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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從 5 月 7 日開始，紐約市室內餐廳的容量將擴大到 75%

使紐約市與紐約州其他地方 75% 的容量限制保持一致
從 5 月 15 日開始，紐約市健身房和健身中心的容量將擴大到 50%
髮廊、理髮店和其他個人護理服務的容量將從 5 月 7 日起擴大到 75%
根據本州抗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取得的進展，取消建立微集群區域戰略的行政命令
顧客和企業必須繼續遵循州健康指南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從 5 月 7 日星期五開始，紐約市室內餐廳的容量將擴大到
75%。這使紐約市的容量與紐約州其他地區保持一致。州長還宣佈，髮廊、理髮店和其
他個人護理服務的容量將從 5 月 7 日起擴大到 75%。從 5 月 15 日開始，紐約市健身房
和健身中心的容量將擴大到 50%。所有改變都要服從州公共衛生指導，包括社交距離和
口罩。
州長還宣佈，鑒於紐約州在抗擊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方面取得的進展，他
將撤銷建立微集群戰略的行政命令。所有行業仍然必須遵循適用的州公共衛生指南。
「經過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戰鬥，紐約州贏得了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戰爭，這意味著是
時候放鬆一些限制了，以保護公眾健康，幫助我們當地的企業，」葛謨州長表示。「毫
無疑問，餐館一直是疫情最嚴重的行業之一，而紐約市蓬勃發展的餐館業發現，留住員工
和維持利潤是一項挑戰。我們正在放寬對餐館、個人護理服務和健身房的限制，以便把更
多的錢放在紐約市小企業主和上班族的口袋裏，紐約市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打擊，但我毫不
懷疑，它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强大。」
在紐約州 2019 冠狀病毒病陽性率和住院率持續下降的情况下，州長最近採取措施進一步
重新開放經濟，這一公告是基於此。4 月 28 日，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從 5 月 17 日開
始，戶外餐飲區將取消 12 點的餐飲服務宵禁，從 5 月 31 日開始，室內餐飲區將取消 12
點的餐飲服務宵禁。州長還宣佈，從 5 月 17 日開始，將取消淩晨 1 點對與會者提供疫苗
接種狀況證明或最近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結果為陰性的餐飲活動的宵禁，並將於 5 月
31 日取消所有餐飲活動的宵禁。

紐約市飯店聯盟 (NYC Hospitality Alliance) 執行董事安德魯·裏吉 (Andrew Rigie) 表
示，「紐約市的酒店業已經被疫情摧毀，雖然復蘇之路還很長，但葛謨州長本周早些時
候宣佈放寬對餐館和酒吧的限制，隨著今天的新聞，室內餐廳佔用率將新增到 75%，在
五個行政區給過去一年遭受財政打擊的小企業主和工人們帶來了一種樂觀的情緒。我們期
待著與葛謨州長的政府合作，安全地重新開放紐約市，這樣我們就可以再次成為世界餐廳
烹飪之都。」
大紐約商會 (Greater 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 執行董事馬克·賈菲 (Mark
Jaffe) 表示，「我代表與我們共事的 30,000 多名商界領袖和民間領袖；商會要感謝州長
的疫苗接種和預防措施，這將使我們再次享受餐飲行業為所有在紐約州旅遊、工作和生活
的人提供的活力和文化。毫無疑問，我們的經濟健康受到了室內就餐的影響，但我們的心
理健康也受到了影響，因為我們失去了享受用餐時的社區意識以及與同事和愛人面對面交
流的感覺。現在，隨著州長的行動，我們可以再次「安全」地享受許多餐廳的氛圍，使紐
約偉大！」
紐約州拉丁美洲餐廳、酒吧和酒廊協會 (NYS Latino Restaurant, Bar & Lounge
Association) 主席傑弗裏·加西亞 (Jeffrey Garcia) 表示，「去年，酒吧和餐館受到了巨
大的打擊，他們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來保護紐約民眾免受這場肆虐的疫情的侵害。通過讓每
個人都能很容易地獲得疫苗，並認真採取預防措施，葛謨州長讓我們走上了康復的快車
道。現在，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大，餐館和酒吧越來越能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情：服務於他們
所處的社區。」
布朗克斯整體經濟發展公司 (Bronx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總
裁馬琳·辛特隆 (Marlene Cintron) 表示，「紐約市和布朗克斯區正在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情中恢復，並準備重建經濟，為勞動人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葛謨州長宣佈擴大紐約市
室內就餐容量，並放寬其他公共衛生限制，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因為感染人數
在下降，疫苗接種人數在上升。這些新措施將幫助餐飲業工人養活自己和家人，幫助小企
業主維持生計。」
紐約韓美美甲沙龍協會 (Korean American Nail Salo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會長
善浩·李 (Sangho Lee) 表示，「整個紐約市的美甲店都受到了公共衛生限制的重創，今
天發佈的公告讓我們向前邁出了一步，以確保業主和員工能够養活自己和家人。我感謝葛
謨州長採取行動，支持美甲沙龍和全州其他企業，幫助我們從這場可怕的疫情中恢復過
來。紐約州正在向前邁進，並結合科學和數據重新開放經濟，我們將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强大的都市。」
美國東部中國美甲美甲協會 (Chinese Nail Salon Association of East America) 會長
皮特·俞 (Peter Yu) 表示，「紐約州的企業受到了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重創，這一公
告將允許美甲沙龍擴大到 75% 的容量，在困難時期是一個值得歡迎的喘息機會。美甲店
的工人依靠當地企業來獲得收入和穩定，這將使他們更容易在全州養活自己。我感謝葛謨
州長的領導，他以科學為基礎重新開放了紐約州，並期待著看到這一新的擴張生效。」

