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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為全州清潔水系統和地方飲用水基礎設施專案撥款 6,600 萬美元  

  

專案位於首府地區、五指湖地區、長島地區、哈德遜中部地區、麥可山谷地區和北部地
區等地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6,600 多萬美元，用於支援紐約州內的重要水務基礎設施

專案。紐約州環境設施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EFC) 董事

會通過了資助和低成本融資專案，用於支援 16 個市政當局和公共機構，助其升級飲用水

和污水處理系統。  

  

「對一個社區而言，清潔用水是一大民生要務，而透過投資重要的水務專案，我們可以

加強州內所有地區的公共衛生和生活品質。」霍楚爾州長表示。「這筆資金可以幫助地

方政府實施關鍵的升級改造，保護水質，造福紐約的後代子孫。我們可以透過專案提供

必要的水務設備，奠定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基礎。」  

  

今天公佈的專案資金中，800 多萬美元將會授予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兩個社區，用於

建造飲用水新污染物處理系統。其他重要資助專案包括：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韋伯

斯特村 (Village of Webster) 的 1,00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實施廢水處理廠升級工程；首府

地區 (Capital Region) 沃希斯維爾 (Voorheesville) 的 40 萬美元資金，用於實施有助於保護

地下水的下水道服務。  

  

紐約州環境設施公司總裁兼執行長莫林·A. 科爾曼 (Maureen A. Coleman) 表示，「環境設

施公司今天公佈的投資專案凸顯公司承諾，即確保紐約州內的社區擁有發展所需的現代

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在上週公佈的『紐約新時代 (New Era for New York)』計畫中，霍

楚爾州長將水務基礎設施資金列為優先事務，為地方政府提供解決方案，助其發展、繁

榮和提高韌性，環境設施公司對此表示感謝。」  

  

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兼環境設施公司董事會主

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霍楚爾州長知道，紐約州各個城市和鄉鎮在尋求

資源、支援清潔水基礎設施重要專案時面臨諸多挑戰。紐約民眾必須享有清潔用水，方

能維持我們社區、環境和經濟的健康。今天公佈的專案資金是州府持續承諾的見證，以

此保護州內各地的飲用水源，造福子孫後代。」  

  



紐約州衛生廳代理廳長瑪麗·T. 巴塞特 (Mary T. Bassett) 博士表示，「紐約州各個社區一直

以來都在大幅更換老舊的飲用水供水系統，同時為污水處理廠實施現代化改造，以確保

居民和環境的長期健康。在我們繼續為這些重要專案提供資金時，提供清潔的飲用水和

幫助市政當局實現這一目標成為本屆政府的一大優先事項。」  

  

董事會的批准包括透過淨水州循環基金 (CWSRF) 和飲用水州循環基金 (DWSRF) 以及根

據《水基礎建設改善法案》(WIIA) 提供的撥款。  

  

會議批准的專案資金包括：  

  

清潔水務專案  

•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拉什維爾村 (Village of Rushville) -  69,338 美元的《水利基

礎設施改善法案 (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 WIIA)》資助金和 1,696,462 美

元的長期無息貸款，用於改善污水處理廠和集水系統。  

•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蒂沃利村 (Village of Tivoli) - 919,150 美元的《水利基礎

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和 6,042,750 美元的短期無息貸款，用於升級廢水收集和處

理系統。  

•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華威村 (Village of Warwick) -  3,062,500 美元的《水利基礎

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4,593,750 美元的短期無息貸款和 4,593,750 美元的短期市

場利率貸款，用於擴建廢水處理廠和改善瓦溫達溪 (Wawayanda Creek) 的水質。  

•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韋伯斯特村 - 1,414,250 美元的《清潔水州循環資金 (Clean 

Water State Revolving Fund, CWSRF)》資助金和 9,485,750 美元的短期無息貸款，用

於規劃、設計和建造污水處理廠。  

•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 2,875,000 美元和 3,375,000 美元的 《水利基礎設施改

善法案》資助金，用於實施 1 號污水處理區 (Sewer District No. 1) 專案，包括升級

泵站、更換除臭系統，以及改進取暖和通風系統。  

• 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鹿特丹鎮 (Town of Rotterdam) - 533,000 美元的

《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建造卡曼路 2 號下水道延伸工程 (Carman 

Road Sewer Extension No. 2)。  

•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沃希斯維爾村 (Village of Voorheesville) - 40 萬美元的

《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規劃、設計和建設村中心地區的衛生污

水處理服務，以保護地下水水質。  

• 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 約克鎮 (Town of York) - 442,564 美元的《水利基礎

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改善雷索夫污水處理區 (Retsof Sewer District) 的污水

收集系統。  

  

飲用水專案  

•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卡納霍利村 (Village of Canajoharie) - 1,650,000 美元

的《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和 1,100,000 美元的短期市場利率貸款，用於

新建儲水箱、更換阿貝林街 (Abeling Street) 水泵站的水泵和控制裝置，以及改善供

水系統，包括升級水管、消防栓和閥門等。  



• 富爾頓郡 (Fulton County) 梅菲爾德村 (Village of Mayfield) - 407,700 美元的《水利基

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和 1,417,300 美元的短期市場利率貸款，用於新建 20 萬

加侖儲水箱，取代目前的 15 萬加侖儲水箱。  

•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普拉茨堡市 (City of Plattsburgh) - 300 萬美元的《水利基礎

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和 2,801,800 美元的短期無息貸款，用於實施新飲用水井專

案的首期工程，包括建造一個初期處理井和基礎設施。  

•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沃特弗利特市 (City of Watervliet) - 300 萬美元的《水利

基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和 4,024,650 美元的短期市場利率貸款，用於改進水處

理廠，包括修繕結構和新流程全自動化操作。  

• 里維斯郡 (Lewis County) 戴安娜鎮 (Town of Diana) - 283,200 美元的《水利基礎設施

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修繕水井，安裝一個 35 萬加侖的儲水箱和新水管。  

•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格林隆供水區 (Greenlawn Water District) - 3,171,600 美元的

《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在水處理設施中增加新污染物處理流

程。  

•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米尼奧拉村 (Village of Mineol) - 4,980,000 美元的《水利基礎

設施改善法案》資助金，用於在水處理設施中增加新污染物處理流程。  

• 達奇斯郡沃平傑鎮 (Town of Wappinger) - 1,053,000 美元的市際資助金，用於安裝兩

個供水連接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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