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敦促紐約民眾準備應對潛在的冰塞洪水

本週氣溫持續攀升將增加河流的洪水威脅，尤其是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和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的莫華克河 (Mohawk River)
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部署了 5 萬多個沙袋，
用於鞏固莫華克河沿線易發洪水的區域

本州氣溫大幅攀升並預計出現降雨，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敦促生活在河流沿
岸的紐約民眾採取措施預防潛在的洪塞洪水。 全州各地預計出現異常的溫暖天
氣，伴隨今天下午和夜間的陣雨，紐約州北部地區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將出現額外
的陣雨。溫暖的氣候、陣雨以及融雪相結合，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將造成冰塞
運動和小規模洪水。伴隨氣溫升高，在橋樑、河彎、閘口附近的阻塞點，以及這
些河流沿線的其他潛在截流區，冰塞運動和潛在的冰塞洪水威脅仍然存在。
工作人員正在密切監測莫華克河沿岸大型冰塞的移動。紐約州其他問題區域包括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沃特頓市 (Watertown) 附近的黑河 (Black
River)、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的魚溪 (Fish Creek)、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Region) 的莫華克河、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奧薩布爾福克斯村
(Ausable Forks) 附近的奧薩布爾河 (Ausable River) 東側支流。紐約州北部地區和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局部地區目前發佈了洪水守視。建議位於冰塞
河流附近的社區密切關注未來的天氣預報，並遵從經濟管理人員和地方執法人員
的指示。
「從去年十二月中旬起，我們密切監測紐約州各地的 50 處冰塞，鑒於本週發佈
的天氣預報，我已指示州機構準備應對可能導致全州洪水風險增加的氣象條
件，」州長葛謨表示。「我建議居住在莫華克河沿岸或曾經發生洪水的地區的居
民密切關注天氣報告並保持安全。」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老羅傑·帕裡諾 (Roger Parrino, Sr.) 表示，「我們連續多週密切監
測紐約州各地的冰塞，並繼續與州夥伴及地方夥伴密切合作，確保各地社區獲得
需要的資源，用於準備應對河流沿岸的洪水。」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氣溫在未來幾天預計將攀升，我們正在密切監測
潛在的冰塞情況。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交通廳正在開展準備工作，並將
按照需要作出響應，從而與州夥伴及地方夥伴合作幫助紐約州同胞。」
紐約州公路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代理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
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紐約州公路局隨時準備處理高速公路
(Thruway) 系統沿線發生的任何潛在洪水。我們正在積極監測情況，並準備與本州
其他機構合作，根據需要提供資源和人員作出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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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的快速變化有可能引發洪水時，紐約民眾
攜手共進。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 環境保護廳的專家正在監測全州河流以
防範潛在的冰塞洪水，並準備修理防洪結構和加快提供許可證，藉此幫助這些河
道沿線的同胞。 我們與州機構夥伴合作，準備竭盡所能幫助同胞。」
「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正在協調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HSES) 以及其他地方緊急管理辦公
室，我們已經採取所有必要的預防措施用於保護運河集團的資源抵禦莫華克河沿
岸的潛在冰塞洪水，」運河集團董事布萊恩·斯特拉頓 (Brian Stratton) 表示。
「與全年任何時間一樣，安全是我們的首要工作，因此，我們提醒紐約州全體民
眾加強意識並採取預防措施。」
州警察局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紐約州警察局繼續
監測潛在的冰塞位置，並準備在形成洪水條件時協助州夥伴和地方社區。」
州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紐約州數週以來始終與斯克內克塔迪郡和奧爾巴尼郡境內的地方官員和州官員保
持密切聯絡，準備應對由莫華克河上的冰塞的規模和範圍導致的潛在洪水。 一月
末以來，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始終與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保持密切聯繫，每週與奧爾巴尼郡、斯克內克塔迪郡、斯克內克塔迪市
(City of Schenectady)、紐約州運河集團、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以及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召開數次電話會議，討論天氣狀況、 冰塞監
測情況、郡及地方緊急響應準備工作、州政府採取的行動，以及與州援助活動相
關的請求。
迄今為止，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已提供 5 萬多個沙袋、2 臺沙袋填充
機、10 臺配備軟管和過濾器的泵機、2 臺超高頻 (Ultra High Frequency, UHF) 中繼
器，用於與奧爾巴尼郡以及斯克內克塔迪郡開展應急通訊。
沙袋周轉
奧爾巴尼郡
•

奧爾巴尼港 (Port of Albany)，奧爾巴尼郡

斯克內克塔迪郡
•
•

斯克內克塔迪郡公路局 (Schenectady County Highway Department)，斯克內
克塔迪郡
斯克內克塔迪市 - 福斯特大道 (Foster Avenue)，斯克內克塔迪郡

