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在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后第  5 次出訪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時宣佈紐約將與波多黎各建立農業貿易合作夥伴關係   

  

波多黎各農業受颶風瑪利亞颶風重創后，紐約與當地農民、波多黎各大學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和其他合作夥伴合作，為支持波多黎各的食品和農業

發展提供科技援助和專業技術   

  

農業貿易新機會預計將為波多黎各和紐約帶來超過  100 萬美元的經濟收益   

  

州長隨後宣佈《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與重建計畫  (New York Stands with 

Puerto Rico Recovery and Rebuilding Initiative)》以及對波多黎各電網的修復和

加強工作持續支持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和波多黎各建立農業貿易新型夥伴關係，旨在

在波多黎各持續恢復和重建期間加強波多黎各經濟發展，加強兩社區間聯繫。   

州長承諾將幫助波多黎各重建其農業和食品供應系統，并與當地農民，波多黎各

大學以及其他合作夥伴合作，為產業重建工作提供科技援助和專業技術。  隨著紐

約貿易範圍的擴大，在遭受颶風瑪利亞  10 個月后，紐約和波多黎各之間的農業

貿易增長迅速，成熟蘋果、捲心菜和洋蔥銷往波多黎各，波多黎各生產的西瓜、

芒果和南瓜也在紐約進行銷售。保守估計這些農業貿易機會將為紐約和波多黎各

帶來超過 100 萬美元的經濟收益。   

  

州長在波多黎各期間宣佈此公告，其當時正率領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校長和學生

代表團，以及非營利合作夥伴、勞工領袖和民選官員支持該島正在進行的工作。

這次考察是州長在颶風瑪麗亞  (Hurricane Maria) 和颶風厄瑪  (Hurricane Irma) 發生

後第五次訪問波多黎各，也是該計畫開始以來第三次部署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州

立大學的學生志願者。   

  



 

 

「波多黎各人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在聯邦政府一直對他們視而不見之時，紐約

將竭盡所能繼續幫助他們重建經濟，」州長葛謨表示。「這一農業合作夥伴關係

將為當地農民創造機會，刺激經濟增長，有助於使這一重要部門得到恢復，并深

化波多黎各和大紐約州之間的聯繫。」   

  

《更好的重建  (Build Back Better)》報告評估了颶風帶來的損失，颶風厄瑪和瑪利

亞對波多黎各的農業造成嚴重影響，其主要對家庭所有的小興農場造成影響，

80% 的作物價值受到破壞，對波多黎各的經濟造成近  2.5 億美元損失。種植莊稼

遭受重創導致當地種植作物受到損失，營養選擇受限，食品成本增加，從而導致

食品短缺。此外，因暴雨來襲，超過  220 萬只動物失蹤，農業基礎建設損失超過  

18 億美元。占總值的  40%。  

  

紐約州承諾在波多黎各其他重建工作中，將助其重建一個比從前更加強有力的農

業和食品供應系統。葛謨州長將開展一項全面有針對性的工作，與當地農民，  

波多黎各大學和其他合夥夥伴合作對緊急需求進行評估，為短期解決方案提供科

技援助，并為促進農業發展制定一份戰略性計畫，用於支持食品安全和發展波多

黎各經濟。  作為該計畫的一部分，州長將集結一個由鮑爾  (Ball) 部長領導的專家

團隊，與來自索瑪斯公司  (SOMOS) 的合作夥伴會晤。  

  

開展的舉措主要關注：  

•  貿易增長，波多黎各和紐約食品和農產品交換，  

•  食品創新合作經營   

•  資源不足人口的食品安全和發展食品庫   

•  開展最佳舉措保障食品和飲品安全，設立食品安全標準和技術指導  

  

波多黎各最大的經銷商加勒比海生產公司  (Caribbean Produce) 已從紐約進口  

18.62 萬磅蘋果，包括來自紐約蘋果銷售公司  (New York Apples Sales) 和哈德遜河

水果經銷商  (Hudson River Fruit) 的羅馬蘋果  (Rome)、帝國蘋果  (Empire)、蛇果 

(Red Delicious)、嘎啦蘋果  (Gala)、驍龍蘋果  (Snap Dragon) 和麥金托什蘋果  

(McIntosh)。加勒比海生產公司還從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厄爾巴  (Elba) 的托

里農場  (Torrey Farms) 進口了 12.6 萬磅捲心菜，從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新漢普頓 (New Hampton) 的明庫斯家庭農場  (Minkus Family Farms) 進口了  8.4  

萬磅洋蔥，並計畫進口紐約生產的土豆、胡蘿蔔、白蘿蔔、甜菜根及其他產

品。  目前加勒比海生產公司經銷來自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日內瓦市  

(Geneva) 的紅夾克果園  (Red Jacket Orchard) 果汁。  哈德遜河水果經銷商、紅夾

克果園和明庫斯家庭農場都參加了本州的《紐約州種植和認證  (New York State 

Grown & Certified)》項目。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Build_Back_Better_PR.pdf


 

 

