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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680 萬美元保護紐約州水質

為 27 個郡水土保護區 (Coun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s) 提供資金以
開展 54 個農業用水質量保護項目
支持全州的農場項目，資助 2018-2019 年行政預算案 (2018-2019 Executive
Budget) 中提出的清潔水源項目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布撥款 1,680 萬美元給全州 54 個農業用水質量保護項
目。這筆撥款將使 131 個農場受益，旨在協助農民開展杜絕紐約水道污染的項
目。
「農業是紐約最大的經濟推動力之一。我們將繼續對全州農民生產優質產品予以協
助，同時還能保護我們寶貴的自然資源，」州長葛謨說。「隨著對抗氣候變化的
舉措還在進行，紐約承諾會帶領全國開展最佳農業活動，從而對辛勤勞作的農民予
以支持並保護環境。」
「我們必須確保水道不含污染物，可供紐約州全體民眾安全飲用，」 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對全州農場項目的投資將將對保護工作予以
支持，從而能夠加強水質並保護水質。我們希望能保證農民擁有杜絕污染所需的資
源，並保證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二十多個郡的水土保護區代表農民向州《農業非點源治理與控制項目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Abatement and Control Program)》提出了撥款申請。該項目旨在對
協助進行環境規劃或實行最佳管理體系的項目進行撥款，如透過肥料貯藏進行養分
管理、沿河植被緩衝帶、保護覆蓋作物和其他保護土壤措施。
第 24 輪《二十多個郡的水土保護區代表農民向州《農業非點源治理與控制項目》
撥款獲得方為：

•
•
•
•
•
•
•
•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為 11 個項目撥款 4,057,532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為 11 個項目撥款 3,406,650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為 13 個項目撥款 3,013,527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為 6 個項目撥款 2,738,209
美元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為 7 個項目撥款 1,421,801 美元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為 2 個項目撥款 893,800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為 2 個項目撥款 663,786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為 2 個項目撥款 634,175 美元

如需獲取授予資金項目的完整清單 ，請瀏覽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Press
Releases/agnps_r24_project_2018.pdf。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感謝州長對農民的持續支持，感謝州長卓越的領導力及對紐約州自然資源是最寶
貴的資產的認可。郡水土保護區和農場社區的合作夥伴獲得撥款，對此我表示祝
賀。這一縝密的規劃和辛勤努力保證了紐約的水道、農商企業和社區的健康。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清潔用水對我們社區的健康和安全 ，以及紐約
的經濟繁榮至關重要。在葛謨州長帶領和郡水土 保護區的大力支持下，這些撥款將
幫助紐約的農業社區保護水資源，並在全州各地維持農作經營活動。」
紐約州水土保持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戴爾·斯坦 (Dale Stein)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幫助農民改善
了其農場環境，非點源撥款項目是最好的例證。在本輪 1,600 多萬美元的幫助下，
130 多個農場將獲得成本分攤撥款，用於幫助農場開展最佳管理舉措。這些舉措成
本高昂，若沒有成本分攤的幫助，沒有幾家農場能夠順利開展，也就不能保護為後
代保護水源、土地和空氣了。」
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NYFB) 局長戴維·費雪 (David Fisher) 稱，
「紐約農民在環境可持續發展上起到了帶頭作用 ，他們承諾會保護農場和家庭每天
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今天由州長宣佈的這一最新項目撥款將有助於完成這一使
命。更多的農民將能夠在其農場開展最佳管理舉措，從而有助於保護水道和改善土
壤健康狀況。」
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紐約州辛勤勞作的農民只希望能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土地和環

境。這些投資將使他們能夠工作這些舉措，同時還能提高全州新鮮農場食品質量以
供人們享用。我期待能在未來看到紐約州的農業在這一支 持下得到改進。」
州參議員、參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ittee)
主席湯姆·奧馬拉 (Thomas O’Mara) 表示，「這些都是本州的精明投資項目，其可
幫助農民保持競爭力，同時還能透過減少導致有害藻類氾濫的徑流和侵蝕對自然資
源進行長期保護。我們正在投資於本地農戶和本地保護區之間的長期成功合作，
從爾實現重要的經濟和環境質量保護目標。」
農業委員會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主席兼眾議員威廉姆·瑪吉 (Bill Magee)
表示，「這一重要的撥款為全州的農場和社區都能帶來福祉。它幫助確保水質保
護，維護一個清潔安全的環境，同時為農場生產新鮮本地食品提供了支持。」
環境保護委員會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史
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在確定農場開展的最佳管理舉措
時，把水質因素考慮在內是至關重要的。這些撥款將有助於確保農民有能力開展這
一工作。透過用這一方式管理土地，我們確信能為後代保護自然資源。我們讚賞州
長為這筆重要撥款作出的承諾。」
紐約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透過其水土科 (Land and
Water Division) 管理《農業非點源治理與控制項目》 ，水土科利用耕地保護措施、
耕地保護以及前瞻性的環境管理措施保護紐約州的水土資源。該項目由這一部門和
紐約州水土保護委員會共同管理。
《農業非點源治理與控制項目》的資金來源於 2017-18 年州預算中具有重要歷史意
義的 3 億美元紐約州《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自 1993 年以來，紐約州已為該項目發放約 1.93 億美元。 這該項目是農業環境管
理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EM) 框架的組成部分，該框架是一項
範圍更廣的工作，用來幫助農民對環境進行更好地管理，以及實行更高效、更具成
本效益的耕作制度。
郡水土保護區使用農業環境管理框架，以協助有意向的農民通過規劃和實施的幾個
階段進行有科學依據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決策。這樣一來，農民就能夠實現業務目
標，與此同時保護本州的自然資源。
州長透過耗資 25 億美元的《2017 年清潔水源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of 2017)》為全州提供具有歷史意義的水質保護措施，《農業非點
源治理與控制項目》建立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上，這些措施包括在紐約的畜牧農場里
斥資 5,000 萬美元開展保護水質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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