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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CUOMO 宣佈 2.33 億美元撥款以資助反恐及應急準備活動

該筆資金將會幫助全州社區預防和應對緊急事件並從中恢復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超過 2.33 億美元的聯邦撥款，用於為紐約州各郡的反
恐及應急準備活動提供支援。該筆資金由聯邦應急管理處(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透過其國土安全撥款計畫(Homeland Security Grant
Program, HSGP)提供，可助力地區準備工作，包括規劃、組織和訓練活動，而這些對保
持和改善社區預防、保障、應對及恢復能力至關重要。
「紐約州一直是恐怖主義的目標，因此我們必須要確保有足夠的準備、規劃和預防資金，」
州長 Cuomo 說。「這筆資金將會幫助本州抵禦恐怖主義破壞，並為那些在緊急事件發生
時響應服務號召的先遣救援人員提供支援。保障紐約州民眾的安全是頭等大事，而透過該
等計畫和訓練，我們將會繼續為該目標而努力。」
國土安全撥款可為先遣救援人員的演習與訓練、設備購置及關乎紐約州民眾安全的其他技
能提供支援。聯邦指導綱領要求各郡所獲得的總撥款額中的 25%要用於執法機構的恐怖
主義預防活動。
重點專案包括加強州長 Cuomo 的市民準備計畫、制定有效的網路安全計畫與政策，以及
繼續協調應急管理規劃工作。另外，州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正在推進地區合作，並加強執法機構之間的資訊共用。
該機構向那些必須提交詳細專案計畫以獲得補償撥款合同的郡提供指導與支援。
已公佈的主要計畫及撥款金額包括：
• 城區安全計畫(Urban Areas Security Initiative)- 該計畫將為紐約市城區（包括
紐約市、Yonkers 市、Westchester 郡、Nassau 郡和 Suffolk 郡）的關鍵反恐
計畫撥款近 1.81 億美元。
• 州國土安全計畫(State Homeland Security Program, SHSP)- 該計畫將向本州
各郡及紐約市撥付 520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預防、防範、應對恐怖主義活動
及其他重大災害，並從該等事件和災難中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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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P 撥款已授予：
Allegany 郡

$70,000

Broome 郡

$365,000

Cattaraugus 郡

$160,000

Cayuga 郡

$155,000

Chautauqua 郡

$200,000

Chemung 郡

$170,000

Chenango 郡

$110,000

Clinton 郡

$150,000

Columbia 郡

$90,000

Cortland 郡

$60,000

Delaware 郡

$100,000

Dutchess 郡

$490,000

Essex 郡

$120,000

Franklin 郡

$70,000

Fulton 郡

$85,000

Genesee 郡

$115,000

Greene 郡

$115,000

Hamilton 郡

$50,000

Herkimer 郡

$90,000

Jefferson 郡

$130,000

Lewis 郡

$55,000

Livingston 郡

$150,000

Madison 郡

$125,000

Montgomery 郡

$120,000

Nassau 郡

$1,950,000

紐約市

$34,392,307

Oneida 郡

$265,000

Ontario 郡

$200,000

Orange 郡

$900,600

Orleans 郡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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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ego 郡

