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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4,000 多萬美元用於升級本地廢水系統  

 
撥款和無息和低息貸款將為居住在長島  (Long Island)、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和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的社區納稅人節省開支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NYS EFC)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批准提供 4,000 多萬美

元撥款、無息貸款和低息貸款，用於支持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境內的重要廢水

基礎設施專案。  

  

「這筆資金將支持本地的廢水基礎設施專案，在紐約各地社區中保護環境、創造就

業並加強環境適應力，」葛謨州長表示。  「透過對水利基礎設施注入重要投資，

我們正在確保建設一個更強大、更健康的紐約，為後世造福。」  

  

鑒於需求仍舊大於可用資源的供應，《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18 

Executive Budget)》將擬定的 2017 年《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納入其中。該法案將對清潔水基礎設施和源水保護投入  20 億美

元。此舉將為  2015 年《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  (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和其他重要水質倡議的撥款專案提供更多資金。  

  

今天下達的董事會批准將為位於紐約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和長島地區的七

項廢水專案提供急需的財務援助，具體包括：在《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第二輪

融資中撥款超過  470 萬美元。這筆撥款，連同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  (EFC) 提供的

無息和低息貸款，將使得各市政當局能夠採用比自行融資低得多的貸款利率，為這

些專案提供融資支持。今天通過的近  60% 的貸款都是無息貸款。  

  

2 月 9 日會議中獲得批准的專案包括：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北罕普斯德鎮  (Town of North Hempstead)（拿騷縣  (Nassau County)）——

190 萬美元（包括：450,000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  (NYS Water Grant)；



742,500 美元無息貸款和  742,500 低息貸款），為已經棄用的海灘公園  

(Beach Park) 化糞池系統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提供融資，並將該系統與現有

的華盛頓港污水採集系統  (Port Washington Sewer District Collection System) 

連接起來。  

  北港村  (Village of Northport)（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620 萬美元

（包括：312,500 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915,800 美元無息貸款和  500 萬美

元低息貸款），為海灘街道泵站  (Beach Street Pump Station) 升級的設計和

施工、以及北港村境內海岸線  (Shoreline) 衛生污水系統的更換提供融資。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紅鉤村  (Village of Red Hook)（達奇斯縣  (Dutchess County)）——530 萬美

元（包括：410 萬美元無息貸款和  120 萬美元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 「鄉村發展  (Rural Development)」撥

款），為紅鉤村的壓力污水管道安裝  (Pressure Sewer Installation) 和廢水處

理廠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升級的設計和施工提供融資。  

  威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160 萬美元（包括：815,000 美

元無息貸款和  815,000 美元低息貸款），為位於萊伊遊樂園  (Rye Playland 

Amusement Park) 的衛生污水管道搬遷專案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提供融資。  

  威斯特徹斯特郡——869 萬美元（包括：430 萬美元無息貸款和  430 萬美元

低息貸款），為旋轉生物接觸器二期工程升級  (Phase II Rotating Biological 

Contactor Upgrade) 的施工提供融資，旨在改善位於徹斯特港污水處理廠  

(Port Cheste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的生物脱氮除磷  (Biological Nutrient 

Removal，BNR) 技術。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羅威爾村  (Village of Lowville)（劉易斯縣  (Lewis County)）——1,090 萬美

元（包括：270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和  820 萬美元無息貸款），為羅威爾

村五條街道的衛生污水管道的修理、更換和分離專案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提

供融資。 

  羅威爾村（劉易斯縣）——530 萬美元（包括：125 萬美元紐約州水利撥款

和  410 萬美元無息貸款），為羅威爾村廢水處理廠改進專案的規劃、設計和

施工提供融資。  

 
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塞布麗娜  M. 踢  (Sabrina M. Ty) 表

示：「葛謨州長現已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以確保紐約州各大社區的水質和公共

健康專案能夠得到加速推進。透過結合撥款和低息貸款來為各大專案提供融資不僅

使得獲得融資更加容易，同時還為納稅人節省了大筆資金。」  



  

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主席、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專員塞格斯  (Seggos) 表示：「葛謨州長承諾幫助紐約境內各大社

區對重要的廢水基礎設施專案進行升級更新，這筆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的撥款將使

得這一願景變成現實。有了這些撥款和貸款，本地社區將可以重點關注其廢水基礎

設施的需求，保護本地居民，並確保他們能夠獲得乾淨的飲用水。」  

  

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專員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紐

約州的各大社區在面對重要基礎設施升級以獲得乾淨的飲用水和適用的污水處理設

施時，都面臨著財政上的挑戰。今天，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所做的投資再次展示了

葛謨州長做出的承諾，即在全州範圍內提供資源用以保護和維護飲用水的供給，構

建一個更加健康的紐約。」  

  

紐約州環保設備公司董事會還批准放款  16 億美元，代表紐約市市政水利金融服務

局  (New York City Municipal Water Finance Authority) 償付某些債券，此舉將節省大

筆資金。 

 

紐約州為水質基礎設施劃撥了全國規模最大的投資，是這一方面的領軍人。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已經對重要水利和廢水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超過  110 億美元的

資金——這是自 1987 年啟動輪轉貸款以來規模最大的六年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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