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起了一項新宣傳活動，以促進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地區的旅遊
業

宣佈勞動節 (Labor Day) 期間在安大略湖、聖羅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和尼
亞加拉河下游流域 (Lower Niagara River) 免費釣魚 ，並在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
沿岸的州立公園提供 50% 的露營費優惠和車輛入場費優惠
新的電視廣告宣傳民眾到安大略湖和周圍景點旅遊，請從 此處查看廣告
改善孵化場和復原能力撥款將增加 1.21 億美元的區域經濟效益
進一步推進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 (Resil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 (REDI) Commission) 的使命，通過加強當地經濟建設，
在海岸線沿線建設更具韌性和更強大的當地社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啟動新宣傳活動，以促進安大略湖地區的旅遊業，
最近發生的洪水此前阻礙了沿岸社區的旅遊業。這項新計畫包括勞動節期間在安
大略湖、聖羅倫斯河和尼亞加拉河下游流域免費捕魚，以及減免 50% 的沿湖和沿
河的露營地費用和車輛入場費。新的電視廣告在多個鄰近的州播出，將在該地區
促進這一新宣傳活動和活動。州長還宣佈，本州將提供超過 500 萬美元資金，
用於對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鮭魚河魚類孵化場 (Salmon River Fish
Hatchery) 實施現代化改造。
「安大略湖和我們在紐約州北部地區的資產是首屈一指的，旅遊業正在蓬勃發
展，並且是重要的經濟引擎，但在該地區最近發生洪災後，我們必須把我們在這
裡擁有的一切資源傳播出去，」葛謨州長表示。「因此，我們發起了新的宣傳活
動來促進安大略湖附近的旅遊業，我們的觀點很簡單 :如果您正在尋找美妙的，負
擔得起的和適合家庭的假期,請看看北方的安大略湖。我們還在把家園重建得更
好、更強大，以便我們能夠抵禦這一新的洪水常態，這就是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
計畫委員會的全部內容。」
檢察長勒蒂夏·詹姆士 (Letitia James) 表示，「從迷人的景色，到原始的海灘，
到史詩般的山間遠足，到城市冒險，我們真的在紐約州擁有這一切。安大略湖是
我們最珍貴的自然奇觀之一。儘管該地區最近經歷了一些困難時期，但紐約民眾

的適應力很強。我們感謝葛謨州長承諾提供更多的州資源、鼓勵人們訪問該地
區，並幫助使其成為度假者和冒險家等人的熱門目的地。」
「在紐約州，我們很自豪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繼續被認定為是垂釣者的首選目
的地，為居民和遊客提供了豐富的娛樂活動，」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一新的宣傳活動將宣傳該地區的免費垂釣和露營 優惠，從而
吸引更多民眾並促進旅遊業。這項工作建立在我們採取行動的基礎上，以創建更
具韌性和更強大的社區，確保它們得到保護並在現在和未來有機會增長。」
葛謨州長最近成立了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這是由多個機構組成的特
別工作組，負責制定一項計畫，加強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沿岸的基礎設施建
設、提高復原能力，同時加強該地區的當地經濟。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委員
會給受安大略湖洪水影響的社區撥款 3 億美元資金。這項宣傳活動將提醒考慮前
往紐約州旅遊的遊客，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地區已開放營業，並且提供大量的
週末旅行機會或長假機會。
紐約州的大湖區 (Great Lakes) 代表著全世界最好的休閒垂釣機會，安大略湖、
聖羅倫斯河和千島群島 (Thousand Islands) 地區估計可從休閒垂釣活動中獲得
1.21 億美元的區域經濟效益。在過去的幾年裡，一些受歡迎的種類的魚的捕撈量
打破了紀錄，2019 年的捕撈季節再次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美麗的海岸線提供了絕佳
的機會。安大略湖以盛產鱒魚和鮭魚而聞名。在 2019 年的排名中， 《巴斯馬斯特
雜誌 (Bassmaster Magazine)》 首次將聖羅倫斯河列為美國釣鱸魚的首選地。儘管
湖泊水位預計仍將高於平均水準，但近代史已經證明，在這些水域捕魚仍將是一
流的，適合所有技能水準的人從岸上捕魚或乘船捕魚。對於那些想要參加導遊旅
行的人來說，許多釣魚租賃公司都提供租用服務。
在安大略湖，聖羅倫斯河和尼亞加拉 河下游流域免費釣魚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從 2019 年 8 月 2 日週五至 2019 年 9 月 2 日美國東部時間
(Eastern Standard Time, EST) 下午 5 點勞動節，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有史以來首次在安大略湖、聖羅倫斯河和尼亞
加拉河下游流域 (Lower Niagara River) 免查垂釣許可證和收取許可證費用。在此期
間，所有有關季節、捕魚量和規格限制的州規章制度仍然適用。除了 剩餘的
2019 年 9 月 28 日免費垂釣日 (Free Fishing Days)、美國漁獵日 (National Hunting
and Fishing Day)、11 月 11 日退伍軍人節 (Veterans Day)，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
的免費釣魚支持葛謨州長的紐約開放漁獵計畫 (NY Open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nitiative) 和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的這個新自由捕魚期。如需瞭解更多資訊，
請訪問 https://on.ny.gov/freefishing2019。
州立公園露營費及車輛入場費 50% 半價優惠
為鼓勵遊客探索紐約州立公園和歷史遺跡，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在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沿線