$195,000

Otsego 郡

$110,000

Putnam 郡

$275,000

Rockland 郡

$745,000

Saratoga 郡

$290,000

Schoharie 郡

$95,000

Schuyler 郡

$55,000

Seneca 郡

$60,000

St. Lawrence 郡

$185,000

Steuben 郡

$130,000

Suffolk 郡

$1,200,000

Sullivan 郡

$210,000

Tioga 郡

$70,000

Tompkins 郡

$115,000

Ulster 郡

$270,000

Warren 郡

$80,000

Washington 郡

$80,000

Wayne 郡

$170,000

Westchester 郡

$1,420,000

Wyoming 郡

$70,000

Yates 郡

$40,000

總計

$47,022,907

地區 撥款金額
首府地區

$1,683,340

紐約州中部

$1,530,000

紐約州西部

$2,322,953

總計

$5,536,293

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署長 John Melville 說：「過去幾年裡，我們看到了做好突發緊急
事件預案的緊迫性與重要性。這些聯邦撥款將有助於訓練先遣救援人員和支援當地社區，
確保他們已做好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應對災難及保護全州各地紐約州民眾安全的準備。」
國會議員 Charles B. Rangel 說：「我們必須始終將紐約州民眾的安全與安危擺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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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 FEMA 撥款可確保本州有能力及時、全面地預防威脅和應對災難。得益於州長
Cuomo 為爭取這筆資金所付出的努力，我們英勇的先遣救援人員將做好應對任何緊急狀
況的準備。」
國會議員 Eliot Engel 說：「在反恐措施上所花的每一分錢皆花得很值，尤其在紐約州。
HSGP 將為紐約州提供 2.33 億美元以支援關鍵的反恐計畫、先遣救援人員訓練，以及全
州應災規劃。我讚賞州長 Cuomo 為保障紐約州安全所付出的努力。」
國會議員 Nita Lowey 女士說：「我很高興該筆國土安全資金將會繼續造福紐約州。這筆
資金可保護民眾的上下班安全，鞏固本地區關鍵的基礎設施，以及為先遣救援人員提供所
需的訓練和設備升級，以便他們能在發生恐怖襲擊時挽救生命。眾議院共和黨多數黨今年
早些時候所製造的 DHS 資金危機曾威脅到這些亟需的資金，對本地區的安全構成了威脅。
身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高級成員，我會繼續帶頭努
力確保紐約州社區的安全。」
國會議員 José E. Serrano 說：「全球各地及紐約州近期發生的事件提醒我們必須定期進
行相關投入，以確保有能力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和自然災害。這即是我作為撥款委員會的一
員力挺城區安全計畫和州國土安全計畫的原因所在。這些聯邦資金將讓紐約州能夠做好迅
速且有效地預防和應對任何突發事件的準備。我期待與州長 Cuomo 一起確保這些資金即
將資助的計畫與活動能夠順利在我們的社區推進。」
國會議員 Jerrold Nadler 說：「對於我們打擊恐怖主義和支援先遣救援人員的工作來說，
這筆關鍵的聯邦資金太重要了。我很高興每年皆能在國會中堅定地支援獲得這筆資金。長
期以來，城區安全計畫一直提供極為關鍵的必要資金來保障紐約市的安全。我讚賞州長
Cuomo 能與我們一起爭取到該等資金，從而更好地保障紐約州民眾的安全。」
「州長 Cuomo 繼續將本州的安全視為頭等大事，而該等聯邦撥款將會提供支援，」國會
議員 Carolyn B. Maloney 女士說。「我一直努力將更多資金用於訓練和規劃，以確保我
們為突發事件做好準備。恐怖主義依然是一大威脅，我們須時刻保持警惕。」
國會議員 Pete King 說：「作為國際恐怖主義的頭號目標，紐約的安全至關重要。這些資
金將有助於增強我們的防衛與應對能力。」
國會議員 Gregory Meeks 說：「我全力支援將這些聯邦撥款用於提高先遣救援人員的訓
練、技能、設備、能力和配合上。我感謝州長 Cuomo 優先對安全與緊急應對計畫進行投
資，以防範發生類似 911 的事件，並做好應對超級風暴 Sandy 等自然災害的準備。」
國會議員 Joe Crowley 說：「不幸的是，紐約州民眾對恐怖主義已不再陌生，而本州亦依
然是企圖破壞美國的恐怖分子的頭號目標。這些聯邦資金將為眾多反恐計畫，包括我在
911 事件後帶頭發起的城區安全等計畫提供資金，從而助力本州更好地預防和應對我們城
