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5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逾  6,200 萬美元升級全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當地飲用水

系統和廢水系統  

 

撥款及低息融資將改善紐約州各大社區的水質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NYS EFC)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批准提供逾 6,200 萬美

元的撥款、無息貸款和低息貸款，用於支持紐約州境內重要的飲用水及廢水基礎設

施專案。這筆資金將為全州境內各大社區的飲用水和廢水專案提供亟需支援。今

天，董事會批准項目包括：2015 年《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  (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WIIA)》第二輪融資獲得超過  900 萬美元撥款。  

 

「這些專案對於幫助各大社區升級老化的水利基礎設施至關重要，此舉將夯實刺激

未來發展與活力的基礎，」葛謨州長表示。  「對飲用水和廢水系統進行持續投資

將改善本州各地城市的水質，使得我們朝著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強大、更健康的紐約

州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根據《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2.25 億美元的撥款現已推動了紐約州各地超過  

120 個專案，總專案成本超過了  10 億美元。這些撥款為納稅人節省了  6.29 億美元

以上。  

 

州長還在近期宣佈，總預算為  25 億美元的 2017 年《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現已拿出  2.55 億美元融資用於重要飲用水和廢水基礎設

施的升級換代，現針對這筆資金的申請已經開放。其中《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

將提供 2.25 億美元，另外  3,000 萬美元則透過新設立的「市政間水利基礎設施撥

款專案 (Intermunicipal Water Infrastructure Grants Program，IMG)」 提供。如需瞭解

更多有關《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和「市政間水利基礎設施撥款專案  (IMG)」的

資訊，以及申請詳情，請造訪：www.efc.ny.gov/NYSWaterGrants。 

 

環保設備公司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EFC)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薩布林娜 M. 蒂 (Sabrina M. Ty) 表示：「夯實我們的水利系統對提高本州境

http://www.efc.ny.gov/NYSWaterGrants


內各大社區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2017 年出臺的《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和新

設立的『市政間水利基礎設施撥款專案』將使得環保設備公司  (EFC) 能夠為各大

社區提供空前的財務援助。」  

 

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部長兼環保設備公司主

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為了確保我

們的社區可以獲得清潔的飲用水和升級後的廢水基礎設施，進行了創紀錄的投資，

現已成為全國領袖。這筆資金將幫助保護重要的飲用水，對廢水基礎設施進行升

級，支持本州的經濟發展，建設更為強大的社區。」  

 

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部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投

資於水利基礎設施捍衛了紐約成百上千萬民眾的健康，他們均依賴這些系統獲得清

潔的飲用水。葛謨州長斥資  25 億美元啟動《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並透過環保

設備公司對水利系統進行持續投資，此舉將確保紐約水源可安全飲用，並在保護水

源方面為全國樹立榜樣。」  

 

今天通過的撥款，連同環保設備公司  (EFC) 提供的無息和低息貸款，將使得各市

政當局能夠採用比自行融資低得多的貸款利率，為這些專案提供融資支援。  

 

5 月 11 日會議上批准通過的專案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薩拉托加縣柯林斯村  (Village of Corinth，Saratoga County)——2,420 萬美

元，包括：2015 年《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  (WIIA)》提供的 500 萬撥款、

1,650 萬美元無息貸款，用於支援新建廢水處理廠的規劃、設計和施工，生

活污水系統的更換和該村泵站的更換。  

•  奧爾巴尼縣沃特夫利特市  (City of Watervliet，Albany County)——2015 

WIIA 提供的 230 萬美元撥款，用於確定和更換多段原水輸送主管道，以及

多段成品水輸送主管道及附屬設施。本專案還將升級該市的儲水箱，並對門

納德村 (Village of Menands) 的現有應急連通系統進行改進。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薩福克縣海灘村  (Village of Ocean Beach，Suffolk County)——370 萬美

元，包括：190 萬美元無息貸款和  120 萬美元低息貸款，用於新建水供應井

的施工，作為本村冗餘水源。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沙利文縣伍德里奇村  (Village of Woodridge，Sullivan County)——180 萬美

元，包括 160 萬無息貸款，用於對本村生活污水系統進行升級，使其能夠適

應未來暴風天氣。這筆款項將用於該專案措施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成本提供

融資。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奧奈達縣維羅納鎮  (Town of Verona，Oneida County)——650 萬美元，包

括 530 萬美元低息貸款，用於對維羅納鎮污水區  (Verona Sewer District) 的

規劃、設計和施工提供融資。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克林頓縣尚普蘭鎮  (Town of Champlain，Clinton County)——1,390 萬美

元，包括 2015 WIIA 提供的 100 萬美元撥款、「州政府飲用水周轉信貸基金  

(Drinking Water State Revolving Loan Fund)」劃撥的 200 萬美元、1,090 萬無

息貸款，用於對尚普蘭鎮新儲水箱的安裝和分配係統的改進提供融資。本村

的水處理系統還將得到升級，納入水軟化設備。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特拉華縣德里村  (Village of Delhi，Delaware County)——230 萬美元，包括 

2015 WIIA 提供的 140 萬美元和 911,835 美元低息貸款，用於本村：新水井

和水處理廠的修建，為本村提供冗餘水源；安裝新水利主管道，連接新建水

井至現有分配係統；更換年久失修、規模過小的主分配管道。  

•  希南戈縣格林村  (Village of Greene，Chenango County)——770 萬美元，

包括「州政府清潔水周轉信貸基金  (Clean Water State Revolving Loan 

Fund)」提供的 170 萬美元和 590 萬無息貸款，用於對本村生活污水系統進

行升級，使其能夠適應未來暴風天氣。這筆款項將用於該專案措施的規劃、

設計和施工成本提供融資。  

紐約州為水質基礎設施劃撥了全國規模最大的投資，是這一方面的領軍人。自  

2011 年起，EFC 為地方政府提供了超過  115 億美元的貼息貸款、撥款和貸款再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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