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建設  3.54 億美元的恢復力項目用於顯著減少西部海灣  (WESTERN 

BAYS) 的氮污染   

 
紐約州和拿騷郡  (Nassau County) 撥款  2.77 億美元，把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  (Bay 

Park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Bay Park WWTP) 管道連接至希達河處理廠  

(Cedar Creek Treatment Facility) 現有的海洋排水口   

 
對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實施升級，用於減少氮污染、顯著改善海灣生態環境，  

並強化海岸恢復力   

 
當前問題的照片請見此處、解決方案的照片請見此處、拼接照片請見此處   

 
視訊請見此處 

  
  

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 五週年之際，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建設  

3.54 億美元的項目用於顯著改善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海灣的水質。  這個創新的

方案用於解決長期問題，將利用日出公路  (Sunrise Highway) 下方廢棄的水渠把海

灣公園廢水處理廠產生的處理後廢水轉運至現有的希達河處理廠排水口，該排水口

把處理過的污水運載將近三英哩排入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該項目每年將預防  

190 億加侖的處理後污水排入溫暖的淺水西部海灣  (Western Bay)，用於消除有害

的氮污染，從而開始修復重要沼澤地的活力，這些沼澤地保護社區抵禦巨浪和風暴

潮。紐約州和拿騷郡給該項目撥款  2.77 億美元，剩餘資金由聯邦機構提供。  

 
「紐約州正在重建，將比以往更加美好和智能，我們承諾升級基礎設施用於保護水

質和自然資源，」葛謨州長表示。「該項目將從西部區海灣永久清除上百億加侖

的廢水，從而修復天然屏障以抵禦極端天氣，並恢復重要生態系統的活力。」   

 
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始建於  1949 年，服務於拿騷郡  50 多萬個居民，每天平均向

雷諾海峽 (Reynolds Channel) 排放 5,200 萬加侖的處理後廢水。  從大西洋海灘  

(Atlantic Beach) 到好望角 (Point Lookout)，包括休利特港  (Hewlett Harbor) 和鮑爾溫

港 (Baldwin Harbor) 在內，這項排放活動影響到西部海灣將近  1 萬英畝水域和潮汐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thumbnails/image/BayParkSewageTreatmentPlant_Map.png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thumbnails/image/SolutionMap_witharrows_solution.png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thumbnails/image/SolutionMap-witharrows.p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XqaXouH1uE&feature=youtu.be


 

 

沼澤地。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產生的處理後廢水含氮，主要因為這個原因，西部海

灣受到大型藻花及其他不利於水質的相關成分影響，例如低溶氧。  同行評議科學

研究也認為過量氮與沿海濕地島嶼受到的侵蝕以及最終崩解有關，這些島嶼充當屏

障用於抵禦風暴潮與締合波。  

 
 受影響的社區包括：  

 

•  大西洋海灘   

•  長灘市 (Long Beach)  

• 利多海灘 (Lido Beach)  

• 好望角 (Point Lookout) 

• 法羅克維街區  (Far Rockaway)  

• 勞倫斯鄉 (Lawrence) 

• 休利特耐克鄉  (Hewlett Neck)  

• 休利特港 (Hewlett Harbor)  

• 東洛克威鄉  (East Rockaway)  

• 歐申賽德村  (Oceanside)  

• 島嶼公園鄉  (Island Park)  

• 鮑德溫港村  (Baldwin Harbor)  

• 弗里波特鄉  (Freeport)  

•  休萊特灣公園鄉  (Hewlett Bay Park)  

•  伍德布格鄉  (Woodsburgh)  

 
這項排放活動長久以來被視作棘手並且費用高昂的問題，這個大膽創新的解決方案

一旦完成，西部海灣將按照顯著降低的成本和更短的施工計畫快速顯著地修復生態

環境。 此前的方案提議建造一處全新的入海排水口，從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通往

大西洋，將耗費  6 億多美元資金，並花費將近十年時間建設。  

 
但是，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和拿騷郡的專家發現了一處仍可利用的有  100 年歷史的閒置水渠，

這條水渠可銜接現有的希達河處理廠排水口，從而至少節省  2 億美元資金並確保

項目將迅速推進。  

 
該項目將停用雷諾海峽排水口，並建造一個兩英哩長、72 英呎寬的導管系統，  

該系統從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北側銜接至  27 號州道 (State Route 27) 下方的郡水

渠。該項目還將拆除  10 個閘閥，並為  72 英吋的廢棄總管道安裝玻璃纖維管防滑

襯，從而改造該水渠八英哩長的渠段。此外，該項目將安裝兩英哩長、72 英吋寬

的管道，該管道將從水渠延伸至現有的  6.5 英哩長的希達河處理廠排水口管道，  

並把處理後污水運載將近三英哩距離送入大西洋。  

 



 

 

2014 年 1 月，紐約州西部撥款  8.1 億美元，用於連續多年修復改造海灣公園廢水

處理廠，該廢水處理廠仍在承受超級風暴桑迪造成的破壞。該項目包括修復多個處

理系統、收集系統、泵站並加以升級，並安裝工程結構用於保護該處理廠抵禦  500 

年級別的風暴，這種風暴的強度超越了超級風暴桑迪。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今天的公告獲得簽字蓋章，

