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0 月 12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為應急準備和反恐工作發放逾 2.46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資金將幫助全州社區預防和應對各種災難和緊急情況，以及實施恢復工作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提供超過 2.46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以支援紐約州的反恐和應

急準備工作。這筆資金次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透過 2022 財政年國土安全撥款計畫 (Homeland Security Grant 

Program) 提供，用於支持地區國土安全準備工作，包括策劃、組織以及裝備、訓練和演

習活動，這些活動對維持社區預防、保護、響應、重建工作至關重要。紐約州國土安全與

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將與地方利益關係

者緊密合作，管理這些計畫。  

   

「公共安全是我的首要事務——因此我努力為紐約爭取聯邦資金，以幫助州府、地方和部

落執法機構加強應急和反恐工作。」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仍然面臨無數威脅，如網

路攻擊、國內極端主義，以及針對我們選舉系統的潛在攻擊，因此今天公佈的逾 2.46 億

美元意義重大，能夠幫助州執法機構繼續實施應急準備和反恐工作。」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國土安全撥款計畫由三筆不同的風險撥款組成。這項計畫旨在協助

州府、地區和部落就恐怖主義行動開展預防、準備、打擊和響應工作。這些項目屬於州國

土安全計畫、城市地區安全專案 (Urban Area Security Initiative) 和石園行動 (Operation 

Stonegarden)。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傑基．布雷 (Jackie Bray) 表示，「這筆關鍵資金可以

為州內各地的應急人員提供支援及必要資源，以提高這些人員的響應能力，同時保護社區

安全。這些資金將有助於加強紐約州各地正在開展的反恐工作，也能為地方合作夥伴提供

幫助，讓其繼續保護紐約民眾免受目前和新出現威脅的傷害。」  

  
國會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

款 2.46 億美元，以幫助加強紐約州各地的反恐和應急準備計畫，對此我深表謝意。這些

資金將以高效方式分配給三項計畫——國土安全計畫、城市地區安全專案和石園行動——

是出現緊急情況時確保安全保障和應急響應的關鍵工作，因此所有民眾均能獲益。」  

  
州國土安全計畫 - 6,800 萬美元  



州國土安全計畫為預防、打擊、響應恐怖主義行為和其他毀滅性災害並從中得到重建而撥

款。根據聯邦指示，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地方司法轄區發放這筆資金的 80%。其中

包括下方羅列的獎金，以及即將在接下來數月中所追加的專項撥款。剩餘的 20% 資金將

由州府用於進一步加強紐約全州的反恐和緊急響應工作。  

  
以下優先事項需要進行投資，以提升全州各地的能力：加強情報和資訊共享能力；加強網

路安全能力；加強對於易受攻擊位置/擁擠場所的保護；打擊國內的暴力極端主義；社區

應對和恢復能力；以及選舉安全。  

資助金額如下：  

  

獲撥款方  撥款總額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635,472  

奧爾巴尼市 (City of Albany)  $301,361  

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County)  $59,750  

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311,551  

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County)  $136,570  

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  $132,303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170,713  

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145,106  

希南戈郡 (Chenango County)  $93,892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128,035  

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76,821  

科特蘭郡 (Cortland County)  $51,215  

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  $85,356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574,070  

伊利郡 (Erie County)（水牛城 (City of Buffalo)）  $1,741,460  

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102,428  

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59,750  

富爾頓郡 (Fulton County)  $72,553  

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98,160  

格林郡 (Greene County)  $98,160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County)  $42,678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76,821  

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110,964  

里維斯郡 (Lewis County)  $46,946  

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  $128,035  

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  $106,696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620,911  

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342,800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102,428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1,598,420  

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28,667,676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555,981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226,103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371,008  

錫拉丘茲市 (City of Syracuse)  $279,884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170,714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924,546  

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89,625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166,445  

奧奇戈郡 (Otsego County)  $93,892  

普特南縣 (Putnam County)  $234,731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336,602  

特洛伊市 (City of Troy)  $154,378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635,907  

薩托拉加郡 (Saratoga County)  $247,535  

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272,829  

斯克內克塔迪市 (City of Schenectady)  $203,670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County)  $81,089  

斯凱勒郡 (Schuyler County)  $46,946  

塞尼卡郡 (Seneca County)  $51,215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157,910  

斯托本郡 (Steuben County)  $110,965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986,412  

蘇利文縣 (Sullivan County)  $179,249  

泰奧加郡 (Tioga County)  $59,750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98,160  

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230,463  

沃倫郡 (Warren County)  $68,285  

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68,285  

韋恩郡 (Wayne County)  $145,106  

韋斯特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1,165,935  

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  $59,750  

耶茨郡 (Yates County)  $34,143  

總額  $45,426,614  

  
  
城市地區安全計畫——1.765 億美元  



這筆資金撥給紐約市都會區的管轄單位，列於城市地區安全計畫補助金之下。該地區將運

用這筆金額來維持並強化至關重要的反恐計畫。依據聯邦指示，80% 的補助金都依照共

識基礎程序分配給本地區城市地區工作小組 (Urban Area Working Group) 的合作夥伴，

這些基金的共識協議將於後文概述。  

  
另外，由於紐約市城市地區合作夥伴在應對恐怖主義活動潛在威脅中佔據獨特位置，因此

也將從州府的 2022 財年城市地區安全計畫資助金中額外分配 16,532,588 美元給予下列

資助機構。剩餘的資金將由州府用於進一步加強紐約州城市地區的反恐和緊急準備工作。  

  
頒發的金額如下：  

  

獲撥款方  撥款總額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10,534,293  

  

韋斯特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2,819,726  

揚克斯市 (City of Yonkers)  $2,617,773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2,811,464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2,839,631  

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136,188,901  

總數  $157,811,788  

  
石園行動補助計畫——200 萬美元  

這筆補助金提供關鍵的資金，透過支援在北部邊界執行的聯合行動來提升聯邦、州政府、

地方以及部落執法機構的合作與協調工作。  

  

獲撥款方  撥款總額  

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  $75,900.00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53,300.00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250,000.00  

伊利郡 (Erie County)  $185,000.00  

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290,000.00  

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134,200.00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116,500.00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155,000.00  

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118,800.00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140,700.00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300,000.00  

聖瑞吉莫霍克部落 (St. Regis Mohawk Tribe)  $81,900.00  

韋恩郡 (Wayne County)  $82,600.00  

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  $51,200.00  



總數  $2,035,100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簡介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各項工作提供領導、協調及支援措施，以阻止、預防、應

對、響應、修復和減輕災害及其他緊急情況造成的破壞。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在 

Facebook、Twitter 或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或造訪我們的網站。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NYSDHSES&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848f9a6dac8f4b2fd1d808daac63577d%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1183993466979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BGiWhMiTTvrl00Wd8bgN2CavFiYKQfBm4FJXDC18xzA%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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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nstagram.com%2Fnysdhses%2F&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848f9a6dac8f4b2fd1d808daac63577d%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1183993466979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lW%2F6k3W7b4p%2Fwglc9q%2FV%2BFEYn2R0ZfAYFoRrEaytrDw%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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