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发表：  2017 年 5 月 24 日 州长安德鲁  M. 葛谟 

 

葛謨州長宣佈提供  500 萬美元小型企業撥款，用於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洪

災區 

 

提供高達  20,000 美元用於小型企業維修或重建受損房產  

  

葛謨州長發佈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許可辦公室  (Permitting Offices) 和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Emergency 

Response Mobile Command Centers) 的夏季週末運營時間   

  

流動指揮中心  (Mobile Command Centers) 現已為超過  1,100 名受災人員提供了幫

助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撥款  500 萬美元用於安大略湖沿岸社區中因洪災爾

受到實際損失或損壞的小型企業。該專案提供高達  20,000 美元給小型企業用於修

繕或重建受損或已經毀壞的不動產和其他有形資產，包擴：設備、家具、固定裝

置、供貨和存貨。這筆撥款將透過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提供，6 月即可開始提交申請。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C) 許

可辦公室和本州的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將發佈夏季週末的運營時間，為居民和企

業提供援助。  

  

「我們將盡我所能幫助受到洪災影響的紐約群眾，」  葛謨州長表示。  「小型企業

是全州境內各大社區的支柱，這些撥款將幫助企業和居民進行重建，恢復日常生

活。透過提供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的和  DEC 許可辦公室的週末運營時間，我們

將為受災社區提供便利，幫助他們在方便之時獲取資訊和資源。」   

  

葛謨州長於  5 月 2 日發表的緊急狀況宣言中確定的合格郡縣將有機會申請獲得這

筆撥款： 卡尤加縣 (Cayuga)、傑佛遜縣  (Jefferson)、門羅縣 (Monroe)、尼亞加拉

縣 (Niagara)、奧爾良縣  (Orleans)、奧斯威戈縣  (Oswego)、圣勞倫斯縣  (St. 

Lawrence)、韋恩縣 (Wayne)。這筆撥款將用於聯邦政府專案、州政府專案、本地

恢復專案或任何第三方付款方尚未償付或將不會償付的與洪災相關的成本。  

  



葛謨州長還在本週早些時候宣佈提供  1,000 萬美元的州政府資金用來協助受近期洪

災影響的合格地方市政當局。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過去幾週在我訪問安大略湖受災區

時，我看到了這次洪災對不動產的損毀，以及對無數小型企業生存所帶來的危害。

這筆用於小型企業的  500 萬美元撥款將有望帶來亟需緩解，減輕損失，幫助恢復

部分資產。我很驕傲地看到葛謨州長同意提供  1,000 萬美元用於協助市政當局修繕

基礎設施。我們都將致力於繼續為受災社區提供長期持續支持。」   

 

本州宣佈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和  DEC 許可辦公室的夏季週末運營時間   

 

本州為了繼續幫助受災和受損居民和企業盡快恢復，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和 DEC 許可辦公室將從「陣亡將士紀念日  (Memorial Day)」這一週末開始提供夏

季週末運營時間。此外，針對無法造訪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的人員可致電安大略

湖洪災援助熱線  (Lake Ontario Flood Assistance Hotline)：1-866-244-3839，工作時

間為每週七天從早上  8:00 點至晚上 8:00 點，幫助解決保險相關問題、洪災減災措

施（例如：沙袋），並為不動產的現場維修提供技術指導。  

  

5 月  24 日星期三 

門羅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帕爾瑪鎮 (Town of Parma) 鎮公所 (Town Hall) 

1300 Hilton Parma Rd 

Parma, NY 

 

傑斐遜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莱姆镇 (Town of Lyme) 

肖蒙鄉志愿消防局  (Chaumont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11385 NY Route 12E 

 

5 月  25 日星期四 

韋恩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索德斯波因特鄉  (Village of Sodus Point) 

索德斯波因特海灘公園  (Sodus Point Beach Park) 

7958 Wickham Blvd 

 

圣勞倫斯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奥格登斯堡市  (City of Ogdensburg) 

