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州選舉委員會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 宣佈開展地區演練以
加強紐約州選舉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

這是州選舉委員會和美國國土安全部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主辦的首次桌面演練；與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HSES)、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以及州情報中心
(State Intelligence Center) 合作
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一系列區域演練，將關注網絡安全防範工作並應對選舉系統面
臨的威脅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州選舉委員會與美國國土安全部合作，將舉辦首次系
列桌面演習，重點保護紐約州選舉系統的誠信性抵禦網絡攻擊。桌面演習與國土安
全與緊急服務署、州警察局以及州情報中心合作，模擬企圖破壞選民信心、干擾投
票以及影響選舉誠信性的現實情景，從而確定網絡事件規劃、準備以及應對工作需
要改進的方面。
「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缺乏抵抗力的選舉活動對我們國家造成的破壞性後果，紐約
州將不會袖手旁觀，坐視我們的民主政治再次遭到侵襲，」 州長葛謨表示。
「紐約民眾理應得到可以信任的開放透明的選舉過程，這些演習是恢復選民信心和
選舉基礎設施誠信性的重要工作內容。」
州選舉委員會和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新網絡事件響應小組 (Cyber Incident
Response Team) 領導的州官員和地方官員將利用從州、地方和聯邦利益相關方舉
行的六次區域桌面演練活動中收集到的資訊確定風險，並製定必要措施以保護選舉
過程抵禦網絡攻擊。 演練日期和地點如下：
•
•
•

5 月 31 日: Albany County - Times Union Center
6 月 6 日: Monroe County - Board of Elections
6 月 7 日: Onondaga County - Syracuse University, Dineen Hall

•
•
•

6 月 11 日: Nassau County - Morrelly Homeland Security Center
6 月 12 日: Orange County - County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Services
6 月 18 日: Broome County - Floyd L. Maines Veterans Memorial Arena

區域桌面演習將覆蓋紐約州各郡的選舉管轄區。這些練習實際上是相似的，為每個
地區繪製幾種情景。 這些情景將基於現實世界事件和我們競選基礎設施面臨的潛
在風險。這包括可能的社交媒體操縱、選民登記信息系統和流程中斷、投票機以及
利用選舉委員會的商業網絡。
這些桌面演習是 2018 年 5 月 3 日批准的選舉委員會網絡安全計畫的內容，旨在
理應選舉委員會安全選舉中心 (Secure Elections Center) 進一步加強對紐約州選舉
基礎設施的網絡保護。 這個被稱為 ARMOR 的計畫有四個要素：
•
•
•
•

評估
修復
監控
應對

(Assess) 州和郡選舉系統面臨的風險；
(Remediate) 漏洞；
(Monitor) 持續運作 (Operations)；
(Respond) 事件。

參議會選舉委員會 (Senate Elections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弗雷德·阿克沙
(Fred Akshar) 表示，「這些演習體現了紐約州致力於保護紐約選民，並確保紐約
州繼續採取預防措施來保護我們的投票系統。州、地方和聯邦夥伴正在積極合作，
保護並確保紐約州選舉基礎設施的彈性。」
眾議會選舉法委員會 (Assembly Election Law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查爾斯·
拉文 (Charles Lavine) 表示，「紐約州有責任確保有權投票的民眾對紐約州選舉制
度的誠信性保持信心。 我們將與合作夥伴一起繼續加強並保護紐約州的網絡環
境，並確保公眾信任投票過程。」
州選舉委員會副執行理事托德 D. 瓦倫蒂那 (Todd D. Valentine) 表示，「迄今為
止，沒有可靠的報告表明我們的選舉制度遭到破壞，但我們不能自滿。 2016 年以
來，我們一直在努力製定健全的計畫，這些桌面練習是與州官員及地方官員共享信
息的重要工作。」
州選舉委員會副執行理事羅伯特 A. 布瑞姆 (Robert A. Brehm) 表示，「從全國最
嚴格的投票系統安全協議，到採取措施應對網絡威脅構成的挑戰，州選舉委員會很
高興有這個機會鞏固其與地方、州和聯邦合作夥伴的牢固關係，在此基礎上做好最
佳準備以保護州選舉基礎設施。」
紐約州網絡安全諮詢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yber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執行
理事彼得·博隆尼亞茲 (Peter Bloniarz) 博士表示，「網絡安全是一項『全力以赴』

的工作，需要各級政府的團隊協作和夥伴關係。 在葛謨州長指導下，他的政府與
州郡選舉委員會以及聯邦當局合作，為應對當今的網絡威脅做好準備。 從這些桌
面演習中吸取的教訓將有助於紐約州繼續警惕地保持其選舉基礎設施。」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老羅傑 L. 帕裡諾 (Roger L. Parrino, Sr.) 表示，
「公民走進投票站時，他們想知道其投票是重要的。政府有責任確保每個投票和選
民都是安全的、選舉過程是有效的並且受到保護以抵禦外部影響。」
州警察局總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在美國，投票是我
們最珍視的一種權利。紐約州警察局和機構合作夥伴認識到，保護這種特權的神聖
性和誠信性至關重要。 伴隨網絡安全面臨的威脅變得愈發合理化，我們需要積極
主動地保護該基礎設施。這些練習匯聚各方參與討論，將更好地幫助我們應對這些
攻擊。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利用合作來幫助防止網絡系統遭 受這些類型的攻
擊。」
美國國土安全部國家保護與計劃理事會 (National Protection and Programs
Directorate) 代理副會長鮑勃·考拉斯奇 (Bob Kolasky) 表示，「這些演習表明聯邦
官員、州官員和地方官員嚴肅對待選舉基礎設施面臨的威脅，以及為解決這一問題
而開展合作的程度。 紐約州的州官員和地方官員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高選舉的
安全性，國土安全部隨時準備利用演習、信息共享以及提供技術網絡分析和專業知
識來支持這些官員的工作。 我們期待繼續合作，確保紐約州未來選舉活動的安全
和誠信。」
美國國土安全部國家保護與計劃理事會高級網絡安全顧問馬修 ·馬斯特森 (Matthew
Masterson) 表示，「國土安全部重視我們與紐約州的合作夥伴關係，因為我們共
同努力改善選舉過程的安全性。紐約州選舉委員會承諾保護選舉活動抵禦網絡威脅
及其他威脅，今天的培訓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我們將繼續支持選舉委員會的工
作，以確保選舉過程的安全和紐約州居民有效投票。」
這些演習符合紐約州葛謨州長在 2018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稿中提
出的倡議，其中包括州選舉委員會分享的四管齊下的做法，以進一步加強對紐約州
選舉基礎設施的網絡保護：
•
•
•
•

成立選舉支持中心 (Election Support Center)；
開發選舉活動網路安全支持工具包 (Elections Cyber Security Support
Toolkit)；
提供網路風險脆弱性評估，並支持郡選舉委員會；
規定各郡向州機構報告資料洩露事件

桌面演習將不對公眾開放，但每次活動前都將提供有限的新聞資訊。 欲了解更多
資訊，請聯繫紐約州選舉委員會公共資訊辦公室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約翰·
考林 (John Conklin) 或謝麗爾·考澤 (Cheryl Couser) (518) 474-1953 或
INFO@elections.ny.gov；或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克麗絲汀 ·戴維 (Kristin
Devoe)： Kristin.Devoe@dhses.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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