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推進《挽救我們的水域 (SAVE OUR WATERS)》法案用於禁止在紐約州
境內安裝海底鑽探基礎設施

紐約州採取措施保護海岸社區和價值 230 億美元的海洋經濟抵禦環境災害
《挽救我們的水域》法案請見此處，法案備忘錄請見此處
請從此處發表您對海底鑽探活動的反對意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推進《挽救我們的水域》法案，用於禁止在紐約州境內租
用土地和鑽探基礎設施實施海底鑽探及開採活動，其中包括水下土地。鑒於特朗普
(Trump) 政府計劃在大西洋 (Atlantic) 和太平洋 (Pacific) 大規模擴張海底鑽探活動，
州長採取行動保護紐約州水域抵禦油氣開採活動。
「聯邦政府計劃對鑽探活動開放海洋水域，這絕對是蔑視科學和歷史的行為，」
州長葛謨表示。「海底鑽探活動將導致我們的沿海社區難以抵禦石油洩漏造成的
危險以及其他鑽探災難，並危害我們強勁海洋經濟的健康。紐約州將竭盡所能阻止
環境災難、繼續保護海洋資源並加強工作支持可再生能源開發活動。」
2018 年 1 月，聯邦政府發佈 2019-2024 年《外大陸架油氣計畫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Program)》，該計畫威脅到了紐約州的海岸線，提議向油氣鑽探
活動開放美國境內 90% 以上的總海洋面積。該計畫將開放北大西洋 (North Atlantic)
與紐約州毗鄰的兩英畝海岸，用於開採礦石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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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因此獲准退出海底鑽探計畫。葛謨州長
在 3 月 9 日正式請求紐約州水域退出聯邦鑽探計畫。
《挽救我們的水域》法案：
•

禁止租用土地或設施在紐約州水域開展油氣開採或生產活動 ，包括長
島地區 (Long Island)、紐約市 (New York City)、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
•

禁止在本州土地上建造與北大西洋海洋生產活動相關的基礎設施。
禁止在本州通航水域運輸從聯邦水域開採出的原油 ，這些聯邦水域被
命名為『北大西洋規劃區 (North Atlantic Planning Area)』。

紐約州目前是美國第三大海洋經濟體，本屆美國政府制定的海洋鑽探計畫危及將近
32 萬份工作以及透過旅遊業和漁業創造的數十億美元收入。紐約州的海洋經濟創
造了大約 110 億美元的薪酬和 230 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
長島 (Lo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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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新航港局 (Port of
NYNJ) 是大西洋海岸線上最大規模的港口，造成該港口中斷運營的大規模洩漏事
故將給美國經濟造成災難後果。紐新航港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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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堅決反對內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制定的美國
外大陸架油氣租賃計畫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Program)，該計畫給紐約州的海洋資源、經濟以及社區造成不可接受的威脅。
此外，紐約州積極開展工作推進採用更加清潔的能源資源，包括近期領先全國提供
14 億美元專款給在岸可再生能源項目，並制定目標截至 2030 年製造 2,400 兆瓦
的離岸風能，而海洋鑽探活動與此大相徑庭。近期獲得撥款的項目包括 22 座太陽
能發電場，這表明大規模太陽能電力在紐約州各地具有經濟可行性，以及 3 個風
能項目和 1 個水電項目。這些獲得撥款的項目預計將創造充足的可再生能源，
用於給超過 43 萬戶住宅供電，並減少超過 160 萬立方噸的碳排放量，這相當於道
路上減少大約 34 萬輛車。
這項工作用於保護紐約民眾抵禦化石燃料開採、鑽探及基礎設施，補充了州長近期
開展的工作，即擴建人工礁石用於改善紐約州多元化的海洋生活，並推動長島地區
的休閒娛樂產業和游釣產業。州長設立了全面的人工礁石計畫，該計畫將在長島海
峽 (Long Island Sound) 和大西洋部署物資，包括拖船、駁船、平底船，以及由拆除
原先的塔潘澤大橋 (Tappan Zee Bridge) 取得的混凝土材料和清潔回收材料。這些
材料將支持在長島近海處修建六個人工珊瑚礁，具體位置在： 史密斯鎮
(Smithtown)、辛納柯克 (Shinnecock)、莫裡奇斯 (Moriches)、費爾島 (Fire Island)、
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和洛克維 (Rockaway)。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聯邦政府正在拖能
源政策的後腿，這可能給紐約州造成災難性的影響，而葛謨州長正在引領全國邁向
過渡至清潔能源經濟的未來。油氣勘探、鑽探以及相關的洩漏事故與紐約州數十億
美元的海岸經濟格格不入。紐約州不破壞我們沿海地帶的環境狀況和經濟狀況，
認真負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用於支持紐約州開展全面工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並對抗氣候變化。」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採取措施阻止在紐約州大西洋海岸開展海洋鑽探活動，
這將避免後世民眾承受鑽探活動可能帶給沿海社區以及寶貴的自然資源的災難性影
響。聯邦政府拒絕緩解氣候變化，而紐約州積極加強工作追求更加清潔的未來，
這個未來把風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與更高的能源效率相結合，用於在紐約州各地
建設更加可持續的社區。」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該提案准許在美國幾乎所有
海域開展油氣鑽探活動，是特朗普 (Trump) 政府實施的又一項陰謀，旨在破壞環境
保護工作並增加大型石油企業的利潤。歷史已經向我們展現了油氣鑽探活動給環境
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險。感謝葛謨州長今天公佈重要的法案，用來禁止海洋鑽探活
動並保護紐約州水域。」
參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資深成
員兼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我們有責任保護地球及其分
佈在長島地區以及本州各地的豐富自然資源。海洋鑽探活動是危險的，並削弱了我
們的能源優勢。正如我在兩年前帶頭反對批准建設安布羅斯港口液化天然氣樞紐站
(Port Ambrose LNG terminal)，本州需要繼續優先考慮環境極其水路，在華盛頓
(Washington) 政府未能保護我們的星球時尤其如此。」
環境保護委員會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史
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我的眾議會同事和我本人今年二月
份在長島地區召開了聽證會，與會人員一致譴責聯邦政府制定提案面向油氣鑽探活
動開放我們的水域。我很高興與葛謨州長共同採取積極行動保護紐約州的環境抵禦
聯邦政府制定的退步政策。禁止在我們的水域內佈設海洋鑽探基礎設施，這將保護
紐約州抵禦其潛在的災難性影響。感謝葛謨州長展現切實承諾，確保紐約州的環境
清潔、美麗並獲得保護。」
州眾議員克里斯汀·佩勒格里諾 (Christine Pellegrino) 表示，「我很自豪紐約州採
取必要的大膽措施，用來保護我們的環境。今天我們向全國傳遞出響亮的 訊息，
即我們重視社區的健康和安全更甚於特殊利益集團，因此反對在長島地區和紐約州
開展任何鑽探活動。」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地方環境再次受到聯邦政府的攻
擊，我們在這個時候將不會袖手旁觀。我們支持葛謨州長，並感謝他持續致力於切
實保護地方水域和生活方式。」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長島地區
的民眾有幸擁有像葛謨州長這樣的無所畏懼的環保倡導者。聯邦政府企圖破壞我們

