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1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選擇西部海灣承包商合資公司作為設計-建造團隊來建造海灣公園輸水項目  

  
這個耗資 4.39 億美元的項目將改善長島地區西部海灣的水質和抗風暴能力  

  
節省成本的設計-建造採購方式鼓勵私營部門加速完成大型基礎設施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西部海灣承包商合資公司已被選定為設計-建造承包商，

負責在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建設價值 4.39 億美元的海灣公園運輸項目 (Bay Park 

Conveyance Project)。該項目將減少每年向雷諾茲海峽 (Reynolds Channel) 和西部海

灣 (Western Bays) 排放的氮，從而促進退化的西部海灣的生態恢復，並為生態系統的迅

速恢復創造條件，從而支援區域的恢復能力。具體來說，這將通過建造兩條地下隧道和

重新利用廢棄的渡槽，將海灣公園汙水處理廠 (Bay Park Sewage Treatment Plant, 

BPSTP) 處理過的污水輸送到錫達河水污染控制廠 (Cedar Creek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lant) 的海洋排污口。  

  
「從被破壞的生態系統到海岸線的復原問題，數十年來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沿海環

境受到了氮污染的嚴重影響，必須停止這種污染，」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與我們的

當地合作夥伴一道，通過創新的海灣公園輸水項目，不懈努力解決這個生態威脅，選擇

設計-建造承包商是推進這個關鍵項目的重要一步，使其更快、更廉價地完成。」  

  
設計-建造是一種節省成本的採購方法，它鼓勵私營部門加速完成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利

用這種方法，該項目將以比其他方案低得多的費用和較短的建造時間表來支助西部海灣

的生態恢復，而其他方案的建造費用將超過 6 億美元，耗時將近十年。該輸水項目將在

三年內建成，每年將給雷諾茲海峽 (Reynolds Channel) 和西部海灣減少 190 億加侖的處

理廢水和 95% 以上的氮負荷，並實現區域範圍的彈性效益。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YS 

DEC) 將管理設計-建設合同（西部海灣建設合資公司 (Western Bays Constructors Joint 

Venture)，由約翰 P. 皮科尼公司 (John P. Picone, Inc.) 和東北部瑞姆斯克建設公司 

(Northeast Remsco Construction, Inc.)組成），完工後，拿騷郡公共工程局 (Nassau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將擁有和運營新設施。然而，在任何工作開始之

前，設計-建造合同必須獲得一系列的批准。  

  



 

 

首先，該合同將於 11 月 6 日提交郡議會 (County Legislature) 進行審查，並於 11 月 23 

日進行投票。合同將由郡財政控制委員會 (County Finance Control Board)、郡審計長兼

郡長庫蘭 (Curran) 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簽訂合同並提交給紐約州總檢察長和審計長進行

最終批准。在此之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發出通知，繼續最終授予合同。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表示，「今天的公告標誌著我們寶貴的西部海灣在改造和振興方面

又向前邁出了積極的一步。這個創新的最具價值的設計-建造團隊將能夠迅速地建造出改

善水質和恢復海灣中重要沼澤和海洋生物活力所需的基礎設施。其結果將是更強的抗風

暴能力、改善生態、重振娛樂和經濟活動，是拿騷郡最寶貴的自然資源之一。」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該創新項目將保護西部

海灣的關鍵生態系統，增強沿海的復原能力。今天的公告推進了海灣公園輸水項目，並

將加快我們的工作，以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來規劃長島地區的環境，使我們向恢復拿騷郡

西部海灣的健康和恢復力又邁進了一步。」  

  
海灣公園污水處理廠始建於 1949 年，服務於拿騷郡 50 多萬個居民，每天平均向雷諾海

峽排放 5,200 萬加侖的處理後廢水。從大西洋海灘 (Atlantic Beach) 到好望角 (Point 

Lookout)，包括休利特港 (Hewlett Harbor) 和鮑爾溫港 (Baldwin Harbor) 在內，這項排

放活動影響到西部海灣將近 1 萬英畝水域和潮汐沼澤地。海灣公園污水處理廠產生的處

理後廢水含氮，主要因為這個原因，西部海灣受到大型藻花及其他不利於水質的相關成

分影響，例如低溶氧。同行評議科學研究認為過量氮與沿海濕地島嶼受到的侵蝕以及最

終崩解有關，這些島嶼充當屏障用於抵禦風暴潮與締合波。  

  
該項目將通過從海灣公園汙水處理廠向北建造一條 2 英哩 72 英吋的力主管道，將經過

充分處理的污水輸送到郡所有的高架渠，高架渠位於日出公路 (Sunrise Highway) 下

面；修復並鋪設 7.3 英哩長的廢棄渡槽，該渡槽長 72 英吋；此外，還將修建一條 1.6 英

哩 72 英吋的主水管，連接現有的錫達河水污染控制廠的海洋排放管道，這條管道長達 7 

英哩，將把處理過的水帶入 3 英哩外的大西洋。新的壓力幹管將採用地下 20 至 60 英呎

的微隧道施工。  

  
環境保護廳和拿騷郡公共工程局將於 11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6 到 9 點通過 Zoom 為