紐約從波多黎各瓜尼卡  (Guánica) 的岡薩雷斯莊園  (Finca González) 和索托農場  

(Soto Farms) 進口了 10 萬磅無籽西瓜，在布朗克斯  (Bronx) 的狩獵點集散市場  

(Hunts Point Terminal Market) 上零售。未來幾個月預計還有數個集裝箱到達。加勒

比海生產公司不久將把岡薩雷斯莊園的熱帶南瓜、圣伊薩貝爾  (Santa Isabel) 伊甸

園農場  (Gan Eden Farm) 的芒果出口到紐約。  從長遠來看，保守估計這些合作關

係將為紐約和波多黎各帶來超過  100 萬美元的經濟效益。   

  

伊甸園農場是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ritime) 、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縣分校  (SUNY Albany) 和紐約州立大學環境科學與林業學

院  (SUNY ESF) 學生的工作地點之一，也是葛謨州長《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

與重建計畫》的部分內容。該農場用於在颶風瑪利亞后對修復工作進行協助。   

  

這些合夥關係由紐約州貿易旅遊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rade and 

Tourism，NYSOTT) 促成，該辦公室是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1 月在老聖胡安  (Old 

San Juan) 創辦成立的。紐約州貿易旅遊辦公室增進了互利的旅遊機會，加強了本

州和該島的經濟聯繫。  紐約州貿易旅遊辦公室還運營著紐約州探索中心  (New 

York State Discovery Center) 、品嘗紐約  (Taste NY) 和一家我愛紐約  (I LOVE NY) 

商店， 用於推廣紐約製造和生產的產品。在波多黎各能夠經銷薩拉托加礦泉水  

(Saratoga Spring Water)，阿薩拉斯樹木萃取氣泡水  (Asarasi Sparkling Tree Water) 

和洛克西山槭產品  (Roxy Mountain Maple Products) 同樣也建立在葛謨州長  2015 

年 9 月宣佈的數個計畫基礎上，這些計畫旨在幫助波多黎各拓展經濟規模，在波

多黎各和紐約之間建立起互利的經濟發展關係，包括為商業和技術發展、農業、

能源和基礎設施創造發展機會。  

  

紐約和波多黎各積極進行對話，增加和拓展紐約和波多黎各企業間的貿易機會。   

  

這些舉措建立在葛謨州長  2016 年  9 月宣佈的農業貿易論壇  (Agriculture Trade 

Forum) 基礎上，來自企業、政府以及農業部門的各位代表在此期間匯聚一堂，  

尋找機會促進貿易、拓展市場並增加農業綜合企業和觀光農業在紐約和波多黎各

的經濟影響力。  該論壇為紐約生產者與波多黎各製造企業未來的合作奠定了基

礎，從而創造機會讓紐約州零售商銷售波多黎各食品，並拓展波多黎各異域美食

市場，居住在紐約州的  100 多萬波多黎各人對這些食品有需求。  

  

「我們很驕傲能繼續和波多黎各的兄弟姐妹們合作，幫助他們重建和恢復家園，

開展的工作包括振興全島農業經濟，」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紐約正在深化與波多黎各的合作夥伴關係，協助農民并建立貿易新機會，從而

刺激波多黎各和紐約的經濟發展。」   

  

加勒比海生產交易公司  (Caribbean Produce Exchang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安赫

爾·聖地亞哥  (Ángel Santiago) 表示，「在履行協議的初期，紐約貿易市場的特點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irst-ever-agriculture-trade-forum-between-new-york-and-puerto-rico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irst-ever-agriculture-trade-forum-between-new-york-and-puerto-rico


 

 

是銷售波多黎各生產的新鮮熱帶產品，供顧客享用。我們計畫在拓展全年交易的

基礎上，增加其他來自紐約的農業進出口產品種類。我們期待繼續深化這層商業

關係，促進波多黎各和紐約的雙邊經濟增長和農業綜合企業發展。」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我們正為促成紐約和波多的重要經濟合作關

係而努力，這層關係把企業與新市場和新機遇聯係在一起，使其得到發展。在遭

遇颶風瑪利亞之後，經濟橋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關鍵，因此我們共同幫助波多

的朋友和鄰居開展恢復和重建工作。這些合作在短期內使短缺商業崛起，並為長

期富有成效的合作奠定了基礎，使紐約和波多黎各的農業綜合企業都能從中分

紅。」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農業廳很榮幸能在多年前加入州長的農業貿易論壇，在這裡我們和波多黎各的

朋友就合作機會開展了重要的積極談話。今天，在波多黎各開展恢復工作時我們

堅定地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很驕傲的看到曾經的討論已經取得成效，這不僅有助

於他們的重建工作，也為紐約的種植商進入新市場提供了橋樑。」   

  

布朗克斯區  (Bronx Borough) 行政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指出，

「在紐約市，比起其他區來說，布朗克斯更像是波多黎各人的故鄉，我們必須竭

盡所能在他們繼續開展颶風瑪利亞重建和恢復工作時，為我們的兄弟姐妹們提供

支持。我對葛謨州長在整個波多黎各重建工作中的領導力表示稱讚，他承諾會重

建波多黎各的農業經濟。布朗克斯和波多黎各的經濟在繼續發展，這得益于該島

和狩獵點集散市場上的貿易機會。這些合作夥伴關係將繼續加強我們之間的聯

繫，使雙方社區都能繁榮發展。」   

  