的水域，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而州長再次堅定地站出來，利用這項新行動抵制
聯邦政府濫用我們的環境，從而阻止海洋鑽探活動。感謝州長承諾為後世民眾保護
環境。」
紐約市議員兼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主席考
斯塔·考恩斯坦提尼迪斯 (Costa Constantinides) 表示，「如果我們想任何機會達
成 80*50 目標，就必須避免開展任何化石燃料開採活動。海洋鑽探活動不僅威脅
我們的星球，還威脅我們地區的漁業和旅遊業。聯邦政府危害到本國的未來，葛謨
州長制定法案禁止在紐約州開展海洋鑽探活動和擴建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這類政策
必將引領我們踏上真正的可持續道路。我要感謝州長開展各種艱辛工作，用來幫助
本州帶頭抗擊氣候變化。」
「環境公民運動 (Citizens Campaign for the Environment)」執行主任艾德里安·
艾斯波斯托 (Adrienne Esposito) 表示，「一個多世紀以來，油氣產業積累了多起
石油洩漏及其他環境災難的不良事件記錄，這些事件對我們的環境和公共健康產生
了重大持久的影響。聯邦政府海洋鑽探計畫大幅加劇了沿岸地區更大規模環境災難
的風險。可再生能源技術在本州和本國得以部署，這減少了化石燃料的需求度。
我們不能再繼續受化石燃料愚弄，並繼續推進過時的並且可能有害的海洋鑽探活
動。現在是時候改變了。我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對本州和本國提出願景，採用可再
生能源並遠離以往破壞性的化石燃料。」
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海洋理事薩拉·查西斯
(Sarah Chasis)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採取重要行動，表明紐約州不願意接受海洋
鑽探活動帶來的風險。特朗普 (Trump) 政府的油氣租賃提案將威脅我們幾乎所有沿
海水域，以及我們賴以獲得食物、就業和休閒娛樂活動的海洋經濟。紐約州有數十
萬份工作和數十億美元的州資金依賴清潔無油的水域、海灘以及豐富的魚類和野生
生物。沒有理由接受鑽探活動帶來的風險。我們應當投資於清潔能源未來。」
紐約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首席保護與外部事務官斯圖·格魯斯
金 (Stu Gruskin) 表示，「紐約州水域擁有標誌性的海洋哺乳動物、鯡魚等重要關
鍵物種，以及重要的商業魚類，不適合油氣開採活動。紐約自然保護協會感謝葛謨
州長和包括長島地區代表團在內的本州議員保護本州的沿海水域和依賴這些水域的
社區。我們目前需要加倍開展工作減緩氣候變化，因此應當著眼於紐約州遠大的可
再生能源目標構想的未來以及負責任的海洋風能開發活動，而非新的化石燃料開採
活動。」
奧德邦紐約州與康耐迪克州協會 (Audubon New York and Connecticut) 執行理事
安娜·寶拉·塔瓦瑞斯 (Ana Paula Tavares) 表示，「紐約州的海岸線為民眾提供居
住、工作及休閒娛樂場所，並且是西半球 (Western Hemisphere) 極其重要的鳥類與
野生生物棲息地。毋庸贅言，我們的海洋不是開展離岸鑽探活動的場所。我們需要

為後世民眾保護紐約州的海洋，葛謨州長提出的法案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一大
步。奧德邦協會期待與州長以及州議會合作，實現這個重要的構想。」
WCS 公共事務執行副總裁約翰 F. 卡維利 (John F. Calvelli) 表示，「野生生物在紐
約市海岸線附近的水域重現，這是個鼓舞人心的跡象。限制海洋油氣開採活動將大
力保護擁有各類野生生物的水域，包括 40 種鯊魚、鰩魚和灰鰩、瀕危的鯨魚種群
以及不計其數的魚類。紐約州境內及附近地區的健康海洋生態系統對紐約市的旅遊
業、就業以及總體經濟健康至關重要。」
紐約州保護選民聯盟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執行理事馬西亞·
百思特恩 (Marcia Bystryn) 表示，「海洋鑽探活動在紐約州的能源未來沒有立足之
地，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反對這份倒退的提案。紐約州的海洋資源是地區經濟的重要
推動力，因此不應當因為油氣鑽探活動而承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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