市所面臨的威脅。對於保障紐約州民眾的安全來說，對國土安全所做的每一筆投資皆至關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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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 Steve Israel 說：「作為紐約人，我們深知做好快速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是何等
重要。這筆資金將會幫助增強我們業已很健全的應急響應基礎設施，確保我們的先遣救援
人員擁有保障紐約州民眾安全所需的一切資源。」
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成員、國會議員 Brian
Higgins 說：「紐約州西部地區是一個北部邊境社區，擁有四座跨國橋樑；Niagara Falls
航空預備站；Niagara 電力專案；坐落於全球淡水供應量最大的兩個大湖的沿岸；並且是
方圓 500 英哩（包括約 55%的美國人口和 62%的加拿大人口）的中心點。聯邦國土安全
資金是降低我們特有的風險，及助力本地區做好應對緊急狀況的準備所不可或缺的。」
國會議員 Paul Tonko 說：「這筆資金可確保全州的先遣救援人員和當地社區領袖皆能接
受所需的訓練和教育來應對突發災害。我想要感謝州長 Cuomo 認識到減災與備災的重要
性，並堅信這必將有助於我們社區更有力、更靈活地應對緊急事件。」
國會議員 Richard Hanna 說：「該等聯邦資金將在我們社區得到妥善利用，從而積極應
對紐約州上州經常會遇到的緊急事件，如像大雪、洪水等的惡劣天氣，並從緊急事件中恢
復。另外，它將確保我們的先遣救援人員做好充分準備，以在災難發生時保障民眾安全。
在未遇到緊急狀況之前，你會覺得不需要這樣的服務，可是一旦遇到，你便會明白這樣的
服務有多麼重要。」
國會議員 Sean Patrick Maloney 說：「Hudson Valley 曾遭到過 Irene、Sandy 和 Lee 的
重創，而藉助這些重要的資源，我們的先遣救援人員將能夠做好相應準備，保護社區免遭
恐怖主義和自然災害的侵襲。」
國會議員 Grace Meng 女士說：「紐約一直是恐怖分子在美國的頭號目標，這恰說明本地
區亟需此類的聯邦國土安全撥款。從預防恐怖主義行動計畫，到應對重大災害，紐約州仍
需要做好充分準備，而我們的先遣救援人員亦必須具備保障民眾安全所需的一切關鍵資源。
我向 FEMA 和州長表示感謝，並很高興能與他們一起公佈該等重要資金。」
國會議員 John Katko 說：「確保那些保護我們社區安全的英勇的先遣救援人員擁有所需
的資源是保障全州民眾安全的關鍵。這些亟需的資金將會確保紐約州中部的先遣救援人員
能夠做好更充分的準備，從而防範並應對我們社區中或會發生的緊急事件。」
國會議員 Kathleen Rice 女士說：「對於我們防範和應對恐怖主義活動所依賴的當地執法
機構和現場應急人員來說，該筆聯邦資金絕對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在紐約，我們的社區
面臨著超高的襲擊風險，而當地機構依靠這些資金來開展工作及滿足我們特有的安全需求。
儘管由於就今後一年的 DHS 撥款所引發的政治鬥爭導致這些撥款被延遲，但是我很高興
DHS 已迅速採取措施，確保紐約州將會擁有保障民眾安全所需的資金。」
國會議員 Elise Stefanik 女士說：「這些撥款將有助於保障州北部地區家庭的安全。確保
我們社區做好應對緊急事件的準備是至關重要的，而我很高興看到這筆重要撥款劃撥給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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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第 21 區。」
國會議員 Lee Zeldin 說：「如今這筆資金較以往任何時候皆更為重要，因為我們面臨著
日益嚴峻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其中包括有兩名自己脫離美國國籍的紐約州婦女將自己視
作「伊斯蘭國公民」。她們近期蓄意在美國引爆高壓鍋炸彈，這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
提供必要的資金來提高我們的反恐與應急準備可幫助紐約州民眾為未來做好準備。」
關於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
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及其四個辦公室 – 反恐、應急管理、火災防控，及互操作性和應
急通訊 – 可為旨在預防、防範、應對恐怖主義及其他人為和自然災害、威脅、火災等緊
急狀況以及恢復工作提供領導、協調和支援。欲知詳情，請流覽 Facebook 頁面、關注
Twitter 帳號@NYSDHSES，或造訪 dhse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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