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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CUOMO 強調 2016 年地球週

正於全州舉辦多項地球週活動來幫助家庭享受大自然及深入瞭解環境可持續性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作為於本週開展的 2016 年地球週(Earth Week)的一
部份，目前正在舉辦許多家庭友好的活動來鼓勵紐約州民眾體驗美好的戶外活動及深入瞭
解環境可持續性。除概述這些活動之外，州長亦強調了政府的持久承諾，即保護和恢復紐
約州的水質和自然資源，發展我們的清潔能源經濟，及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的環境和自然美景是紐約州最出色的資產之一 – 為未來後代保護它們是我們所有
人的共同責任，」州長
州長 Cuomo 說。「過去六年裡，本政府一直採取積極的措施來構建更
清潔、更綠色的州，而我非常驕傲在今年延續該傳統。隨著我們慶祝地球週並繼續愛護環
境，我鼓勵所有紐約州人幫助我們確保為所有人創造更清潔、更健康的社區。」
州長政府正在透過於全州主辦諸多活動來慶祝地球週。公眾能夠透過參與徒步、觀察自然
野生生物、種樹及各種旨在教育紐約州民眾保護環境之重要性的展覽來親近大自然。來自
環保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和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
辦公室(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的家庭活動清單分別位於
這裡和這裡。
「我非常驕傲透過為所有家庭和居民主辦這些重要活動來慶祝地球週，讓他們瞭解 DEC
為保護和恢復我們重要的自然資源所開展的全面工作，」DEC 署理部長 Basil Seggos
說。「每個人皆可成為出色的環保者，我們每天皆可做出許多簡單的選擇來更可持續地生
活。我鼓勵所有紐約州人參加我們的活動，幫助確保我們的未來後代能夠享有乾淨、健康
的環境。」
「紐約州公園辦公室努力繼續履行其作為我們寶貴的自然、歷史和文化資源之負責任守護
者的使命，」州公園辦公室主任
州公園辦公室主任 Rose Harvey 說。「我誠邀所有年齡的紐約州民眾於本
週及全年，在我們的州立公園和歷史古蹟參與豐富的志願者活動和慶祝活動。」
「依據州長 Cuomo 的綜合清潔能源計畫、「改革能源願景」(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戰略及其他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舉措，紐約州已成
為其他州和國家效仿的楷模，」紐約州能源與財政主席
紐約州能源與財政主席 Richard Kauffman 說。「在州
長的領導下，憑藉多項全國領先的計畫，如於 2030 年之前將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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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0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基金(Clean Energy Fund, CEF)，紐約州業已創造了新的清潔能
源就業並見證了太陽能近 600%的增長。」
主要的能源與環保成就和新計畫
紐約州致力於保護我們的環境、維護開放空間、增加通往本州豐富和壯觀的自然資源的通
路、啟動許多開創性的清潔能源計畫，及準備好應對氣候變化。州長 Cuomo 的主要能源
與環保成就包括：
• 確保對環保基金的歷史性增加：
確保對環保基金的歷史性增加：已頒佈的 2016-17 年度州預算將環保基金(EPF)增至 3
億美元，是州長上任時的兩倍多，並是該基金歷史上的最高水平。這筆重大投資將會於
全州支援那些可保護農地和開放空間，改善水質，促進回收利用，抵禦入侵物種，同時
皆可支援數千份工作的專案。如今，EPF 亦將提供重要的新資金來幫助社區減輕和適應
氣候變化的影響，為清潔汽車購買和基礎設施提供新的激勵措施，並推進一項全面的環
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工作計畫。
• 復興州立公園：
復興州立公園：州長的 NY Parks 2020 計畫承諾從 2011 至 2020 年，利用多年時間為
州立公園帶動 9 億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資金。州長的 2016-17 年度行政預算案為該計畫撥
款 9000 萬美元。迄今，超過 225 項專案已復甦和振興了 130 多座州立公園和歷史遺跡。
• 投資水利基礎設施：
投資水利基礎設施：今年的預算案亦增加了關鍵撥款來幫助本州應對新興的水利基礎設
