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協議，以加強對海軍-格魯曼公司羽流的全面控制  

 
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向本州承諾會修建水井和基礎設施，用於清理受羽流污

染的地下水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將提供 1.044 億美元的自然資源損毀金  

  
為保護和恢復長島唯一的含水層來源將採取重要措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與美國海軍 (U.S. Navy) 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達成協議，其將推進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關於控制和清理地下水羽流的全面計畫，拿騷郡 (Nassau County) 

貝斯佩奇 (Bethpage) 蠔灣鎮 (town of Oyster Bay) 的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貝斯佩奇廠房 

(Bethpage Facility) 和海軍武器工業儲備廠 (Naval Weapons Industrial Reserve Plant) 

造成了這一地下水羽流。根據協議內容，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將修建抽取水

井網，旨在用水壓控制和修復受污染的羽流。此外，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同意提供共計 

1.044 億美元的自然資源損毀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 安置金，這筆資金將用於推

動清理、供水和工作，以及與這一地區與羽流有關的含水層保護項目。長久以來，全面

控制地下水羽流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而這麼做可阻止地下水預留對臨近社區的供

水造成進一步污染，還能讓當地居民安心。  

 
「數十年來，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最嚴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格魯曼公司和海軍基

地造成的有害污染。在這筆史上金額最大的安置金幫助下，我們將讓製造污染的人付出

代價，並對他們造成的環境退化進行修復，」葛謨州長表示。「這一問題已經被討論了

很多年，很多人也相信不會有解決辦法了，但在紐約我們不會在工業污染一事上讓

步。」  

  
協議正在由代表紐約州、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法律小組進行最後的修訂。

該協議標誌著各方談判所達成的重要里程碑，從而在全面清理計畫的實施和完成所有階

段中所需要使用的方法和資源，以及評估和決定相關經濟責任等問題上達成一致。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責任方經過廣泛的談判

後，與去年達成了修訂決定記錄 (Amended Record of Decision, AROD)，環境保護廳在

此以後最終決定了一套措施供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一次性控制住羽流。這一



 

 

歷史性的成就將對威脅紐約州環境和公共衛生的最大規模地下水羽流進行清理。針對污

染者的行為而達成的協議將成為我國史上最大最複雜的地下水修復項目之一。。我們的

工程和律師專家團隊制定了這份意義非凡的協議，對此我表示稱讚。」  

  
環境保護廳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選定了最終計畫，即修訂決定記錄，或「AROD，」該

決定用於在 2019 年 12 月控制住海軍-格魯曼羽流。隨後環境保護廳向責任方發出了正

式命令，該命令透過《州超級基金 (State Superfund)》項目，為制約這些責任實體發起

了法律程序。今天的公告是清理羽流最終計畫中的重要步驟。  

  
美國海軍將為解決西側的一半羽流而採取措施，同時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將為解決東側

的一半羽流而採取措施。具體來說，美國海軍將在羽流的南端沿南部州大道 (Southern 

State Parkway) 修建水壓控制水井網，其中包括兩對抽取水井。這項重要措施旨在阻止

羽流的遷移。海軍還將繼續擴大工作範圍，從而在環境保護廳修訂決定記錄中規定的地

區內，從地下水羽流的中心清理高濃度的污染物。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在另一份協議中承諾會採取數項措施控制東端的羽流，並重點清除

羽流中心的污染物。具體來說，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將在羽流的東部中央和東南地區設

計和挖掘控制水井，從而阻止羽流向該地區進一步遷移，並為附近的公用供水井提供額

外的保護措施。這些措施與海軍在羽流內部和邊緣開展的工作將共同對羽流進行控制，

並加速清理工作的進程。此外，所有當事方都同意會對密切監控羽流的控制和移動情

況，從而在協議規定的範圍內保障修復工作能持續有效和能進行必要調整，以達到清理

計畫的目標。  

  
除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將要採取的措施意外，紐約州還將令其他可能負有責

任的各方對目前不屬於美國海軍和格魯曼公司的地區開展必要的清理工作。若環境保護

廳無法確定可能負有責任的各方來修復這些地區，則紐約州會開展必要的清理工作。  

  
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簽訂的協議將記錄在和解協議 (Consent Decree) 中。該份文件將由

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環境保護廳和諾斯

羅普格魯曼公司進行最後的敲定。文件將記錄格魯曼公司的恢復工作範圍，解決州政府

開支的報銷問題，並解決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對於自然資源損毀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 NRD) 應負的責任。  

  

自然資源損毀是對資源受損的一種賠償形式，該資源由州政府為福利公眾而進行管理。

海軍-格魯曼羽流在過去和未來對長島地區唯一的含水層來源都造成了或將要造成巨大的

損害。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已承諾會採取重要的措施，從而履行其對本州的自然資源損

毀責任。開展措施的資金共計 1.044 億美元，其中 4,090 萬美元用於解決其必要的復原

責任而開展的修復工作；2,850 萬美元用於對貝斯佩奇和、南法明岱爾水區 (South 

Farmingdale Water Districts)，以及受羽流嚴重影響的兩個水區的水井保護和供水項目

開展提供援助；州政府還將利用追加的 3,500 萬美元資金推動復原、供水和與羽流相關

的保護含水層項目開展。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也同意會在簽署和解協議以前加速開展特定的工作內容。格魯曼已