曼哈頓商會 (Manhattan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傑西卡·沃克 (Jessica
Walker)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已經對紐約州的企業和家庭產生了不利的經濟影響，
但是我們在抗擊這次疫情和使我們的經濟回到正軌上取得了進展。我歡迎今天的公告放寬
對一系列行業的疫情限制，並感謝葛謨州長在保護經濟的同時對科學和數據的關注。這將
有助於曼哈頓區 (Manhattan) 的小企業、工人和家庭，我對本州採取行動推動我們前進表
示讚賞。」
布朗克斯商會 (Bronx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麗莎·索林 (Lisa Sorin) 表示，「餐
館和個人護理服務通常是支持全州辛勤工作的紐約民眾的小企業，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市的
室內就餐容量將擴大到 75%，這是一項受歡迎的新措施。隨著數據和科學的進展，我們
需要重新開放和重建我們的經濟，這些新的公告將幫助紐約民眾在經歷了難以置信的艱難
一年後重新站起來。我感謝州長的領導，他重新開放了我們的州，幫助紐約民眾從這場可
怕的疫情中實現經濟復蘇。」
斯塔頓島商會 (Staten Is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琳達·巴蘭 (Linda
Baran) 表示，「商會對州長今天宣佈進一步擴大在過去一年中真正遭受打擊的企業的容
量感到鼓舞。容量的新增將帶來更多的顧客，進而帶來更多的收入。隨著接種疫苗人數的
新增，再加上注重全面重開企業，我們終於開始看到前進的道路。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需要小企業的支持，以便它們能够維持經營和發展。」
南布朗克斯整體經濟發展公司 (South Bronx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總裁兼執行長盧德斯·薩帕塔 (Lourdes Zapata) 表示，「當許多紐約民眾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蜷縮在家裡時，食品服務部門的必需工作人員卻冒著生命危
險確保他們的社區得到照顧。我們對他們的服務表示感謝，並感到高興的是，現在可以安
全地開始以更高的容量親自為餐廳提供支援。葛謨州長，謝謝您繼續努力重建我們的經
濟，保護去年為我們提供保護的工人。」
長島市合作組織 (Long Island City Partnership) 主席伊麗莎白·盧斯金 (Elizabeth
Lusskin) 表示，「多虧了紐約民眾在遵循衛生準則和接種疫苗方面的辛勤工作，這種可
喜的能力擴展現在可以讓更多的紐約民眾繼續工作。 事實上，在這些新的指導方針的幫
助下，每一種類型的企業都在長島市 (Long Island City)——紐約州的混合用途之都——
運作，我們非常感謝州長和紐約州同胞們使這成為可能。」
布魯克林商會 (Brooklyn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蘭迪·佩爾斯 (Randy
Peers) 表示，「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餐飲業受到了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的嚴重影
響，葛謨州長宣佈减少商業限制，修改宵禁時間，新增室內就餐人數，這將大大幫助我們
至關重要的小企業和工人開始走向復蘇。我們期待著與葛謨州長的政府合作，讓紐約市恢
復商業運作。」
皇后區商會 (Queens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托馬斯 J. 格雷奇
(Thomas J. Grech)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允許更多的小企業延長營業時間。當我們接
近春末夏初的時候，看到如此多的餐館增加了業務量，這是令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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