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20 年 2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起運動，目標是在 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通過斥資 30 億美元的
《「修復大自然」債券法案》

全國領先的減輕洪水和生境恢復倡議是歷史規模的 330 億美元的五年期承諾的一
部分，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還提議禁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食品容器和包裝材料，並永久禁止水力壓裂技術
為環境保護基金增撥 3 億元資金，為清潔水基礎設施增撥 5 億元資金
擴大全州產品管理計畫，以此來推廣回收再利用床墊和地毯，從而減少全州廢棄
物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和環保領袖共同宣佈一項運動，在 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
中通過 30 億美元的《「修復大自然」債券法案 (Restore Mother Nature Bond
Act)》。如果最終能在十一月獲得選民的批准，《債券法案》將為本州各地的關鍵
環境修復項目提供資金，以確保紐約州能夠抵禦氣候變化引發的更強烈、更頻繁的
風暴造成的威脅。《債券法案》是史無前例的 330 億美元承諾的一部分，該承諾
將在未來五年內應對氣候變化。規模州長還發起運動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食品
容器和包裝材料。此外，他還在推動為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 和清潔水利基礎設施續期創紀錄的資金，以及促進床墊和地毯回收利
用的產品管理措施。
「面對地球的危機，你只有一次機會去解決它，否則就會陷入絕境。我們認識到正
在處理的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果你不拯救這個星球，其他一切都無關緊
要，」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將啟動這個國家見過的最遠大的氣候變化計畫，其
中的一部分就是環境債券法案。我們將組織起來，讓該法案通過預算，然後實施全
國最成功的氣候變化和環境修復計畫。這是一項大膽的計畫，但我們必須這樣做，
因為要麼你面對時代的危機，要麼你被危機打敗。」
出席今天的公告的有下列環保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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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 R. 戴森 (Robert R. Dyson)，戴森基金會 (Dyson Foundation)
主席兼董事
卡瑞娜·高爾 (Karenna Gore)，聯合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地球倫理中心 (Center for Earth Ethics) 主任
露絲·哈威 (Rose Harvey)，公園及休憩用地 (Parks & Open Space) 高
級研究員；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YS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前主任
多明尼克·盧克霍夫 (Dominique Lueckenhoff)，胡格尼烏集團 (Hugo
Neu Group) 企業事務與可持續發展高級副總裁
塞西爾科爾溫-馬克 (Cecil Corbin-Mark)，我們行動公司 (WE ACT) 副
主任兼政策倡議主任
喬伊·馬特斯 (Joe Martens)，紐約州離岸風聯盟 (New York Offshore
Wind Alliance) 理事
溫蒂·尼烏 (Wendy Neu)，胡格尼烏集團主席兼執行長
拉裡·洛克菲勒 (Larry Rockefeller)，紐約州保護選民聯盟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聯合創始人兼委員會成員
希歐多爾·羅斯福四世 (Theodore Roosevelt IV)，氣候與能源解決方案
中心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 C2ES) 委員會主席
蘇珊娜·斯麥塔納·卡根 (Susannah Smetana Kagan)，大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紐約州理事會 (NYS Board of Trustees) 成員
丹·蒂什曼 (Dan Tishman)， 蒂什曼建築公司 (Tishman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主席兼執行長；AECOM 科技公司 (AECOM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副主席
麗絲·斯特裡克勒 (Lise Strickler)，紐約環境宣導者機構
(Environmental Advocates of New York) 董事會成員
露西·洛克菲勒·瓦萊特茲奇 (Lucy Rockefeller Waletzky)，紐約州公
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委員會 (NYS Council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席兼常務理事

過去十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歷史上最熱的五年都出現在 2015 年之後。
《債券法案》是紐約州對抗氣候變化的 330 億美元五年計畫的組成部分。這個領
先全國的首個此類計畫將使本州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同時顯著減少經濟各部門的排
放量，並使本州及其居民做好適應其影響的準備。
首先於 2019 年 9 月推出的恢復大自然計畫 (Restore Mother Nature initiative) 是葛
謨州長在 2020 年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稿中提出的，這是美國在
恢復水資源和關鍵棲息地方面開展的最全面的工作，它將優先考慮那些改善水質、
重建自然棲息地、保護社區和基礎設施不受洪水影響的項目。 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
分，《債券法案》將支持征地以提供新的和擴大的娛樂機會；保護社區免受洪災；

