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部署額外物資來幫助預防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洪水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直接給索杜思灣  (Sodus Bay) 部署了數千個額外的沙袋、六個  6 英吋

的泵、1,500 英呎的  6 英吋軟管和  100 英呎的充氣水壩   

  

紐約州國民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隊員進入待命狀態   

  

州機構處於警備狀態，隨時準備協助任何受水位上升影響的社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指示本州各機構部署額外的物資，保護安大略湖沿岸的

社區抵禦因湖水水位上升導致的潛在洪水。這些物資包括直接給索杜思點嚮  

(Village of Sodus Point) 部署另外  3 萬個未填充的沙袋、將近  6,000 個填滿的沙

袋、六個 6 英吋的泵、1,500 英呎  6 英吋的軟管和  100 多英呎的充氣水壩。州長

還宣佈，紐約州國民警衛隊的  20 個隊員已經進入待命狀態，準備根據需要提供協

助。   

  

「我們關注紐約州的人民和財產，發生洪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我們正在

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葛謨州長表示。「我們正在部署額外的資源，包括充氣

水壩和數千個沙袋，並讓國民警衛隊的人員待命。我們必須接受洪水和持續增加

的水流量是新的現實狀況，我們需要針對這個新的現實狀況開展建設，而不是僅

僅應對這些持續的緊急情況。」   

  

「我視察了受洪水影響的社區，並親眼目睹了洪水造成的破壞，因此了解安大略

湖洪水對房主和企業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利用這次額外部署資源，我們正在為可能發生的洪水做準備，並準備竭

盡所能協助居民和社區。」   

  

上週末，州長宣佈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已開始與當地合作夥伴協調定期

的備災調撥行動，並在湖岸部署重要的應急物資和賑災物資，以便在洪水發生前

減輕其潛在影響。按照州長的指示，除了今天部署的物資，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

急服務署還在湖畔的戰略地點部署了  21.6 萬個沙袋和多個沙袋機。還將應地方要

求部署更多的沙袋、沙袋機器和充氣水壩。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irects-deployment-flood-prevention-resources-lake-ontario-communities


  

加拿大發生嚴重洪災後，國際聯合委員會  (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 IJC)  

繼續減少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莫斯-桑德斯大壩  (Moses-Saunders Dam) 

的流出水量以最大程度減少影響，因為該湖目前的水位比平均水位高出一英呎

多。國際聯合委員會最近已開始增加水流量，以應對安大略湖潛在的洪水。今年

早些時候，葛謨州長致信國際聯合委員會，要求最大限度減少安大略湖水系的流

出水量，以預防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在  2017 年曾遭遇的洪災。自那時起，水位一

直高於平均水準，預計未來幾週還會繼續上漲，因此需要積極向該地區部署州物

資，保護房主和企業免受潛在洪水的影響。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的專家也繼續

監測國際聯合委員會關於水位預測的數據和報告，以確定可能受到水位上升影響

的潛在地區。此外，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許可證部門  (Permit) 的工作人員準備向市

政當局或房屋業主提供任何必要的許可證，以確保獲得授權進行必要的維修，或

保護其房屋免受高水位和風暴潮的影響。2017 年高水位事件以來，紐約州環境保

護為應對安大略湖、尼亞加拉河下游  (Lower Niagara River) 和聖羅倫斯河沿岸高水

位的影響，施發放了  3,000 多份緊急行動許可證和沿岸保護措許可證。   

  

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目前與紐約州矯正與社區

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DOCCS) 提供的工

作組合作，在與安大略湖接壤的八個郡監督其設施的沙袋填充作業。紐約州矯正

與社區監督廳提供八隻由符合條件的監禁人員組成的工作組，負責填充沙袋：   

  

•  卡尤加郡監獄  (Cayuga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 工作   

•  開普文森特鎮監獄  (Cape Vincent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工作   

•  懷俄明郡監獄  (Wyom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工作   

•  葛萬達鄉監獄  (Gowanda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工作   

•  奧爾良郡監獄  (Orleans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工作   

•  沃特頓鎮監獄  (Watertown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工作   

•  河景監獄 (Riverview Correctional facility) - 在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工作   

•  威拉德藥物治療園  (Willard Drug Treatment Campus) - 在韋恩郡 

(Wayne County) 工作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issues-letter-calling-international-joint-commission-maximize-lake-ontario


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和紐約州運河集團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NYSCC) 與紐約州應急管理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合作，支持安大略湖沿岸的洪水減災工作。紐約州電力

局和紐約州運河集團將為尼亞加拉郡、奧爾良郡、門羅郡、韋恩郡、卡尤加郡、

奧斯維戈郡、傑佛遜郡和聖勞倫斯郡提供  7 輛低貨架牽引車拖車和操作員，用於

運送沙袋和沙盤。   

  

繼  2017 年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海道  (St. Lawrence Seaway) 洪水破壞了住宅、  

商鋪和地方基礎設施之後，葛謨州長和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與郡及地方合作夥

伴協調，監測水位並提供物資，包括數百萬個沙袋，並建造數千英呎的臨時堤

壩。此外，州長成功地為受洪水影響的各郡爭取到了聯邦災害聲明，包括門羅郡

和卡尤加郡，州長提出上訴前，這些郡最初沒有獲得災害聲明。   

  

本州還承諾向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沿岸地區撥款  9,500 萬美元。重建計畫最初

始於  4,500 萬美元的承諾，以幫助受洪水影響的居民、小型企業和市政當局。  

州設施與市政設施計畫  (State and Municipal Facilities Program) 提供了兩筆  500 萬

美元的撥款作為補助，以加強過往的救災工作，並為災後恢復工作提供必要的財

政援助。2018-19 年的州預算案  (State Budget) 還包括用於賑災計畫的另外  4,000 

萬美元資金，該計畫持續支持沿岸地區的重建和穩定，以及補償洪水期間的緊急

維修費用和海堤重建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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