針對設計前的調查內容提交了工作方案，該方案內容包括鑽井的剖面圖和檢測水井，從

而支持羽流東部中央地區修建控制水井的工作。這項工作將於 2021 年年初開展。  

  
為加速設計工作的進程，海軍已提交兩份工作計畫，從而在四個地點的羽流邊緣支持回

復井的安裝工作，另有一份工作計畫內容是要在羽流內部安裝兩口恢復水井。環境保護

廳已批准在海軍-格魯曼羽流的邊緣鑽井的工作計畫，該部門預計還將在接下來的幾天內

批准另一個工作計畫。這些水井的修建工作預計在 2021 年初動工。此外，同時海軍還

將從拿騷郡找尋入口，並設計一個可利用羽流內部現有恢復水井的臨時地下水抽取系

統。這一臨時系統將於 2021 年 4 月投入使用。  

  

環境保護廳除審核責任方的數據以監督修訂決定記錄工作進程以外，該廳還將繼續與美

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在地下水水流模型項目一事上展開合作，從而優

化水壓控制羽流的恢復設計方案，該廳還與州政府領導的承包商合作以獲取羽流的最新

構造訊息。  

  
12 年前首次提出這項措施的參議員查理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在多

年的努力下，海軍和格魯曼終於在有害的污染物污染更多飲用水之前將對其進行清理，

這是令人喜悅的修正舉措。貝斯佩奇到馬薩波誇 (Massapequa) 社區長久以來都在羽流

遷移到別處時遭遇困境，這對越來越多的社區造成威脅，而海軍和格魯曼也沒有採取有

效措施。 我對紐約州的領導、當地領導人和水區不懈的支持和合作表示稱讚。我將繼續

盡我所能確保海軍和格魯曼能徹底控制住羽流，補償水區，並 解決其污染物在拿騷郡造

成的長期未解決問題。」  

  
國會議員湯姆·索茲 (Tom Suozzi) 表示，「這份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簽訂的協議，以

及最近和海軍簽訂的協議都是解決這一長達 40 年噩夢的重要工作。葛謨州長、環境保

護廳、新聞日報 (Newsday)、環境團體和其他推選官員推動了這一計畫向前發展，對此

我表示稱讚。我對貝斯佩奇水區 (Bethpage Water District) 表示高度稱讚，他們長期承

擔著不公的負擔，但卻從在為其社區提供清潔水源一事上有過差池。」  

  
參議員陶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沒有什麼比使用清潔水資源更重要的

了，這也是解決陳舊基礎設施和新興污染物要發放這筆重要投資的原因所在。這筆資金

將推動公共衛生和生活質量，同時還能保護重要的自然資源。我對葛謨州長開展這一計

畫的工作表示稱讚，該計畫為清潔水源而發放了本州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款。我期望能

與市政合作，確保其充分利用這筆資金。」  

  
參議員凱文·托馬斯 (Kevin Thomas) 表示，「在多年來清理格魯曼海軍羽流且不為納稅

人增加經濟負擔一事上，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發放的具有歷史

意義的安置金將加速清理工作的進程，保護含水層，並幫助當地水區持續開展這項工作

而提供了重要資金。葛謨州長和環境保護廳帶頭為後代保護了我們州寶貴的飲用水資

源，也促成了長島居民盼望已久的清理工作，對此我表示稱讚。」  

  



 

 

眾議員約翰·米庫林 (John Mikulin) 表示，「作為貝斯佩奇的居民和支持諾斯羅普格魯曼

公司/海軍羽流清理工作的人，我很高興能清理工作的最初工作將要開展，且責任方會負

責開展清理工作。我將繼續對工作進展進行監督，並代表我的選民予以支持。」  

  
眾議員邁克爾·蒙特薩諾 (Michael Montesano) 表示，「在諾斯羅普格魯曼羽流造成的

嚴重污染一事上，長島居民將能得到公道，對此我表示欣慰。州長推動環境保護廳和美

國海軍之間達成 4.1 億美元安置金的重大協議，對此我表示感謝。格魯曼也將加速對飲

用水和大南灣 (Great South Bay) 的水壓污染清理工作進程，同時還將創造必要的崗位。

此外，諾斯羅普格魯曼工作為損毀而向我們社區支付的 1.04 億美元抵消了清理水井和含

水層的開支。這是我們州的成功，更是我所在地區居民的成功。」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我感謝州長葛謨在這項歷史性工作上的

領導力。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協議值得長島地區的每個居民都來慶祝。拿騷郡將與聯邦

和州政府在每個步驟上都展開合作，從而確保這筆安置資金能用於為所有人提供清潔安

全的飲用水工作上。」  

  
蠔灣鎮鎮長約瑟夫·薩拉蒂諾 (Joseph Saladino) 表示，「我們很激動這筆安置金能得到

落實。蠔灣鎮的居民率先迎來了聖誕節。貝斯佩奇、南法明岱爾和馬薩波誇多年的努力

和合作將實現恢復環境的目標，葛謨州長要求格魯曼和海軍為此次清理而付款，這樣的

安慰讓我深感欣慰。優於環境的政策讓這項工作得以開展，也促成了最近取得的成功，

因此我的政府不會停止對這樣政策的支持。」  

 
葛謨州長將保護紐約的飲用水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並為清潔水撥款 35 億美元。因為

長島地區依賴唯一源含水層，該地區始終關注州長開展的工作，包括從州和聯邦資金中

發放 8 億多美元整頓海灣公園 (Bay Park) 廢水處理廠並予以加固，並把海灣公園的污水

從西部海灣 (Western Bays) 轉移到雪松河口 (Cedar Creek outfall)，撥款 1,000 多萬美

元恢復長島地區水域內曾經常見的貝類以改善水質，撥款 600 萬美元開展長島地區地下

水研究 (Long Island Groundwater Study)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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