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發  290 萬美元作為安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  (LAKE ONTARIO 

FLOOD RELIEF FUNDS)，用於沿岸各市鎮當局   

  

撥款給韋恩  (Wayne)、奧爾良  (Orleans)、尼亞加拉  (Niagara)、卡尤加  (Cayuga) 

和傑斐遜  (Jefferson) 等郡的地方政府   

  

這屬於  9,500 萬美元州恢復重建工作出資額的一部分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290 萬美元作為安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

撥款給韋恩、奧爾良、尼亞加拉、卡尤加和傑斐遜等郡的地方政府，用以支持該

地區在經歷了去年洪災後的重建恢復工作，保護當地社區不受未來暴風雨的侵

害。本州承諾給重建恢復工作撥款  9,500 萬美元，用於支持房主、小企業以及社

區基礎設施。  

  

「去年安大略湖沿岸遭受了歷史性的洪災，紐約民眾的社區仍在恢復當中，我們

繼續與他們站在一起，」州長葛謨表示。「這筆資金支持了我們重建的使命，  

使我們能更強而有力、更睿智地幫助每一個受到影響的城鎮和居民重新站起

來。」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走訪受到洪災影響的社區時，我親

眼看到了災害所帶來的損害，深知安大略湖洪災給當地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這項投資延續了我們對地方政府的承諾，以便他們加強建立應變能力，投資於重

要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改進項目，為未來做好準備。」   

  

這筆資金是紐約州對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海道  (St. Lawrence Seaway) 海岸線 

9,500 萬美元出資額的一部分。重建計畫最初始於  4,500 萬美元的承諾，以幫助受

洪水影響的居民、小型企業和市政當局。州設施與市政設施計畫  (State and 

Municipal Facilities Program) 提供了兩筆  500 萬美元的撥款作為補助，以加強過往

的救災工作，並為災後恢復工作提供必要的財政援助。葛謨州長最近簽署的  2019 



財政年度州預算包括額外用於重建計畫的  4,000 萬美元。 撥款資助的項目包括岸

線重建和穩固、洪水期間緊急維修費用補助、和海堤重建。  

  

繼去年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海道洪水破壞了住宅、商鋪和地方基礎設施之後， 

葛謨州長和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與郡及地方合作夥伴協調，監測水位並提供物資，包括數百萬個沙包，

並建造數千英呎的臨時堤壩。葛謨州長還指示一系列州政府機構採取積極措施來

援助居民、企業主和當地政府，以應對今年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沿岸的洪災。  

  

就在上個月，當時湖水依然高漲，州長致函國際聯合委員會  (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 的美國主席，請求該組織讓安大略湖係統的溢流最大化，從而為在

沿岸生活和工作的紐約民眾緩解洪災威脅。  

  

重建計劃的申請已經結束。屋主申請援助和恢復幫助的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9 月 

29 日。市政當局的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29 日，小企業的申請截止日期

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屋主如欲就申請資格的決定提出上訴，請電郵至  

LakeOntario@nyshcr.org。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為了支持我們安大略湖

社區從去年洪災中重建，這筆資金至關重要。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沿岸社

區的重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強。」   

  

參議員帕姆·赫明  (Pam Helming) 表示，「像沃爾科特  (Town of Wolcott) 鎮和費爾

黑文  (Fair Haven) 村這樣的市鎮，在去年安大略湖南部沿岸歷史性洪水中遭到破

壞，它們還在復原當中。重要的是，我們在各級政府中繼續努力，以確保我們向

市政當局和屋主提供他們所需的援助，以協助重建並預防進一步的損害。由於湖

泊水位仍然很高，這一額外資金將有助於沃爾科特和費爾黑文重建關鍵基礎設

施，以減輕未來的洪災損害。  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我在議會的同事們履行了州政

府對賑災與重建工作的承諾。」   

  

參議員羅伯特  G. 奧特  (Robert G. Ortt) 表示，「我們的州向奧爾良、門羅  

(Monroe) 和尼亞加拉郡的居民、小型企業和地方政府做出了承諾，答應幫助他們

重建家園。今天，我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雖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別是屋主

的重建工作，但這些資金將幫助市政當局重建在去年洪水中受到損害的關鍵基礎

設施，並進一步升級。我們將繼續倡導賑災撥款，直到居民、企業和市政當局獲

得重建所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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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在去年發生歷史性的洪災之後，紐約

中部和北部有無數民眾站出來，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萊姆鎮  (Town 

of Lyme) 及當地的消防局志工隊不計時間和費用，花了無數個小時來幫助人們填

充沙包，幫助那些被洪水淹沒房屋的人們，以及更多的工作。這是賑災資金之所

以如此重要的眾多例子之一，也是為什麼我自豪地協助確保在新的州預算中，  

獲得一筆資金--幾乎是去年洪水影響的民眾、小型企業和市政當局能夠完全恢復

的資金的兩倍。」   

  

女眾議員愛迪  A.E. 珍妮  (Addie A.E. Jenne) 表示，「這筆資金對萊姆鎮很重要。

與我們地區的許多社區一樣，該鎮在去年春季和夏季的洪災中遭受了嚴重的基礎

設施損害，並投入大量設備資源和人力來即時解決洪水問題。這筆資金將對該鎮

的重建工作十分重要，並就現有設施改善，使沿岸地區在未來發生高水位事件時

更具恢復力。我要給葛謨州長掌聲，因為他認知到在我們社區在洪害復元的過程

與他們合作的重要性，並支持我們努力在最近通過的州預算中投入更多的資金，

以繼續開展此項工作。」   

  