這表明超級風暴桑迪過後爭取到的聯邦政府資金為大量民眾和重要項目創造了奇

跡。我們對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實施重建、現代化建設以及改造，並修復西部海灣

的健康環境，把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產生的廢水轉運到希達河處理廠排水管是這項

工作的最後一塊拼圖。該項目將修復沼澤地的健康環境，用作重要屏障以抵禦今後

的洪水和風暴潮，以此取代用大量破壞生命的氮污染物污染水路。各種活動都將再

次獲得希望，包括釣魚、划船、游泳。五年後，我們將變得更加強大和完善，並將

繼續完成工作，包括要求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簽署協議並向我們交付這最後一個拼圖塊。」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葛謨州長已把改善長島地區的修復力確立為優

先工作，加之對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實施改造和加固用於抵禦  500 年風暴，這展

現了在氣候變化、海平面升高、極端天氣等現實條件下，如何更加理性地開展重建

工作。 今天達成的協議證明了州長持續發揮領導能力，並將迅速減少已對西部海

灣造成破壞的氮污染，並將極大推進我們在這個重要生態系統中開展的長期修復工

作。」  

 
紐約州環境設備公司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EFC) 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塞布麗娜·泰  (Sabrina Ty) 表示，「紐約州環境設備公司很自豪能夠提供財務援

助，用於協助對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實施這些重要的升級。葛謨州長帶頭確保我們

的廢水處理廠可持續發展，並保護我們的水資源。」   

 
「拿騷郡獲得  3,000 多萬美元的額外資金，因此同意在其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安裝

兩個氮處理系統，用於把處理後廢水的氮濃度降低  50%。」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數十年來，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

產生的處理後廢水始終在危害著西部海灣。  如今，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正

在推進實施這個顛覆性的創新解決方案。  這是復興西部海灣的開端。」   

 
州參議員約翰  E. 布魯克斯  (John E. Brooks) 表示，「超級風暴桑迪結束五年後，

我們如今仍在採取措施加固基礎設施並強化街區，用於抵禦大自然母親未來的憤

怒。州長憑著今天關於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的公告，再次表明了他對長島地區做出

的承諾。長島地區的家庭請放心，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正在加固廢水系統用

於抵禦今後的極端天氣。該項目將幫助保護該島無與倫比的自然資源、保護我們多

個海灣和水路，並保障安全清潔的飲用水。」   

 



 

 

眾議員梅麗莎·米勒  (Melissa Miller) 表示，「因為颶風桑迪，我們對大自然能夠造

成的巨大破壞又有了新的認知。這場超級風暴過後，我們始終在開展重建工作，  

比以往建設得更加強大。多虧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用，我們才能夠把生態修復力確

立為優先工作，並確保紐約州的水利基礎設施能夠支撐幾代人使用，包括海灣公園

廢水處理廠。這筆投資將鞏固我們的進展，並確保我們重要的水資源獲得良好的保

護。」  

 
拿騷郡郡長曼加諾  (Mangano) 表示，「颶風桑迪在五年前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今天發佈的公告代表著修復之路上達成的又一個里程碑。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實施

大規模改造，表明我們仍有能力做出大膽構想並辦成事情，這份新公告將延續我們

的環境保護工作，並確保我們做好準備迎接大自然母親下一次發怒。風暴過後，  

葛謨州長始終支持我們，並一路與我們同行。」   

 
長灘市市長傑克·斯尼克曼  (Jack Schnirman) 表示，「雷諾海峽的清理工作已延續

十年之久，這筆明智的投資將幫助確保我們珍貴的水資源不再因為氮以及其他污水

處理副產品而發生退化。州長今天表明他仍致力於把長島地區建設得更加強大、  

智慧、安全，並保護本州民眾。我很自豪支持這個重要的項目，這個項目今後多年

將為居民以及周圍社區改善環境和經濟。」   

 
「環境公民運動  (Citizens Campaign for the Environment)」執行主任艾德里安·艾

斯波斯托  (Adrienne Esposito) 表示，「葛謨州長堅定支持紐約州的自然資源，  

這對保護我們的水資源至關重要。升級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並提供海洋排水口，  

這將留下清潔的海灣遺產、安全的貝類養殖區、並重建我們的海洋文化。公民環境

運動、斯普拉運營機構  (Stop Polluting, Littering and Save Harbors, Operation 

Splash)、阻止污泥工作組  (Sludge Stoppers)、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以及四面八方的社區居民努力了  20 年，用來升級這個基礎設施並修

復我們熱愛的這些海灣。有了一條海洋排水管，幾代家庭將能夠游泳、釣魚、  

撈蛤，並享用我們在這裡安家的水域。我們很高興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將開展合作，

保障南岸地區  (South Shore) 擁有清潔安全的沙灘和海灣。」   

 
紐約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首席保護與外部事務官斯圖爾特  F. 

格魯斯金  (Stuart F. Gruskin)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拿騷郡

以及包括西部海灣聯盟  (Western Bays Coalition) 在內的諸位夥伴，他們設法確保颶

風桑迪遺留的最嚴峻的環境問題和人類健康問題得到最終解決，即重新設計海灣公

園廢水處理廠。今天宣佈的公告意味著我們水域的氮污染將減少，南岸地區的海灣

和民眾將變得更具適應力和更加健康。」   

 
州長領導紐約州帶頭開展多項計畫，用於改善長島地區的水質，包括斥資  500  

萬美元的長島地區氮行動計畫  (Long Island Nitrogen Action Plan) 和 1,040 萬美元的

貝類修復計畫。  州長設立協作長島地區氮行動計畫，一個主要目標是解決西部海

灣的水質問題，並最終解決整個長島地區的水質問題。  2017-18 年州預算案批准

了州長設立的歷史規模的  25 億美元《淨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今天公佈的變革行動鞏固了該法案，以及斥資  3 億美元的環

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據估計，每投資  1,000 億美元給淨水

基礎設施，就將創造  160 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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