的 30 個州露營地、公園和船隻下水點對新營地預訂費用和車輛入口費用提供
50% 的優惠。宣傳活動涵蓋的州立公園設施包括：
•

•

安大略湖：煙囪斷崖 (Chimney Bluffs)，美港 (Fair Haven)；尼亞加拉堡 (Fort
Niagara)，四哩溪 (Four Mile Creek)；金山州立公園 (Golden Hill)；哈姆林海
灘 (Hamlin Beach)；湖畔沙灘 (Lakeside Beach)；墨西哥點 (Mexico Point) 船
舶下水點、橡樹園 (Oak Orchard)、沙島海灘 (Sandy Island Beach)、塞爾柯
克海岸州立公園 (Selkirk Shores)；索斯威克海灘州立公園 (Southwick
Beach)；威斯克海灘 (Westcott Beach)、威爾遜-塔斯卡洛拉州立公園
(Wilson-Tuscarora)，
聖羅倫斯河：伯納姆點 (Burnham Point)；獨木舟-野餐點 (Canoe-Picnic
Point)；雪松島 (Cedar Island)；杉點樂園 (Cedar Point)；高斯溪 (Coles
Creek)；德伍爾芙點州立公園 (Dewolf Point)；草點州立公園 (Grass Point)；
雅克卡蒂亞大橋 (Jacques Cartier)；基韋丁露營地 (Keewaydin)；克林點州立
公園 (Kring Point)；長點州立公園 (Long Point)；瑪麗島 (Mary Island)；羅伯
特•摩西公路 (Robert Moses)；岩島 (Rock Island)；沃特森角 (Waterson
Point)；威爾斯利島 (Wellesley Island)。

您可以從 https://newyorkstateparks.reserveamerica.com/ 在線預訂或撥打免費電話
1-800-456-CAMP 預訂露營地。
『我愛紐約 (I LOVE NY)』廣告宣傳活動
一個新的 30 秒的廣告突出展示了安大略湖和周圍區域的熱門活動和景點，並在目
標市場播出，包括紐約州、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和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這則廣告還在包含廣告和社交媒體推
廣活動在內的數字行銷活動中突出展示，與 iloveny.com 上的旅遊相關內容形成了
互補，比如 48 小時的行程 ，包括推薦的安大略湖地區完美週末旅行目的地。
該廣告展示適合家庭遊玩的景點，例如索斯威克海灘州立公園的海岸、金山州立
公園的三十英哩燈塔 (Thirty Mile Lighthouse)，以及塞爾柯克海岸州立公園的露營
地。該廣告展示揚斯敦市 (Youngstown) 老尼亞加拉堡 (Old Fort Niagara) 來紀念該
地區的歷史意義，這是最古老的被持續佔據的軍事遺址，同時通過在奧斯威戈郡
H. 李·懷特海事博物館 (H. Lee White Maritime Museum) 和安大略湖風景如畫的世界
級釣魚場所來表達對該地區航海遺產的敬意。
改進孵化場
葛謨州長還宣佈投資 525 萬美元，對奧斯維戈郡阿爾特瑪律村 (Altmar) 鮭魚河魚
類孵化場進行現代化改造，以進一步提高安大略湖的捕魚體驗。這筆資金將支援
發展尖端技術，以節約和再利用水資源，從而提高魚類產量。養魚是一項耗水的
工作，目前孵化場每分鐘使用 1 萬加侖水。這些改進將使該設施既能節省資金，
又能養更多的魚。

大湖區撥款
作為葛謨州長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計畫的內容，為了進一步投資於復
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紐約州海洋基金 (New York Sea
Grant) 今天宣佈，將向該地區的社區項目提供總額近 7.5 萬美元的撥款。大湖區
盆地小額撥款計畫 (Great Lakes Basin Small Grants Program) 的獲撥款方將改善整
個大湖區流域的社區、生態和經濟復原能力。資金來源於州環境保護基金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海洋和大湖區生態系統保護計畫 (Great Lakes
Ecosystem Conservation Program)，並支持把生態系統管理應用於複雜環境問題，
從而維護、保護和增強大湖區不可替代的自然資源。獲撥款方包括：
•