此外，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準備利用其儲備的物資響應援助請求，這些物資包
括 732 臺發電機、255 架照明燈塔、1,258 臺泵機、9 個沙袋機、超過 990,000
個沙袋、超過 63,000 噸即食餐食、將近 7 萬瓶水和 34.8 萬罐水、9,000 多張折
疊床、大約 1.3 萬張毛毯和枕頭、4,000 多個手電筒、960 個交通路障、594 個交
通警示柱、7,600 多 英呎的塑膠大壩。此外，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還在莫華克河和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沿線的戰略區域部
署了快速水上救生艇地點。
3 月 2 日，上午 9:30 在斯克內克塔迪郡社區學院 (Schenectady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安排了公民預備隊培訓 (Citizen Preparedness Corps
Training)，用於為居民提供所需的資訊，以確保居民在洪水來臨時做好準備、了解
最佳應對措施，以及實施災後重建的最快方法。州和地方應急管理人員將親自解
答公眾提問。強烈建議居民在 prepare.ny.gov 報名。
紐約州交通廳
按照斯克內克塔迪郡的請求，紐約州交通廳正在定期監測歷史上多次受到洪水威
脅的區域。紐約州交通廳在紐約州交通廳位於斯克內克塔迪郡的鹿特丹宿舍
(Rotterdam Residency) 內預先部署了六臺照明燈塔、四臺裝載機和道路封閉設
備。此外，紐約州交通廳還與斯克內克塔迪郡合作，監測 12 個擋板閥門（11 個

閥門位於 890 號公路下方，1 個閥門位於 5S 公路下方），以確保這些擋板恰當
運作並且沒有碎屑。
紐約州公路局
紐約州公路局準備應對全州各地的洪水問題，提供超過 590 個操作人員和 91
個監督人員、16 輛中小型挖掘機、260 輛配備除雪犁的自動傾卸式卡車、55 輛大
型裝載機、多個便攜式電子可變訊息標牌 (Variable Message Sign, VMS)、便攜式
燈塔、小型發電機、小型泵機和設備運輸拖車、訊號燈及其他交通管制設備，
用於實施繞行或封道。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利用無人機對全州各地河流開展多次航拍，用於提供與潛在冰
塞的大小和範圍相關的態勢感知。伴隨情況變化，無人機繼續提供航拍用於補充
航空圖像。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還利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的沖積平原地圖和專家識別主要的洪水易發區域，
包括附近的河流，融雪和降雨在這些區域會引發有破壞力的洪水。紐約州環境保
護廳正在監測河流的流級預測和洪水指標，用於評估洪水風險並應對潛在洪水。
此外，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 100 多個環保警員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olice
Officers)、州護林員 (State Forest Rangers)、水利工程師、洩漏事故處理人員、
緊急事件管理人員，以及 25 艘船和其他緊急管理工具準備快速處理伴隨洪水水
位上漲出現的各類洩漏事故或搜救事故。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還準備批准緊急授權，用於代替單個許可證加快批准項目，
通常可在 24 小時內批准。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批准對緊急情況提供緊急授權，
用於實時保護生命、健康、公共福利、財產或自然資源。
運河集團
運河集團的工作人員正在與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以及州和地方的應急實
體密切合作，準備運河資源以應對冰塞洪水。 運河集團預見到預測徑流，因此先
發制人地降低了德爾塔水庫 (Delta Reservoir) 和辛克利水庫 (Hinckley Reservoir)
的水位，用於提供額外的儲水容量。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紐約州警員將繼續協助監測易發冰塞洪水的河流沿岸區域。一旦發生洪水，警員
隨時可以部署。所有四驅車、雪地機車和船隻隨時可以根據需要實施部署。

洪水安全建議
下面是關於洪水準備工作的安全提示：
•
•
•
•
•
•
•
•
•
•

如果必須立即外出，請了解從您的住宅或工作單位前往地勢較高的安全地
帶的最安全路線。
制定並執行『家庭逃生』計劃，並確定家人分離后的會合地點。
給所有貴重物品製作詳單，若有可能，還可製作照片和視訊檔案，貴重物
品包括家具、衣物及其他個人財產。把清單保存在安全地點。
準備應急物資，包括罐頭食品、藥物、急救用品、飲用水。把飲用水儲存
在乾淨的密閉容器內
計劃好怎樣安置您的寵物
準備好便攜式收音機、手電筒、備用電池、應急炊具
給汽車加滿油。如果發生斷電，加油站可能多天無法泵油。在汽車後備箱
里放好災難小型用品箱
了解您的房子在潛在洪水位上下各多少英呎。廣播播報預測洪水位時，
您可以確定自己是否會遭遇水淹
在身邊準備好沙袋、膠合板、塑料板、木板，用於在緊急情況下抵禦洪水
查看保險範圍。房主提供的保險單通常不涵蓋洪水損失。只有洪水保險能
夠保護您的住宅抵禦洪水損失。無論是 否居住在地圖上繪製的洪水區域
內，您均可以購買洪水保險

如需獲取洪水期間和之後的氣象術語和準備事項的完整列表，請訪問紐約州國土
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網站 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flood/floodprepare.cfm。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 更 多新 聞
紐約 州 | 行政 辦 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 訂 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