州眾議員麥克  J. 諾裡斯  (Michael J. Norris) 表示，「紐約西部的地方政府受到極

端湖泊水位造成的洪水和侵蝕影響，而我很自豪能與州議會的同事及葛謨州長合

作，確保向該地方政府提供這一關鍵資金。這筆資金將能使我們社區的基礎設施

更加安全，並修復安大略湖高水位造成的破壞。」   

  

州眾議員鮑勃·歐克斯  (Bob Oaks) 表示，「我很高興能與立法者和州長合作，  

兩黨共同努力應對去年歷史性的洪澇災害。洪水賑災資金對於所有這些社區至關

重要，使其能夠在未來恢復、重建，也得以保護財產和公共基礎設施。」   

  

韋恩郡主席史蒂夫·樂羅伊  (Steven LeRoy) 表示，「葛謨州長為加強沃爾科特沿岸

基礎設施提供的資金支持，將是保護該鎮免受未來洪害的關鍵。我們非常感謝他

的付出，使我們從去年的洪災中恢復過來。」   

  

奧爾良郡議會  (Orleans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林恩·約翰遜  (Lynne Johnson) 

表示，「這項支持是舉足輕重的一步，實現了州政府一路走來的承諾，擔起去年

洪災浩劫的復元負荷。湖泊水位已經很高，我們感謝葛謨州長領導提供這些資

金，這將幫助我們的社區加強海岸線，以便我們為下一次洪水做好準備。」   

  

尼亞加拉郡議會  (Niagara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威廉·基斯·麥克納  (Keith 

McNall) 表示，「加固海岸線將被證明是保護家庭和企業免受安大略湖上漲湖水的

關鍵。葛謨州長履行了他對沿岸社區的承諾，我們對此表示感謝。」   

  

卡尤加郡議會  (Cayuga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帕特·馬哈尼克  (Pat Mahunik)  

表示，「在這些資金的支援下，費爾黑文重建海堤和沿海岸線進行的其它修復，



對於保護這一社區免遭進一步破壞至關重要。感謝州長葛謨的領導，我們知道在

重建工作中我們並不孤獨。」   

  

傑斐遜郡議會  (Jefferson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斯科特·蓋瑞  (Scott Gray) 表

示，「非常感謝葛謨州長的幫助，由此可以減輕萊姆鎮因去年湖岸和河岸洪水而

付出的代價。州長當時就和我們在一起，抽調州機構、國民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人員並提供設備，幫助減輕損失，他仍與我們同在，因為他認知到全郡行

動對萊姆鎮產生的影響。州長一向對與天氣有關的問題作出回應，為此我們十分

感激，我們共同努力以減低對我們居民的影響。」   

  

韋恩郡 (Wayne County)：100 萬美元   

•  沃爾科特鎮（韋恩郡）已從安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  (Lake Ontario Flood 

Relief Program) 中獲得  100 萬美元，用於在安大略湖海岸線沿線建造大約  

200 英尺的護岸，以減輕未來的洪水破壞，並保護最關鍵的城鎮基礎設施。  

  

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812,450 美元  

•  耶茨鎮  (Town of Yates) （奧爾良郡）現已獲得價值  414,500 美元的社區建

設專項撥款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 --安大略湖洪災賑

災補助金，用於修理和重建大約  700 英尺的安大略湖海岸線，該海岸線因  

2017 年安大略湖不同地點的洪水事件而受到破壞。  

•  肯達爾鎮  (Town of Kendall)（奧爾良郡）現已獲得價值  397,950 美元的安

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用於緩解未來安大略湖沿岸的海岸線侵蝕，並通

過使用亂石和其它土工織物材料穩定現有的海岸線。   

  

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558,440 美元   

•  尼亞加拉郡現已獲得價值  199,865 美元的社區建設專項撥款--安大略湖洪災

賑災補助金，以報銷他們在應對 2017年安大略湖洪災時的必需緊急開支。

所涉費用包括從揚斯敦  (Youngstown) 至尼亞加拉郡一線的海岸線修復和重

建資金，以及與材料和人力有關的資金。  

•  威爾遜村（尼亞加拉郡）現已獲得價值  10,263 美元的社區建設專項撥款--

安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以報銷他們在應對  2017 年安大略湖洪災時的必

需緊急維修和開支，包括為該村的廢水處理廠購買一個新的垃圾泵。  

•  波特鎮  (Town of Porter) （尼亞加拉郡）現已獲得價值  348,312 美元的安大

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用於緩解未來安大略湖堡壘尼亞加拉海灘  (Fort 

Niagara Beach) 沿岸的海岸線侵蝕，並通過使用亂石和其它土工織物材料穩

居現有長達  300 英尺的海岸線。   

  



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40 萬美元  

•  費爾黑文村（卡尤加郡）現已獲得價值  40 萬美元的社區建設專項撥款--安

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用於修復因  2017 年安大略湖不同地點的洪水事件

而受到破壞的該村基礎設施。該鎮將重建環繞安大略湖沿岸幾個公園的保

護海堤，還將對環繞和靠近海岸線的基礎設施進行必要的維修。  

  

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215,468 美元   

•  萊姆鎮（傑弗遜縣）現已獲得價值  215,468 美元的  社區建設專項撥款-- 安

大略湖洪災賑災補助金，以報銷他們因  2017 年安大略湖洪水事件而發生的

必要緊急維修和開支，並在未來對該鎮的公共基礎設施進行修復。所涉費

用包括與材料和人力有關的資金。今後的修繕工作包括道路和涵洞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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