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擬定規章以確保截至  2020 年紐約州電廠實現零煤生產  

 

本州將要求所有電廠達到嚴格的二氧化碳  (CO2) 排放限制——如需參見擬定規章

請造訪此處  

 

支持州長在全國率先提出的「清潔能源計畫  (Clean Energy Program)」，  

包括截至  2030 年將本州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  40% 

 

現已預定在  7 月召開三輪公開聽證會，征詢公眾對規章的意見和建議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在其指示下，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現已發佈擬定規章，要求紐約州境內所有電廠

達到二氧化碳  (CO2) 的新排放限制。二氧化碳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溫室氣體。

這類規章在全國範圍內率先規定碳排放量，此舉將實現州長訂立的、截至  2020 年

在紐約州電廠中實現零煤使用之目標。  

 

「隨著華府  (Washington) 繼續公開破壞我們的環境，紐約州正率先採取有力措

施，應對氣候變遷，保護我們的未來，」州長葛謨表示。「煤炭是歷史遺留物，

我們是時候更進一步、採取措施結束對化石燃料的需求，轉而關注更清潔、更環保

的能源解決方案，從而為我們星球的持續生存和子孫後代的繁衍發展帶來福祉。」  

 

「紐約州，透過大筆投資來保護環境，一直都是抗擊氣候變遷努力中的領軍人，」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正在全州各地夯實基礎設施建

設，推行那些為我們的社區和居民提供更清潔、更環保的能源方案的各類專案。」  

 

零煤紐約 

 

擬定規章旨在實現州長在《2016 年州情咨文  (2016 State of the State)》中提出的截

至  2020 年實現零煤生產之計畫，兌現州長在《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中要求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C) 制定規則實現上述計畫之指示，並將針對

http://www.dec.ny.gov/regulations/113501.html#_blank


 

 

現有主要發電廠規定二氧化碳  (CO2) 排放率要求，縮緊本州《主要發電廠二氧化

碳績效標準  (CO2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Major Electric Generating Facilities)》。

這將確保本州仍舊使用煤電的電廠能夠轉型使用更清潔的替代性能源，或在  2020 

年前關門停業。本州現已做好充分準備，透過州長推出的「清潔氣候就業  (Clean 

Climate Careers)」計畫和「發電廠停業損失緩和基金  (Electric Generation Facility 

Cessation Mitigation Fund)」，應對受到任何電廠停業影響的本地社區的需求，幫助

電廠工人和社區邁入更清潔的能源未來；並提供各類清潔能源計畫，支持這類煤電

廠的轉型。  

 

本提案已於  5 月 16 日納入本州記錄系統，並將於  2018 年 7 月 29 日前接受公眾

意見。此外，現已預定召開三輪公開聽證會，為公眾提供更多機會針對這類規章建

言獻策： 

 

2018 年  7 月  16 日早上  11:00 

NYSDEC 

625 Broadway 

Public Assembly Room 129A/B 

Albany, NY 12233 

 

2018 年  7 月  18 日早上  11:00 

NYSDOT 

1 Hunter's Point Plaza 

47-40 21st Street 

Room 834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2018 年  7 月  24 日早上  11:00 

NYSDEC 

6274 Avon-Lima Rd. (Rtes. 5 and 20) 

Conference Room 

Avon, NY 14414-9516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部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應對氣候變遷需要

採取實際行動，紐約州透過新制定的煤炭規章，正在努力踐行以實現這一目標。  

透過這類規章，葛謨州長鞏固了其作為全國領軍環保衛士之地位，幫助所有紐約民

眾認識到環保投資和氣候措施所帶來的潛在經濟效益。」  

 

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們

很高興能夠參與這項工作，幫助化石燃料行業工人實現轉型，並培養未來行業的勞

動力隊伍。」  



 

 

 

紐約州的氣候領先地位  

 

今天的聲明是葛謨州長推出的全面議程中的又一組成部分，旨在透過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促進清潔能源經濟發展來抗擊氣候變遷。在州長的英明領導下，「2018 年

清潔能源工作和氣候議程  (2018 Clean Energy Jobs and Climate Agenda)」的進度正

在不斷向前推進，從現有化石燃料發電廠減少排放量，並透過前所未有的投資規模

促進清潔能源技術的推廣，包括：海上風能、太陽能、能源儲存、能源效率等方

式，並在全州各地刺激市場發展和創造就業。  州長在全國率先實現的氣候成就包

括： 

 

•  美國氣候聯盟  (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  共同創立兩黨聯立

美國氣候聯盟，用於實現《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Agreement)》關於州

層面氣候變化設立的減排目標。  美國氣候聯盟目前包括  16 個州和波

多黎各 (Puerto Rico)，創造了 9 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堪稱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  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自  2016 年來， 

環境保護基金現已爭取到前所未有的  3 億美元資金，用以支持本州各

郡境內的多種專案，保護土地、改善水質和空氣質量，抗擊氣候變

遷。 

•  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

2014 年帶頭把區域溫室氣體倡議設立的碳排放量配額減少  45%， 

近期還呼籲，透過東北部州和大西洋中部各州  (mid-Atlantic states)  

之間推行的成功的排放交易計畫，在 2020 至  2030 年期間把配額再次

減少至少 30%。  

•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制定全面能源戰略，

用於實現關於清潔、有彈性且價格適中的能源系統的願景，並積極刺

激能源創新、吸引新就業並完善消費者選擇。  

•  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制定了本州歷史上最全面並

且最遠大的清潔能源要求，規定截至  2030 年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等可

再生能源生產紐約州  50% 的電力。清潔能源標準正推動著可再生能

源領域的空前投資，包括  2018 年  3 月為  26 項大規模專案提供  14 億

美元。 

•  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設立  50 億美元的基金助推清潔

技術創新、調動私人投資、幫助取消市場壁壘，使得清潔能源能夠面

向全體紐約民眾進行推廣，且價格也更加適宜。  

•  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創立我國規模最大的綠色銀行。  

該行自 2014 年設立以來已為紐約州各地清潔能源專案吸引了  16 億美

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資。  在此成就的基礎上，綠色銀行目前正在私營行

業資金領域另行籌集至少  10 億美元，用於「在全國推廣」。  



 

 

•  紐約太陽能  (NY-Sun)： 自 2012 年起，紐約太陽能計畫現已使得紐約

州太陽能的增長率達到了  1,000%，吸引了  28 億美元私人投資，支持

著  12,000 個工作機會。  

•  清潔氣候就業  (Clean Climate Careers)： 與勞工社區展開合作，從而

在  2020 年以前在本州各地創造  40,000 個新的高薪清潔能源工作機

會。 

•  海上風能  (Offshore Wind)： 於  2018 年頒布我國最全面的海上風能總

體規劃，包括做出一項空前承諾，即截至  2030 年實現海上風能發電

量高達 2.4 千兆瓦，足以為  120 萬紐約家庭提供電力。  本計畫包括在  

2018 年和  2019 年間透過招標形式採購  800 兆瓦海上風能電力。  

•  能源儲存：  《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中規定截至  

2025 年將實現能源儲存達到  1,500 兆瓦之目標，幫助將可再生能源整

合進電網。  

•  能源效率：  2018 年「地球日  (Earth Day)」宣佈了一項雄心勃勃的新

能效目標，即截至  2025 年將大幅降低能耗，其總量可等同於  180 萬

戶紐約家庭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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