保護飲用水資源和水生棲息地；促進淡水和潮汐濕地的修復，自然過濾污染物和導
致有害藻華的營養物質；恢復河岸緩衝區，保 護水體免受養分徑流和沉澱的影響。
《債券法案》還將支持大約 1 億美元的魚類孵化場投資和公共設施改造，使紐約
州成為休閒垂釣的首選目的地。因為這些對紐約州世界級魚種孵卵場的投資，本州
的白眼魚苗產量將增加兩倍、鱒魚和鮭魚的生產量增加 50 萬條、養殖 10 萬條思
科魚用於本地魚類恢復，並促進培育更耐寒的褐鱒魚品種。紐約州還將改善本州的
垂釣場所網路、手艇起降點和公共捕魚權，重點是溫水溪流和河流。
其他工作包括加強社區基礎設施以更好地抵禦洪水，包括收購易受洪水影響的房
產、調整涵洞和橋樑的規模、拆除過時和危險的大壩以及綠色基礎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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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正在擴大本州創紀錄的水質和棲息地
投資，這些投資正在改善我們的自然資源，並通過去年創建的修復大自然計畫來加
強我們的社區。擬議中的《環境債券法案》旨在增加生物多樣性、增進魚類和野生
動物的健康、改善水質、保護重要的自然緩衝區以防止污染，並為紐約州各地的生
態系統和經濟帶來無數其他好處。」
近期包括超級風暴桑迪 (Sandy)、颶風愛琳 (Irene) 和熱帶風暴李伊 (Lee) 在內的風
暴提供了明確的證據，表明有必要增強社區抵禦氣候變化和惡劣天氣影響的能力。
2011 年以來，紐約州每個郡都經歷了至少兩次與天氣有關的災害申報，超過半數
的郡遭受了五次或五次以上的災害。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已經花費了 260 多億美元
來應對這些災害，科學家們估計，未來十年洪水將給紐約州造成 500 多億美元的
損失。為修復環境而投資是保證紐約州繼續獲得經濟成功的關鍵。本州的洪泛區和
森林是不可缺少的天然屏障，通過提供第一道防線，以及維持魚類和野生動物物種
生存所必需的重要棲息地，減少了日益增加的洪水和更強烈的風暴給社區帶來的風
險。
紐約州上一項環境債券法案是在大約一代人以前的 1996 年通過的。這一行動將有
助於為關鍵項目爭取資金，為後代民眾保護本州的水資源和魚類及野生動物棲息
地。
州長在其《2020 年州情咨文》中提出修復大自然計畫，該計畫在恢復棲息地和減
少洪災方面是全國最積極的計畫。修復大自然計畫將在全州範圍內實施，以減少社
區洪水風險，並通過連接溪流和水道恢復重要的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地；適當調整
涵洞和水壩的規模；修復淡水和潮汐濕地；修復天然沖積平原；增加貝類種群數量
和改善魚類孵化場；維護開放空間；減少農業和雨水徑流造成的污染。通過修復大
自然計畫支持的各類項目，到 2030 年，紐約州全體民眾都將看到水道得到顯著改
善、有更多的捕魚和娛樂機會，洪水造成的破壞也會減少。

葛謨州長還提議禁止銷售和使用泡沫聚苯乙烯這種一次性食品容器。該提案還禁止
銷售稱作包裝花生的發泡聚苯乙烯包裝材料。此外，該法案還將授權紐約州環境保
護廳在發現其他包裝材料對環境造成影響時，對其進行審查並採取行動限制或禁止
其使用。這將是美國最嚴厲的全州禁令，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這一禁令
將鞏固州長在全州減少環境污染的歷史工作，包括最近州長在 2019 年的州情咨文
演講稿中首次公佈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袋。
在氣候工作的基礎上，葛謨州長宣佈在 2021 財政年行政預算案中包含立法，用於
在紐約州永久禁止水力壓裂技術。該措施將限制環境保護廳批准開採、深化、封堵
或改造使用大容量水力壓裂技術完成或再完成油井的許可，從而保護紐約民眾的健
康，並確保我們的環境不會因為這種做法而受到損害。這項法案反映了朝著實現紐
約州清潔能源經濟目標邁出的重要一步。
此外，葛謨州長提議連續第二年以創紀錄的 3 億美元繼續提供環境保護基金資
金。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3,900 萬美元資金、為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
供 8,9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2 億美元資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
適應計畫提供 2,000 萬美元資金。他還提議為清潔水基礎設施額外撥款 5 億美
元，作為本州空前規模的 35 億美元承諾的一部分，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都能獲
得清潔水。
州長的行政預算案也涵蓋兩份旨在減少全州環境污染的重要新計畫：先前宣佈的聚
苯乙烯使用禁令，以及制定新的《產品管理計畫 (Product Stewardship
Program)》，旨在回收兩種難以處理的特定產品，即地毯和床墊。新計畫讓生產商
承擔地毯和床墊使用期限終止時的管理責任，從而有助於確保這些計畫在設計初期
就考慮到使用期限終止時的產品或包裝影響。該計畫還將獎勵製造商重新設計產品
和包裝，使其毒素更少、更小、更輕便、更易於再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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