兒童看護費用。 我很自豪州長認真對待這個
問題，並與我共同承諾為美國全體民眾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考慮性別。」
國會女議員格雷斯·蒙恩 (Grace Meng)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用，紐約
州繼續帶頭推進婦女平等權利。 我很自豪支持州長設立的婦女工作日程，尤其感

謝他開展工作保障在公立學校提供經期衛生用品，我很自豪在國會中支持這項工
作。 我還感謝他設立帶薪家庭休假計畫、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的武器，並打擊
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 我期待州長的提案得到推進，並與之合作創造更多機
會，供本州婦女取得成功。」
國會女議員凱斯琳·萊斯 (Kathleen Rice)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婦女工作日程提
供大膽的提案和切實全面的解決方案，這將造福於各個階段的婦女和女童以及我們
各個方面的生活。我很自豪紐約州繼續引領全國爭取進步和平等。」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紐約州婦女與女童
生存狀況報告：2018 年展望 (The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New York Women and Girls:
2018 Outlook)》優先關注重要需求，用於維持提供生育保健、為更多女童提供科
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並終結家庭暴力。 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婦女與女
童事務委員會設立這項大膽創新的提案，用於推進工作場所的平等權利、促進平等
薪酬，並彌合全州各行各業的性別差距。 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平等權利、平等
機會工作日程成功推進各項工作，這將幫助我們推進婦女的權利，並在生活中的各
個方面保障平等與公平。」
國會議員托馬斯·索茲 (Thomas Suozzi) 表示，「全體婦女必須獲得應得的公正、
平等並且有尊嚴的待遇，我很自豪與諸位同事以及紐約州全體民眾共同支持州長設
立的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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