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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近 6,000 萬美元升級當地飲用水質及全紐約州的廢水處理系統 
 

撥款及低成本融資將改善紐約州北部 16 個州的水質 
 

這筆資金補充了葛謨州長透過《2017 年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of 2017)》撥款 20 億美元的提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NYS EFC)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批准提供 6,000 多萬美元

撥款、無息貸款和低息貸款，用於支持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境內的重要廢水基礎設

施專案。該筆融資將為 12 項飲用水專案及 5 項廢水專案提供亟需的援助,包括去年夏天

在《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 (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 第二輪融資中授出

超過 2,500 萬美元撥款。 

 

葛謨州長表示：「此項融資將為全紐約州的城鎮、鄉村和城市提供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支

援，並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透過對這些社區的淨水基礎設施進行強有力的投資，我們將

為全州人民創造一個更可持續、更繁榮、更健康的紐約。」 

 

因認識到市政當局無法跟上其不斷擴大的水基礎設施需求，行政預算案中納入了二十億美

元的 2017 年《清潔供水基礎設施法案》(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此法案將以 

2015 年《水資源基礎設施改進法案》(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 取得的進

展為基礎，而《水資源基礎設施改進法案》僅在前兩輪中就已向紐約州社區撥款 2.25 億

美元。 

 

環境設備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塞布麗娜•泰伊 (Sabrina M. Ty) 表示：「EFC繼續與全

州各市政當局通力合作，幫助他們以高效、經濟可行的方式滿足其供水基礎設施需求。在

州長的帶領下，我們為這些市政當局提供財政和技術協助的能力將不斷增長。」 

 

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專員兼環境設備公司主席巴

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將與當地社區、環境團體與民間組織攜手與

共，繼續大力投資於全州水質基礎設施和我們社區的整體環境健康。葛謨州長將提升社區



恢復力、解決洪水，沿海潮湧及電力中斷對廢水基礎設施造成的風險視作一項優先事項。

這些撥款計畫將為亟需的重要改造工程提供支援，以確保我們的廢水處理系統得以安全有

效地運作，同時保護水質。」 

 

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專員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通過

環境設施公司，葛謨州長正在推進全州供水系統的重要升級。清潔水對公眾健康至關重

要，而紐約州在供水基礎設施方面的重大投入，將保護當前及未來數以百萬的該州居民賴

以生存的這一寶貴資源。」 

 

這筆撥款，連同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提供的無息和低息貸款，將使得各市政當局能夠採用

比自行融資低得多的貸款利率，為這些專案提供融資支持。此外，今日批准的貸款中近 

77% 均為無息貸款。 

 

3 月 9 日會議上獲批准的專案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奧爾巴尼市政水利金融服務局 (Albany Municipal Water Finance Authority) 奧

爾巴尼縣 (Albany County) — 獲得 630 萬美元資金（837,500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

款 (NYS Water Grant)、450,000 美元綠色創新資助、400 萬美元無息貸，及 100 

萬美元其他來源資金），用於負擔規劃、設計及建設河狸溪下水道溢流減排和洪水

減災 (Beaver Creek Sewershed Overflow Abatement & Flood Mitigation) 專案的

相關費用  

• 開羅鎮 (Town of Cairo)（格林縣 (Greene County)） — 獲得 350 萬美元資金

（21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以及 140 萬美元無息貸款），用於開發額外水源容

量、改善現有公園井的處理，改進現有的成品水貯水池、升級分配系統升級，以及

安裝新的水錶和抄錶設備  

• 查塔姆村 (Village of Chatham)（哥倫比亞縣 (Columbia County)） — 獲得 

808,217 美元資金（484,930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以及 323,287 美元低息貸

款），用於將該村現有的開放式成品水貯水池更換為全新的 400,000 加侖封閉式

成品水貯水池，並更換現有水庫的總水管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東錫拉丘茲村 (Village of East Syracuse)（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 獲得 150 萬美元資金（370,835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和 110 萬美元無息貸

款），為東錫拉丘茲村滲透/流入校正和衛生下水道溢流減緩專案 

(Infiltration/Inflow Correction and Sanitary Sewer Overflow Mitigation Project)二期

的規劃、設計和施工相關成本提供融資。 

• 康斯坦丁鎮 (Town of Constantia)（奧斯威戈縣 (Oswego County)） — 獲得 

480 萬美元資金（28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190 萬美元無息貸款，以及 

50,000 美元其他來源資金），用於安裝新的配水總管並整合現有系統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厄爾巴村 (Village of Elba)（納傑西縣 (Genesee County) ） — 獲得 350 萬美元

資金（21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以及 140 萬美元其他款項）,用於連接納傑西縣

供水、安裝一個新減壓閥，停運教堂街水井 (Chapel Street Well)，並恢復該村的

成品水贮水池。該專案還將包括將約 21,000 英呎的老化總水管更換為新的總水管

和附屬設備。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 冷泉村 (Village of Cold Spring)（帕特南縣 (Putnam)） — 獲得 875,000美元資

金（437,500 美元無息貸款及 437,500 美元低息貸款），為位於冷泉村集市及市

場街 (Fair & Market Street) 區域的該村污水收集系統恢復及改造工程的規劃、設

計和施工提供融資。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科博斯基爾村 (Village of Cobleskill)（斯科哈里縣） (Schoharie County) — 獲

得 500 萬美元資金（29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433,400 美元無息貸款、

866,800 美元低息貸款以及 800,000 美元其他來源款項），用於安裝新的贮水池

及擴展清潔井容量、更換總水管及升級改造增壓站和設備控制  

• 格洛弗斯維爾市 (City of Gloversville) （富爾頓縣 (Fulton County)） — 獲得 

30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用於拆除現有水箱並建造一個新的貯水池、安裝一根

新的水管，升級通信系統和安裝監控和數據採集系統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皇冠鎮 (Town of Crown Point)（艾塞克斯縣 (Essex County)） — 獲得 280 萬

美元資金（170 萬美元的紐約州水利撥款，以及 110 萬美元無息貸款），用於安

裝一座新水井，並更換已經達到使用壽命的現有配水總管  

• 塔珀湖村 (Village of Tupper Lake)（富蘭克林縣 (Franklin County)） — 獲得 

620 萬美元資金（10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200萬美元飲用水撥款 (Drinking 

Water Grant)，以及 320 萬美元無息貸款），用於安裝新的地下水源及改進現有

配水系統，包括安裝水錶  

• 亞當斯村 (Village of Adams)（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 獲得 400 萬美

元資金（24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以及 160 萬美元低息貸款），用於安裝新

井、更換已達到使用壽命的現有配水總管，並修復兩個現有貯水池  

• 棕地鎮 (Town of Hounsfield)（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 獲得 91,663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用於安裝儲箱混合系統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西德尼村 (Village of Sidney)（特拉華縣 (Delaware County)） — 獲得 940 萬美

元資金（30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590 萬美元無息貸款以及 554,500 美元其

他來源）資金，以透過開發新井改善水源水質及／或為現有兩口井提供處理系統。

此外，還將更換壓力不足和頻繁故障的總水管，並在所有餘下未安裝水錶的服務設

施上安裝水錶。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米德爾波特村 (Village of Middleport)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 獲得 290 

萬美元資金（725,000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和 220 萬美元無息貸款），用於為該

村污水處理廠改善專案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的規

劃、設計和建設提供相關資金 

紐約州為水質基礎設施劃撥了全國規模最大的投資，是這一方面的領軍人。透過紐約州清

潔水及飲用水州立循環基金 (Clean Water and Drinking Water State Revolving Funds)，

環保設備公司每年投入約 9.76 億美元用於改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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