施危機。本州已透過《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法案》(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
為市政當局額外提供了 2 億美元資金來開展飲用水和汙水系統改造專案。這些撥款將會
帶動超過 20 億美元的地方投資，同時創造約 33,000 份建築工作。
•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引領全國：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引領全國：州長 Cuomo 正採取重要措施來應
對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讓紐約州成為其他州和國家效仿的楷模。這些全國領
先的環保和清潔能源計畫將會幫助紐約州房主、企業和大學投資於清潔能源，推動全州
的經濟發展，並保護環境。州長重要的綜合氣候措施包括：
o 推出清潔能源標準：
推出清潔能源標準：州長 Cuomo 已指示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擴大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從而於 2030 年之前提供 50%的發電
量（於 2015 年州能源計畫中提出），並提議一項計畫來支援紐約州現有的零排
放核電廠。
o 簽署《
簽署《Under 2 MOU》：
》：州長
Cuomo 已簽署了 Under 2 MOU（諒解備忘錄）。
》：
這份全世界的州、省和市之間的協定申明了他們的承諾，即幫助在 2050 年之前
將排放減少 80%，以將地球在 2100 年之前的平均溫度控制在升高 2 攝氏度
（或 3.6 華氏度）以內。作為 2015 年州能源計畫的一部份，紐約州制定了國內
最為嚴格的減排目標之一，即在 2030 年之前減少 40%，及在 2050 年之前較
1990 年水平減少 80% (80 by 50)。
o 確保於 2020 年之前實現無煤的紐約州：
年之前實現無煤的紐約州：煤炭是溫室氣體排放最高及對環境最有
害的發電燃料來源之一。為實現本州在 2030 年之前將能源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降低 40%的目標，州長已指示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和
DEC 制定一個法規框架，以於 2020 年之前關閉本州剩餘的兩座燃煤發電廠或
轉為更清潔的燃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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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交通運輸和氣候計畫方面處於領先：
在交通運輸和氣候計畫方面處於領先：由於交通運輸行業是溫室氣體排放最大
的行業，因此紐約州推出了強力的舉措來降低這些排放。州長 Cuomo 已簽署了
零排放車輛(ZEV)諒解備忘錄和國際零排放車輛聯盟(International ZEV Alliance)，
以推進本州減少汽車排放的工作，並於東北地區 12 州聯盟啟動交通運輸與氣候
計畫(Transportation and Climate Initiative)。如今，EPF 將會提供重要的新資金
來幫助社區減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為清潔汽車購買和基礎設施提供新的
激勵措施。這將會支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NYSERDA)即將開展的消
費者零排放車輛折扣計畫。
o 啟動一筆 10 年 50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基金：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基金：未來十年，NYSERDA 的清潔能源
基金將會推動更大的私營部門投資來支援為紐約州的住房、建築物和社區部署
清潔能源和節能解決方案；投資於尖端研發來加速清潔能源創新；為州長的紐
約-太陽計畫(NY-Sun)提供 10 億美元；及利用國內最大的綠色銀行(Green
Bank)。透過 CEF，本州亦將於 2016 年減少 9000 萬美元的額外納稅人費用，
並於 2025 年之前總共減少 15 億美元。它可降低成本並擴大清潔能源技術以滿
足我們 50%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目標，從而對清潔能源標準加以補充。
o 推出國內最大的綠色銀行：
推出國內最大的綠色銀行：紐約州擁有國內最大的價值 10 億美元的綠色銀行。
2015 年，紐約州綠色銀行提供了 4900 萬美元來支援三筆交易，從而幫助更有
效地部署住宅太陽能和節能專案，以及面向住宅、農業和小型商業物業的小規
模風能專案。綠色銀行資本額外拉動了來自私營部門合作夥伴的 1.79 億美元融