•

•

圣勞倫斯郡商會 (St. Lawrence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 24,999 美
元：圣勞倫斯湖旅遊目的地總體規劃。這個項目旨在創建市際計畫以加強
和保障資金生態旅遊和休閒機會，例如使全年娛樂活動增加利用當地水道
和土地資源，並沿著步道和觀景點發展自然和歷史解說機會，從而推動旅
遊相關區域經濟增長。
雪城大學環境金融中心 (Environmental Finance Center at Syracuse University)
- 24,999 美元：從策劃到實施：塑造桑迪克裡克鎮 (Town of Sandy Creek) 的
能力。本項目為地方政府提供有針對性的援助，在現有規劃範圍內實施以
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管理，並為北沙塘 (North Sandy Pond) 流域和南沙塘
(South Sandy Pond) 流域制定規劃戰略。
索德斯波因特鄉 (Village of Sodus Point) - 24,999 美元：把南安大略街 (South
Ontario Street) 獨木舟和皮艇下水點建設成為大索都斯灣 (Great Sodus Bay)
生態旅遊目的地。該項目通過無障礙的非機動艇下水點和通往索都斯灣
(Sodus Bay) 劃槳步道的通道，提高了濱水通道的可達性。場地工作包括綠
色基礎設施元素，並保留了海灣沿岸自然存在的河岸區域。社區合作者包
括索都斯點街區協會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of Sodus Point) 和拯救索都
斯灣機構 (Save Our Sodus)。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從第一天開始，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沿岸
的社區就向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成員明確表示，讓遊客知道這些社區
開放經營，這對他們所在地區的經濟至關重要，我們正在努力實現這一點。」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安大略湖和聖羅倫
斯河包括了許多在本州可以找到的最美麗、歷史最悠久、最有趣的景點。該地區
世界級的漁業目的地尤其如此，那裡有世界上最好的釣魚運動員。新的旅遊宣傳
計畫、鮭魚河魚類孵化場投資、復原能力資金以及葛謨州長今天公佈的今夏無證
免費捕魚計畫，這些措施將幫助更多的紐約民眾了解我們北部海岸的寶貴資源，
並吸引更多的遊客來欣賞等待著他們的諸多精彩機遇。」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安大略湖地區仍然有很多
很棒的露營地，其中很多都以湖邊景色為特色。我鼓勵戶外探險者利用這個機會
參觀紐約州令人歎為觀止的景色。」
紐約州旅遊廳 (Tourism) 執行主任羅斯 D. 萊維 (Ross D. Levi) 表示，「從島嶼城
堡和淡水海灘到噴氣艇旅遊和世界一流的博物館，安大略湖和聖羅倫斯河周圍有
無數的景點，隨時準備給遊客提供終生難忘的假期。無論是划船、釣魚還是欣賞
文化景點，家庭都可以在今年夏季到該地區進行一次難忘的旅行，找到他們喜歡
的事物。」
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安大略湖是我們沿湖社區經濟增長所需
的重要資源。今天是利用安大略湖提供的一切資源的重要一步，包括不可思議的
垂釣活動。我感謝葛謨州長對安大略湖做出的堅定承諾，並期待著與他合作，
在未來加強我們的經濟。」
眾議員威爾·巴克利 (Will Barclay) 表示，「通過採取措施促進旅遊業和促進安大
略湖旅遊，紐約州正在確保安大略湖社區將開放運營。我感謝葛謨州長髮起的這
項新宣傳活動，它肯定會改變我們地區的遊戲規則。」
奧斯威戈市 (Oswego) 市長比利·巴羅 (Billy Barlow) 表示，「作為奧斯威戈市市
長，我親身體會到安大略湖對我們經濟產生的影響，以及利用其資產促進旅遊業
的重要意義。由於葛謨州長，這項新宣傳活動將確保本市和地區在未來幾十年的
經濟繁榮。我感謝葛謨州長為確保安大略湖沿岸社區的經濟增長所作的努力，
並感謝他成為我們地區真正的朋友和盟友。」
紐約州海洋基金主任凱薩琳 E. 邦汀-豪沃思 (Katherine E. Bunting-Howarth)
表示，「紐約州海洋基金很高興與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合作，協助紐約州大湖區流
域社區識別和利用機會來應用基於生態系統的實踐方法，從而建立海 岸線復原能
力，並改善水生棲息地以及海濱旅遊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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