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與比利·喬爾 (BILLY JOEL) 簽署了禁止在紐約進行海上鑽井作業的法案

紐約就華盛頓 (Washington) 的化石燃料侵犯採取措施，以保護本州的海域和沿岸
社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與比利·喬爾一起簽署了法律 (S.2316 （卡米斯奇
(Kaminsky)）/A.2572 （恩格布萊特 (Englebright)）)，以禁止在紐約州海域開展海上
鑽井作業。該法律將禁止本州批准由州政府管理的海上鑽井、石油或天然氣勘探作
業。禁令將透過使靠近紐約沿岸及由聯邦政府管理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氣勘探更加艱
難，從而保護紐約的海域和沿岸。此外，該法律禁止租賃由州政府所有的，用於核
准或支持石油或天然氣勘探、開發或生產的沿岸水下土地。為直接回應川普
(Trump) 政府為鑽井開放美國沿岸地區的提案，州長簽署了該法案。
「這一法案表示不許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和紐約的近岸進行鑽井，因為我們必
須做出表率，為聯邦政府所做工作提供另一種可行做法，」 葛謨州長表示。
「今天的目的是確保瓊斯海灘 (Jones Beach) 和所有的沿岸社區都能為我們的子女
和後代而存在。我們必須確保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好的地方，因為我們作為家長、公
民和人民的任務是把更好的世界傳遞到下去。」
「這一在紐約海域禁止海上鑽井的法律是我們長期開展的工作內容之一，即保護水
質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儘管聯邦
政府無法解決環境破壞引起的威脅問題，但是紐約還在繼續帶頭為實現我們宏偉的
清潔能源目標而努力，並承諾會為後代抗擊氣候變化，從而打造一個更清潔更環保
的環境。」
2017 年，聯邦政府提議將在 2019-2024 年間開展新的《全國大陸架外緣石油和天
然氣租賃項目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Program)》，
該項目將開放全國 90% 的近岸海域用於石油和天然氣鑽井作業。這一聯邦新計畫
是數十年來首次開放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大面積海岸區域用於開展化石燃料勘
探和鑽井作業，其使紐約的沿岸處於遭受嚴重環境損害的直接危險中。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聲稱其作為美國的主要海洋經濟體嚴重依賴於旅遊業，此後
不久獲准退出海底鑽探項目。然而，作為美國排名第三的海洋經濟體，紐約還未獲

得此免除資格，此如果不獲准退出該計畫，將損失將近 32 萬份工作和數十億美元
的旅遊業收益和漁業收益。紐約州的海洋經濟共創造了 110 億美元的薪酬和 230
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長島地區和紐約港 (New York Harbor) 居住著 1,140 萬
人，且本州 60% 的人口都居住在長達近 2,000 英裡的潮汐海岸線的附近。
此外，作為大西洋最大的海岸，紐約和新澤西港 (Port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Port of NYNJ) 將因海上鑽井引起的大規模洩漏而遭到破壞，從而對作業造成破壞
並對全國經濟造成影響。該港口支持 40 萬份間接工作和 22.9 萬份直接工作，
與此同時創造 900 億美元的個人與企業總體收入，以及 85 億美元的聯邦、州、地
方稅收。
州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紐約團結一致對抗石油和天然
氣作業造成的威脅。葛謨州長再次表明其維護健康海洋環境的承諾，從而使我們的
沿岸社區和經濟都能賴以依賴。這是我們州政府持續推動的重要戰役，從而改革能
源未來、對抗氣候變化、保護我們州免受不計後果開採作業的破壞。」
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局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正帶領全國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我們意
識到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鑽井和與海上鑽井引起的潛在環境破壞會對紐約價值數十
億美元的沿岸經濟造成威脅。為使我們的沿岸和海域狀況不受破壞，葛謨州長指示
紐約開展全面工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對抗氣 候變化。」
保護自然資源委員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紐約地區主任和資深律
師馬克·艾姿曼 (Mark Izeman) 表示，「儘管川普總統為海上鑽井開放我們水域的
決定不計後果且結果未知，葛謨州長正保障紐約的沿岸經濟不受影響。透過簽署這
一法律，州長明確表示紐約將保護其寶貴的沿岸海域及數萬個與之相關的崗位，
並保護我們豐富的魚類和野生動物。為使海洋不受海上鑽井作業的污染，紐約將帶
頭使用離岸風資源，並為全體紐約民眾的未來而對清潔能源進行投資。」
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莉亞·史都華 -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在川普政府計畫在長島地區沿岸進行鑽井之時，參議會多數黨不會坐視不管。
長島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社區的生活質量岌岌可危。法案的支持著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參議會議員為保護腸道做出了迅速反應，其保護紐約州環境的領
導力值得被稱讚。參議院民主多數黨將支持長島地區家庭，並對抗任何在紐約海岸
線附近進行鑽井的工作。」
州眾議會發言人卡爾·黑斯蒂表示， 「紐約的海岸和海域對於我們州、環境和經濟
的健康和福祉來說不可或缺。我們已經目睹了石油洩漏帶來的危害。我們承諾會杜
絕此類破壞在紐約州發生。我很欣慰能看到這一法律於 2018 年首次被眾議院通過
並寫入法律。感謝環境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史