100 Riverside Avenue（多賓斯基中心  (The Dobinsky Center)） 

  

5 月  26 日星期五 

尼亞加拉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努凡镇 (Town of Newfane) 

Olcott Fire Company 169 

1 Lockport-Olcott Road 

  

卡尤加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費爾港鄉 (Village of Fair Haven) 

費爾港鄉鄉政廳  (Fair Haven Village Hall) 

14523 Cayuga Street 

  

5 月  27 日星期六 

奧爾良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肯特鎮 (Town of Kent) 

縣海事公園  (County Marine Park) 

Point Breeze Road（公路 98 號 (Route 98)） 

  

奧斯威戈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墨西哥鎮 (Town of Mexico)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NYS DOT) 維護中心 

5846 Scenic Avenue 

  

5 月  28 日星期日 

門羅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帕爾瑪鎮鎮公所  

1300 Hilton Parma Rd 

Parma, NY 

  

傑斐遜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莱姆镇  

肖蒙鄉志愿消防局  (Chaumont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11385 NY Route 12E 

  

5 月  29 日星期一 

韋恩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索德斯波因特鄉  (Village of Sodus Point) 

索德斯波因特海灘公園  (Sodus Point Beach Park) 

7958 Wickham Blvd 

 

圣勞倫斯縣——紐約州緊急響應移動指揮中心   

早上 10 點 –  晚上 8 點 

奥格登斯堡市  

100 Riverside Avenue（多賓斯基中心  (The Dobinsky Center)） 

  

作為安大略湖快速響應團隊  (Lake Ontario Rapid Response Team) 的成員，DEC 工

作人員還將在移動指揮中心回答大家的問題，此外他們還在安大略湖部署了一個由

經驗豐富的海岸工程師組成的團隊，用來會見房主、開展現場考察並提供技術援

助。DEC 準備與房屋業主合作，以便修理防護結構，並讓房主加快採取恰當的措

施。迄今為止，DEC 已發放了 286 份許可證。  

  

如果你無法造訪移動指揮中心，DEC 將透過在區域辦公室加快發放許可證、開展

現場考察和提供技術指導來繼續提供幫助。  迄今，超過  1,100 人現已從移動指揮

中心中獲取了援助。  

 

DEC 區域許可辦公室联系方式和工作時間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 DEC) 第  6 區  

（傑斐遜縣、圣勞倫斯縣）   

區域許可管理員  

杜勒斯州政府辦公大樓  (Dulles State Office Building)  

317 Washington Street 

Watertown, NY 13601-3787 

電話： 315-785-2245 

傳真： 315-785-2242 

電子郵件：dep.r6@dec.ny.gov 

每日工作時間：  早上  8:45 至下午 4:45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第  7 區  

（卡尤加縣、奧斯威戈縣）   

區域許可管理員   

mailto:dep.r6@dec.ny.gov


615 Erie Blvd.West, Room 206 

Syracuse, NY 13204-2400 

電話： 315-426-7444 

傳真： 315-426-7425 

電子郵件：dep.r7@dec.ny.gov 

每日工作時間：  早上  8:45 至下午 4:45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第  8 區  

（門羅縣、奧爾良縣和韋恩縣）   

區域許可管理員   

6274 East Avon – Lima Road  

Avon, NY 14414-9519 

電話： 585-226-5400 

傳真： 585-226-2830 

電子郵件：dep.r8@dec.ny.gov 

每日工作時間：  早上  8:45 至下午 4:45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第  9 區  

（尼亞加拉縣）   

區域許可管理員  

270 Michigan Avenue  

Buffalo, NY 14203-2915 

電話： 716-851-7165 

傳真： 716-851-7168 

電子郵件：dep.r9@dec.ny.gov 

每日工作時間：  早上  8:45 至下午 4:45 

  

地區資源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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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DHSES) 下屬的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將繼

續與郡縣和當地合作夥伴保持協調，監控安大略湖和圣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的水位。 其他州的儲備資源現已發往門羅縣內災情惡化的區域。迄今為