波多黎各人 /西班牙裔美國人工作組  (Puerto Rican/Hispanic Task Force) 組長兼眾

議員馬可斯·克雷斯波  (Marcos Crespo) 表示，「葛謨州長再一次展現了他的傑出

領導才能和與波多黎各的友誼。  州長最近開展的工作將加強該島農業發展，透過

和當地合作夥伴聯手，為農民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合作包括計畫在索瑪斯公司

召開一場峰會。  我很驕傲能和州長一起參加重建波多黎各的行程，我也期待能看

到實施這一全面計畫能為未來的波多黎各人把該島和經濟建立的更好更強大。」   

  

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重建計畫   

  

州長在波多黎各期間做了有關農業合作關係的公告，這是賑災重建計畫的內容之

一。  2018 年  4 月，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設立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與重建計

畫，該計畫部署戰略評估小組  (Tactical Assessment Team)，成員包括州專家、  

工會組織、非營利機構、慈善組織以及學術界夥伴，負責評估重建需求並為有需

求的社區制定全面重建計畫。州長與地方合作夥伴以及戰略評估小組的成員召開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ny-stands-puerto-rico-recovery-and-rebuilding-initiativ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ny-stands-puerto-rico-recovery-and-rebuilding-initiative


 

 

圓桌會議，用於啟動這項新計畫並討論紐約州的長期工作以便幫助波多黎各建設

得更加美好。  

  

在葛謨州長出行期間，他宣佈了該計畫實施以來取得的重大里程碑式的成就。  

迄今為止，全島已有  90 套住房進行了清理、修復和重建，這表明紐約州正在利

用該計畫實現修復  150 套住房的目標。到目前為止，已有  400 多名學生和勞工志

願者為該計畫奉獻了超過  25,000 個小時，並且還剩下兩次大規模部署行動，紐約

州今年夏天將動員  500 多名學生志願者和  100 多名技術勞工志願者協助恢復和重

建工作。 

  

作為「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與重建計畫」的內容，學生志願者每次部署兩週

時間，並有機會獲得大學學分。紐約州建築與施工行業  (New York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的志願者在整個夏季繼續按照一到兩週的時間部署。此外，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分會  (UNICEF USA) 承諾撥款支持這項工作。  

  

4 月 29 日實施該計畫的第二階段後，州長繼續部署了一個戰術評估小組  (Tactical 

Assessment Team)，為該島制定全面的重建計畫。評估小組的調查結果將繼續指

導整個夏季的部署工作。7 月  15 日、7 月 1 日和  6 月 17 日的三次事先部署包

括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大約  100 個學生和志願者，以及超過  25 個熟

練勞動志願者。  

  

紐約州開展工作支持波多黎各   

  

葛謨州長繼續鞏固紐約州的工作，以協助在颶風瑪麗亞摧毀該島後被迫逃離家園

的紐約州波多黎各家庭。上月，聯邦政府提供的租房援助金將於  6 月底到期，  

州長指示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制定一項 120 萬美元的計畫，為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強有力的案件管理

服務，並指示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為社區組織提供高達  1,000 萬美

元的在職培訓和安置款。  

  

州長上月還宣佈紐約州立大學理事會  (SUNY Board of Trustees) 和紐約市立大學理

事會  (CUNY Board of Trustees) 將為因颶風瑪麗亞和颶風厄瑪而流離失所的學生提

供州內學費。因為延長授權，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的學生在 2018-2019 學年將以較低的費用上學，以減輕其家庭負擔，使之從這些

自然災害中恢復過來。2018 年春季學期，約有五十個流離失所的學生利用紐約州

立大學學院提供的州內學費，200 個流離失所的學生利益紐約市立大學學院提供

的州內學費。  

  

颶風瑪利亞在  2017 年  9 月登陸以來，葛謨州長此前曾四次前往波多黎各，並持

續為重要社區提供關鍵資源。緊接著，紐約州成立了帝國州賑災與恢復工作組織  

file://///enterprise/perimeter/pimdata/messages/1513285734/5/139/msg-tbm4mq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最終分發了在全州  13 個捐贈地點收集

的至少 4,400 個托盤的物資。紐約州還部署了  1,000 多個人員，其中包括數百名

公用事業工作人員和電力專家，幫助恢復電力和穩定電網。  

  

葛謨州長和紐約議會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繼續支持波多黎

各獲得必要的聯邦政府援助。去年  12 月，葛謨州長和波多黎各州長里卡多·羅塞

洛  (Ricardo Rosselló) 以及紐約國會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成員發佈了《重建更好的評估報告  (Build Back Better Assessment Report)》。該報

告識別了需要投資的具體部門，包括住房、電網、適應力、農業及其他部門。  

連同  4.87 億美元的公共安全與緊急響應資金，以及  90 億美元的長期災後重建管

理資金，總資金需求為  944 億美元。 

  

如需獲取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瞭解您可以如何提供援

助，請造訪州長面向波多黎各以及美屬維爾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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