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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給社區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第二輪更換居民飲用水鉛質服務管道   

  

該公告基於此前通過紐約州衛生廳  (NYS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鉛質服務管道

更換計畫  (Lead Service Line Replacement Program) 此前撥發的  2,000 萬美元款

項   

  

這些撥款是紐約州具有歷史意義的  30 億美元清潔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承諾的關鍵組

成部分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將向全州  18 個市政當局撥款 1,000 萬美元，繼續

推動紐約州通過紐約州衛生廳的鉛質服務管道更換計畫替換居民飲用水鉛質服務

管道。這項成功的計畫已經向社區提供了  2,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幫助抵消替換

成本，是紐約州  2017 年 25 億美元《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的關鍵組成部分。2019 財年的預算案延續了本州多年來在飲用

水和廢水基礎設施方面的歷史規模投資，另外承諾撥款  5 億美元，其中包括為該

計畫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   

  

「紐約州投入了空前規模的資金來保護飲用水品質，包括正在全州建設的關鍵基

礎設施項目，」葛謨州長表示。「下一輪融資將推進我們的承諾，幫助市政當局

升級陳舊的系統、幫助改善健康狀況，並保持我們的社區繁榮。」   

  

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莉亞·史都華 -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紐約民眾應當放心，他們的水龍頭裡流出的水可以安全飲用。替換鉛質水管道

必須是一項首要工作，今天撥發的資金將幫助全州各地的地方社區實施這項基本

的基礎設施投資。參議會民主黨多數派很自豪與州長以及眾議會多數派合作，投

放更多資金用於更新紐約州的清潔水基礎設施，我們將繼續努力保護紐約民眾的

健康和福祉。」   

  

眾議會議長卡爾·黑斯蒂  (Carl Heastie) 表示，「投資水基礎設施對於確保紐約民

眾能夠獲得清潔和安全的飲用水至關重要。鉛暴露對兒童和孕婦的健康尤其危

險，因此這項投資對我們社區的福祉尤其重要。」   

  



當服務管道中含有鉛侵蝕，且特別是在水的酸度較高，或礦物質水準較低時，飲

用水就可能成為鉛暴露的一個來源。鑒於規章制度和施工實踐的不斷改進，居民

水源服務管道中的鉛使用率自上世紀  30 年代起就在不斷降低；然爾，當鉛服務管

道、鍍銅或鍍鉻的水龍頭和固件的鉛焊料發生侵蝕時，就會有鉛滲入水中。美國

環境保護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估計含有鉛污染的飲用水可能造

成一個人所接觸的鉛暴露總量的至少  20% 以上。爾主要食用嬰兒奶粉的嬰兒所

接觸的 40% 至 60% 的鉛暴露都源於飲用水。   

  

獲得下一輪鉛服務線路更換計畫撥款的市政機構如下：   

  

地域   
鉛服務線路更換計畫撥款總

額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哈德遜市 (City of Hudson) - 548,422 美元 

沃特佛利特市  (City of Watervliet) - 548,422 美元  

  

1,096,844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斯威戈市  (City of Oswego) - 534,907 美元 

科特蘭市 (City of Cortland) - 534,907 美元  

  

1,069,814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巴達維亞市  (City of Batavia) - 554,112 美元 

佩里嚮 (Village of Perry) - 554,112 美元  

  

1,108,224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格倫科夫市  (City of Glen Cove) - 627,327 美元 

河源鎮 (Town of Riverhead) - 627,327 美元  

  

1,254,654 美元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杰維斯港市  (City of Port Jervis) - 603,855 美元  

楊克斯市 (City of Yonkers)- 603,855 美元  

  

1,207,710 美元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阿姆斯特丹市  (City of Amsterdam) - 521,785 美元  

約翰斯敦市  (City of Johnstown) - 521,785 美元  

  

1,043,570 美元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1,037,924 美元  



普拉茨堡市  (City of Plattsburgh) - 518,962 美元  

泰孔德羅加鎮  (Town of Ticonderoga) - 518,962 美

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霍內爾市 (City of Hornell) - 528,750 美元 

諾里奇市 (City of Norwich) - 528,750 美元  

  

1,057,500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敦克爾克市  (City of Dunkirk) - 561,880 美元 

埃利科特鎮  (Town of Ellicott) - 561,880 美元  

1,123,760 美元  

  

  

第一輪撥款  2,000 萬美元，資助  26 個城鎮，其中許多項目已獲批興建。   

 

市政當局參加鉛質服務管道更換計畫的資格是基於以下標準：兒童血鉛水準升高

的百分比；家庭收入中值；以及  1939 年以前修建的房屋數量，當時使用的是鉛質

服務管道。這筆撥款將用於更換從市政當局主管道通往居民區的居民鉛質服務管

道。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消除接觸各種形式

的鉛對健康發育至關重要。該計畫成功鎖定我們風險最高的社區，在這些社區，

更換含鉛飲用水服務管道可以對兒童未來的健康和福祉產生真正的影響。」   

  

鉛對兒童和孕婦尤其有害。更換住宅鉛服務線路是紐約州在從我們的生活環境中

去除鉛方面做出積極承諾的另一個例子。2007 年，紐約州推出了兒童鉛中毒預防

計畫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Prevention initiative)，幫助當地衛生部門在全州的

高危社區開展預防活動。2016 年，紐約州將其減少鉛含量的戰略擴大到學校，  

在公立學校採用了全美首個強制性的飲用水鉛含量測試，並要求公開結果。目

前，本州對學校測試的符合率為  100%，2020 年將進行複測。  

  

吞食和吸入鉛都會導致鉛中毒。這對大腦仍在發育的兒童格外有害。鉛可能威脅

孩子的成長、行為和學習能力。妊娠婦女、或計劃懷孕的婦女也應格外小心，  

避免接觸鉛，因為這種元素會對尚未降生的嬰兒有害。   

  

紐約州要求醫療保健提供商在兒童年滿  1 周歲和 2 周歲時分別測試血鉛含量。  

每個健康兒童在  6 周歲前看病時，醫療保健提供商必須詢問家長有關兒童可能碰

到的鉛接觸。一旦發現鉛接觸機會，提供商則需再次測試鉛含量。家長也可詢問

兒童的醫生或護士，看看孩子是否需要接受鉛測試，並瞭解鉛測試結果的意思。   

  

如需更多有關紐約州鉛質服務管道更換計畫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https://health.ny.gov/environmental/water/drinking/lslrp/awards.htm#_blank
https://health.ny.gov/environmental/water/drinking/lslrp/index.htm#_blank


如需更多有關紐約州兒童鉛中毒預防計畫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Prevention 

Program) 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要瞭解更多關於紐約州領先全國的《學校鉛測試規定  (Lead Testing in Schools 

Regulation)》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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