資。
o 開發出官方海平面上升預測資料：
開發出官方海平面上升預測資料：依據《Community Risk and Resilience
Act》，紐約州將會採納基於最優可用科學和嚴格公眾評議所開發的州海平面上
升預測資料；這些預測資料將會幫助沿海社區和企業主為像超級風暴 Sandy 這
樣的極端天氣事件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o 將氣候智慧社區計畫付諸實施：
將氣候智慧社區計畫付諸實施：代表 660 萬紐約州人的 174 家地方政府已加入
該州計畫來支援當地的氣候變化應對和緩解工作，其中七個社區已完成了嚴格
的認證流程。已頒佈的 2016-17 年度預算中包括透過新的 EPF 資金為氣候智慧
社區(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撥款提供 1100 萬美元，讓社區有能力將恢復
能力和適應計畫付諸實施。
• 啟動紐約州水質快速應對小組
啟動紐約州水質快速應對小組：
對小組：州長新的全州性水質快速應對小組(Water Quality
Rapid Response Team)已受命準備一項綜合的行動計畫來快速解決水質問題，著手處
理從目前的管控污染物（如鉛），到新型污染物（如全氟辛酸(PFOA)）在內的事宜。
該行動計畫將包括建議加強本州現有的飲用水、地下水及地表水保護計畫。
• 改善長島的水質：
改善長島的水質：氮污染是長島最棘手的環境問題之一。本州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降
低長島的氮含量，包括一項創新性的 3.88 億美元計畫來將近 10,000 戶 Suffolk 縣家庭
連接至現代化的汙水系統和處理廠，及為七項旨在降低 Peconic 河口流域氮污染的專項
專案撥款 390 萬美元。在 Nassau 縣，本州正投資超過 1.9 億美元來於 Bay Park 汙水
處理廠改造一條排汙管道。除降氮之外，州長已啟動一項耗資 600 萬美元的長島地下水
綜合研究。該研究將會分析海水侵入、地表水影響、污染物運輸和可持續開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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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狩獵和釣魚休閒活動：
推廣狩獵和釣魚休閒活動：依據州長 Cuomo 的 NY Open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計畫，
2016-17 年度預算中為州土地通達專案及狩獵和釣魚基礎設施分別撥款 300 萬美元和
400 萬美元。另外，2015-16 年度預算案中建立了一個新的資本賬戶，與聯邦的
Pittman-Robertson 基金一同用於管理、保護和恢復魚類和野生生物棲息地，以及改善
和開發有助於擴大魚類和野生生物相關休閒機會的公共通道。今年的承諾可鞏固之前為
50 項新專案撥付的 600 萬美元資金。這些專案提供約 380,000 英畝現有州土地用於娛
樂，包括船舶碼頭、觀鳥區、游徑和狩獵掩體，以及 800 萬美元用於改善和改進全州魚
類孵化場。
• 為環保資源擴大「
為環保資源擴大「紐約工程」
紐約工程」撥款：
撥款：自 2011 年以來，州長 Cuomo 已為環保專案撥款
超過 6.8 億美元，如大壩維修、沿海恢復能力、汙水系統升級和公園投資。另外，這些
資金已提供給休閒基礎設施；電子商務；廢棄油氣井的封堵；市政棕地清理；及汙水處
理系統的水質改善專案。
• 加強油井安全：
加強油井安全：啟動了一項循序漸進的工作來讓油井全面遵循所有的法規要求，以防止
地下水污染及其他環境破壞。
• 修訂固體垃圾法規：
修訂固體垃圾法規：發佈了全面的法規草案來更新固體垃圾法規，以解決新出現的與地
膜設施、建造和拆除垃圾棄置及其他固體垃圾相關的問題。
• 啟動 Excelsior Conservation Corps (ECC)：
：如州長 Cuomo 在 2015 年機會工作計畫
講話中宣佈的，ECC 是面向 18 至 25 歲人士的一項新的 AmeriCorps 環境教育和保護計
畫。今年，成員們正在全紐約州的公園和土地上執行有意義的環保專案，同時於環保領
域中積累實踐經驗和技能。該計畫的資金來自於 190 萬美元的州和聯邦聯合撥款。
• 否決 Ambrose 港口 LNG 專案：
專案：2015 年 11 月，鑒於安全和經濟考量及可能會對離案
風電開發造成不良影響，州長 Cuomo 否決了 Ambrose 港口液化天然氣(LNG)深水港專
案。依據聯邦《Deepwater Port Act》，該專案需同時得到州長 Cuomo 和新澤西州州
長 Christie 的批准。州長 Cuomo 在致美國海事局(U.S. Maritime Administration)的信函
中詳述了其全面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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