海灣公園輸水項目舉辦虛擬公共資訊會議。項目小組將介紹海灣公園的輸水項目，並解

答居民和利益攸關方提出的問題。Zoom 會議的網路連結和電話號碼請見以下網址 

www.bayparkconveyance.org。如需更多資訊，請發電子郵件

至 bayparkconveyance@gmail.com。  

  
環境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陶德·卡旻斯

基 (Todd Kaminsky) 表示，「數十年來，海灣公園廢水處理廠產生的廢水始終在危害

著西部海灣。現在，在葛謨州長、舒默 (Schumer) 參議員和塞格斯廳長的領導下，我們

終於開始實施這個創新的、改變遊戲規則的解決方案。這是一條重要水道復蘇的開端，

它將帶來更好的經濟和更具恢復力的南岸地區 (South Shore)。 」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764e6ef7-29d557ec-764c97c2-0cc47a6d17e0-55da381227572723&q=1&e=698ef8e4-756d-4872-8cba-19fe8c961e46&u=http%3A%2F%2Fwww.bayparkconveyance.org%2F
mailto:bayparkconveyance@gmail.com


 

 

參議員約翰 E. 布魯克斯 (John E. Brooks) 表示，「海灣公園輸水項目繼續推進，多虧

了紐約州和拿騷郡的強大合作夥伴關係和當地的支持。通過恢復西部海灣的生態系統，

我們將增強我們沿海的復原能力，保護我們的社區免受未來風暴和高水位的影響。我感

謝葛謨州長為加快推進該項目所做的努力，這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支持經濟發展，同

時為子孫後代保護我們的環境。」  

  
眾議員梅麗莎·米勒 (Melissa Miller) 表示，「我很高興得知海灣公園輸水項目已由設計-

建造承建商承建。在新冠肺炎 (COVID-19) 造成的不確定時期，該項目正按計劃繼續進

行，這是一個好消息。」  

  
眾議員泰勒·達令 (Taylor Darling) 表示，「改善長島地區的水質和抵禦風暴能力是我們

整體基礎設施的首要任務。 我很高興海灣公園輸水項目又達到一個里程碑。 我要感謝每

個參與的人的辛勤工作，我期待著這個項目的成功完成。」  

 
州眾議員茱蒂·葛瑞芬 (Judy Griffin) 表示，「海灣公園輸水項目是一項等待已久的重要

項目，它將有助於改善長島地區西部海灣的水質，並保護我們的海岸社區免受風暴潮的

侵襲。今天的公告是對海灣公園汙水處理廠的重大改革和基礎設施的升級，以減少氮污

染對我們的生態系統造成的有害影響，以加強長島地區的社區。感謝葛謨州長的領導和

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使這個關鍵項目成為現實。」  

  
眾議員戴維德·麥可唐那 (David McDonough) 表示，「我很高興得知灣公園的輸水項目

已選定一家供應商，該項目的污水將經由長達兩英哩的錫達河污水出口管流入海洋，以

紓緩擠佔西灣的含氮污水。」  

  
1 區拿騷郡議員凱文·阿夫拉姆斯 (Kevan Abrahams) 表示，「海灣公園項目的進展凸顯

了紐約州和拿騷郡致力於投資於強大的排汙基礎設施，以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刺激經

濟增長，並保護西部海灣等珍貴的自然資源。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對海灣公園輸水項目等

環境保護倡議的堅定承諾。」  

  
4 區拿騷郡議員鄧尼斯·福特 (Denise Ford) 表示，「我很感激這個輸水項目正在進行

中。 當污水泵送到雷諾茲海峽，我們的社區將看到效益。海洋生物將回歸、沼澤地將再

生以幫助遏制洪水。」  

  
5 區拿騷郡議員黛布·拉羅 (Debra Mule) 表示，「今天的公告是重要的積極措施，開啟

了一個項目，將為西部海灣帶來巨大的利益，並改變雷諾茲海峽的生態健康。我感謝葛

謨州長把海灣公園輸水項目作為我們地區環境保護策略的基石。」  

  
19 區拿騷郡議員史蒂文·羅德 (Steven Rhoads) 表示，「我從一開始就對該計畫持樂觀

態度，因為它有可能成為過去 50 年來拿騷郡南岸最重要的環境項目。由於本州保證了

我代表的地區的居民的項目安全，我們絕不能錯過恢復西部海灣的機會。」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鎮長唐·克拉文 (Don Clavin) 表示，「我很高興海灣公園輸

水項目正朝著改善水質和抵禦風暴的目標邁進。」  

  
海灣公園輸水項目是西部海灣復原倡議 (Western Bays Resiliency Initiative) 的三個項目

之一，該倡議旨在通過處理雷諾海峽和受影響的西部海灣的氮排放來改善水質和提高風

暴復原能力。另外兩個項目是長灘加固項目 (Long Beach Consolidation Project) 和瞭望

角污水渠可行性研究 (Point Lookout Sewer Feasibility Study)。  

  
2019 年 9 月，拿騷郡議會一致通過了一項 4.08 億美元的債券決議，為海灣公園輸水項

目提供資金，該項目與 2003 年、2008 年和 2011 年的債券條例合併後，獲得的債券授

權總額達到 4.6 億美元。輸水項目基於本州和聯邦政府 8.3 億美元的投資，對海灣公園

污水處理廠進行了多年的適應力重建。這些項目，連同州和郡在恢復力方面的其他投

資，支持西部海灣的恢復、保護重要的海洋資源，並通過更好地保護沿海社區免受未來

風暴破壞的額外好處來促進當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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