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他對這一法案予以支持並在紐約使其變為現
實。儘管聯邦政府繼續減少對環境的保護，並已在推行無法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政
策，但是眾議院多數黨還是致力於保護我們的 海岸線和海域。」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表示， 「保持長島地區海域原生態必須成為我們州的首要任
務，即使這並不是聯邦政府的首要任務。今天透過簽署石油鑽井禁令，葛謨州長和
全州強烈表達了我們不會因能源政策而退步的訊息，且我們會持續保護我們的自然
資源。」
眾議員史蒂夫·恩格布萊特表示， 「對於聯邦政府開放海域進行石油和天然氣鑽井
的提議，幾乎遭到了一致的譴責。這一法律禁止海上鑽井，透過強有力的舉措對紐
約環境提供保護。這一法律將保護我們的海域；使其能夠安全地作為休閒、垂釣和
野生動物生存之用。與此同時這一舉措還保護 了我們的家園和自然資源的價值，
這些使長島地區成為旅遊勝地。感謝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的支持，我對葛謨州長
簽署這一法律表示稱讚。」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紐約對華
盛頓表示，我們不允許石油公司利用公共政策以消耗長島地區的海灘作為代價。
在我們使薩福克郡成為發展可再生清潔能源上的全國表率之時，感謝葛謨州長對我
們海岸線的保護。」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擴大海上鑽井工
作將影響我們保持水域清潔的工作、危害生態系統、阻礙長島居民賴以生存的行業
發展。感謝葛謨州長和卡米斯奇議員的領導，他們保護了長島寶貴的海域和自然資
源。」
薩福克郡多數黨領袖卡拉·哈恩 (Kara Hahn) 表示，「紐約已經有一代人為扭轉工
業對海岸線和海域造成的環境影響而努力。做為紐約民眾的我們努力保護和恢復沿
岸海域，以扭轉目光短淺的政策對我們工作和投資的威脅。感謝眾議員恩格布萊
特、參議員卡米斯奇和葛謨州長再次表明紐約對環境的承諾和保護海岸的努力，
對此我表示稱讚。」
薩福克郡立法人羅博·卡拉克 (Rob Calarco) 表示，「我們的海岸線對長島居民意味
著核心。世界級海灘、活躍的漁業、人民的甲亢和福祉都和海岸休戚相關。聯邦政
府允許石油鑽井在距離我們的海岸數英里的地區作業，這不計後果的計畫使我們的
生活和健康陷入危險。我很自豪能與葛謨州長一道表明我們不會坐視不管的決心，
不會讓長島地區在華盛頓不負責任的計畫中受到破壞。」
薩福克郡立法人布萊吉特·弗萊明 (Bridget Fleming) 表示，「我所代表的第二立法
地區 (2nd Legislative District) 從布魯克海文 (Brookhaven)、謝爾特島 (Shelter Island)

延伸到蒙托克角 (Montauk Point)，是國際認可的美麗海灘所在地，擁有強勁的旅遊
業和二手房經濟、冉冉上升的水產和漁業，以及所有關鍵的經濟驅動力。長島地區
的旅遊業收入創造了 56 億美元的收入，支持著 10 多個當地崗位。我對我們奧爾
巴尼 (Albany) 領導人在長島地區和薩福克郡的工作表示完全認可，他們帶頭禁止
海上鑽井，並保護了我們獨有的海洋海灘。」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Town)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長島地區
海灘和海域具有傳奇色彩，我們的海岸線是南岸 (South Shore) 最珍貴的部門，
其每年吸引來數百萬的遊客。保護這些自然資產不受海上鑽井的破壞不僅能夠推動
綠色能源，還能保護沿岸社區和當地經濟，這些都嚴重依賴於旅遊業、漁業和船舶
業。」
2019 年 3 月，美國商業部 (Commerce Department) 全國海洋大氣辦公室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詢問公眾如何根據《沿岸區域管理法案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簡化」州審核過程，該法案是各州用於監管離
岸作業最有力的工具。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將評論
整理在案，這些評論敦促聯邦政府放棄企圖削弱或破壞各州用於保護重要海岸經濟
的權力。
儘管近期內政部 (Interior) 秘書大衛·伯恩哈特 (David Bernhardt) 表示政府的鑽井計
畫是否還會繼續開展無法確定，但是紐約和其他沿岸各州仍處於壓力中，並保持其
強烈的反對立場。數名其他州的立法人已採取法律措施杜絕聯邦將離岸的石油和天
然氣租賃範圍擴大。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佛羅里達州、佐治亞州 (Georgia)、
夏威夷 (Hawaii)、緬因州 (Maine)、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和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 已引入旨在
杜絕在其沿岸海域進行海上鑽井的法案或解決辦法。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特拉華州 (Delaware)、馬里蘭州 (Maryland)、新澤西 (New Jersey) 和俄勒岡州
(Oregon) 已成功頒布了相關法律。
葛謨州長在支持該地區的海洋資源方面已經做了重大投資，包括本州歷史上最大規
模的人工珊瑚礁擴建計畫、創紀錄的 3 億美元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投資、斥資 25 億美元的《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在 2019 - 2020 年預算案中追加 5 億美元的清潔水利資金、
撥款 200 多萬美元給紐約州海洋撥款計畫 (NY Sea Grant program) 用來減少長島地
區的褐潮，並採取措施禁止在紐約州海岸線沿線開展近海鑽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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