止，我們現已向災區部署超過  130 萬個沙袋、11 臺沙袋機——每個縣至少配備一

臺、不同型號大小的  62 臺水泵及配套軟管，幫助緩和受災郡縣的災情。目前，安

大略湖的水位線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31 英吋，儘管這一水位預計不會在近期上漲，

但預告人員也估計水位回復正常還需要好幾週時間。  

  

圣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County)  

· 配備  40,000 個沙袋（其中  20,000 個源於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mailto:dep.r7@dec.ny.gov
mailto:dep.r8@dec.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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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了 1 臺沙袋機  

· 在奧格登斯堡市格林街  (Green Street) 2317 號開展州沙袋修築作業  

  

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 配備  170,000 個沙袋（其中 50,000 個源於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 部署了 2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20 名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隊員  

· 在肖蒙鄉 8 號公路 (Route 8) 和 12E 號公路 (Route 12E) 開展沙袋修築作

業 

· 開普文森特鎮監獄  (Cape Vincent Correctional Facility) 內的一組囚犯將在現

場為萊姆鎮  (Town of Lyme) 和開普文森特鎮  (Cape Vincent) 填充沙袋。  

  

奧斯威戈縣  (Oswego County)  

· 部署了 139,000 個沙袋  

· 部署了 1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2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梅普爾維尤  (Mapleview) 104 號州公路 (State Route 104) 開展州沙袋修築

作業  

  

卡尤加縣  (Cayuga County)  

· 部署了 85,000 個沙袋 

· 部署了 1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2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費爾港卡尤加街  (Cayuga Street) 14523 號開展地方沙袋修築作業  

  

韋恩縣  (Wayne County)  

· 部署了 285,000 個沙袋  

· 部署了 2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5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索德斯鎮  (Sodus) 山脊路 (Ridge Road) 7290 號開展州沙袋修築作業  

· 在索德斯波因特鄉海員街  (Seaman Street) 7452 號開展地方沙袋修築作業  

· 2 條軟管和水泵   

•  2 臺 6” 水泵  

  

門羅縣  (Monroe County)  

· 配備  402,000 個沙袋（其中 30,000 個源於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 部署了 2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3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希爾頓鄉  (Hilton) 東曼尼通路  (East Manitou) 198 號開展州沙袋修築作業  

· 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長湖路 (Long Pond Road) 1 號開展地方沙袋修築

作業  

· 24 臺水泵  

•  12 臺 4” 水泵  

•  2 臺 6” 水泵  

•  10 臺 3” 水泵  

  

奧爾良縣  (Orleans County)  

· 配備  130,000 個沙袋 

· 部署了 1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3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阿爾比恩鄉  (Albion) 31 號公路 (Route 31) 14410 號開展州沙袋修築作業  

· 紐約州矯正及社區監督署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派遣 3 組囚犯  

•  2 組囚犯分配給肯達爾鎮  (Town of Kendell)  

•  1 組囚犯分配給卡爾頓鎮  (Town of Carlton)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 配備  60,000 個沙袋  

· 部署了 1 臺沙袋機  

· 部署了 2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 在奧爾科特村  (Olcott) 洛克波特路  (Lockport Road) 1691 號開展地方沙袋修

築作業  

· 14 臺水泵和多根軟管   

•  12 臺 3” 水泵  

•  2 臺 6” 水泵  

  

 

建議紐約州全體民眾註冊「紐約-警告 (NY-Alert)」，這是本州提供的免費全套災難

訂閱警告系統。如需了解更多資訊或註冊，請造訪：www.nyalert.gov。如需獲取洪

水安全資訊，請造訪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HSES) 網站：  

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flood。如需了解更多有關風災重建許可  (Storm 

Recovery Permit) 的資訊，請造訪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C) 的網站。通用許可的詳

情和申請說明請參見：www.dec.ny.gov/permits/89343.html。 

http://www.nyalert.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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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闻  

纽约州  |  行政办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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