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給阿迪朗達克公園 (ADIRONDACK PARK) 和卡茨基爾公園
(CATSKILL PARK) 內的社區撥發超過 135 萬美元的理性增長 (SMART GROWTH)
資金

這筆撥款用於支持文化便利設施、休閒娛樂活動和經濟增長，使之與紐約州公園
的環境保護工作保持一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給哈得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的 6 個社
區和組織以及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的 18 個社區和組織撥發超過 135
萬美元的理性增長資金。資金已發放給了多個自治市和非營利組織，這些自治市
和組織答復了今年年初公佈的《申請書 (Request for Applications)》。卡茨基爾公
園和阿迪朗達克公園內的項目因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擴
大規模而獲得撥款。
「卡茨基爾公園和阿迪朗達克公園是紐約州的兩處頂級全年景點，提供無與倫比
的戶外休閒娛樂和令人歎為觀止的自然美景，供居民和遊客享受，」 州長葛謨表
示。 「最新一輪的理性增長撥款為這些社區提供需要的資源，供其完成新的理性
可持續性項目用來在今後幾十年吸引更多遊客，從而鞏固六年的旅遊業增長和經
濟增長。」
理性增長撥款旨在幫助確立地方帶頭開展的優先工作以實現社區發展、利用周圍
的自然區域供公眾享受，並在卡茨基爾公園和阿迪朗達克公園合作實施計畫。已
發放下列撥款：
阿迪朗達克公園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7.5 萬美元：拆除前瓊斯 & 勞克
林鋼鐵公司 (Jones & Laughlin (J&L) Steel) 建築
莫利亞鎮 (Moriah) - 7.5 萬美元：改造亨利堡村 (Port Henry) 濱水區
克朗波音特鎮 (Crown Point) - 7.5 萬美元：升級戰鬥輕舟蒸餾酒廠
(War Canoe Spirits Distillery) 供水設施
























沃倫郡 (Warren County) - 67,936 美元：宣傳第一荒野遺址走廊項目
(First Wilderness Heritage Corridor Projects)，重點關注文化便利設
施：
提康德羅加堡協會 (Fort Ticonderoga Association) - 2.5 萬美元：結
構改造；維修提康德羅加堡 (Fort Ticonderoga) 石質路面
布魯西德工作室有限公司 (BluSeed Studios, Inc.) - 39,010 美元：布
魯西德工作室有限公司的新外觀：完善薩拉納克湖 (Saranac Lake) 鄉
村旅遊走廊 (Village Travel Corridor) 沿線的建築和場地
阿迪朗達克民眾學校有限公司 (Adirondack Folk School, Inc.) - 1.87
萬美元：利用視訊宣傳『探索紐約州呂澤爾恩鎮阿迪朗達克民眾學
校！(Discover the Adirondack Folk School in Lake Luzerne, NY!)』
阿迪朗達克撒加摩爾研究所 (Sagamore Institute of the Adirondacks)
- 67,620 美元：大撒加摩爾露營地遊客解說與教育項目 (Great Camp
Sagamore Visitor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Project)
漢密爾頓縣 (Hamilton County) - 6 萬美元：阿迪朗達克單車運動戰略
(Adirondack Cycling Strategy) 第一階段，發展大南部森林 (Great
South Woods) 的單車旅遊經濟
喬治湖土地保護組織 (Lake George Land Conservancy) - 4 萬美元：
重建皮洛特諾布步道 (Pilot Knob Trail)
卡羅加鎮 (Caroga) - 6,000 美元：惠勒維勒步道系統概念計畫
(Wheelerville Trails System Conceptual Plan)
威爾斯博勒鎮 (Willsboro) - 7.5 萬美元：佛羅倫薩哈撒韋娛樂公園
(Florence Hathaway Recreation Park)
強斯堡鎮 (Johnsburg) - 73,981 美元：斯奇保公園 (Ski Bowl Park)
- 改造小高爾山步道 (Little Gore Summit Trail) 和海灘
薩拉納克湖鄉 (Saranac Lake) - 7.5 萬美元：薩拉納克湖鄉南大門多
用途步道 (Saranac Lake Southern Gateway Multi-Use Trail)
塔珀湖鎮 (Tupper Lake) - 7.5 萬美元：塔珀湖鎮鐵路 & 鐵路 - 步道
方便度規劃與改進 (Tupper Lake Rail & Rail-Trail)
印第安湖鎮 (Indian Lake) - 7.35 萬美元：埃塞克斯謝安湖與雪松河徑
流村河道設施 (Essex Chain Lakes and Cedar River Flow Hamlet
Gateway Facilities)
諾斯韋鄉 (Northville) - 4.2 萬美元：升級諾斯韋鄉區劃
奧特湖消防有限公司 (Otter Lake Fire Company Inc.) - 19,210 美元：
奧特湖消防有限公司福利斯特波特鎮老年公寓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for Senior Citizen Apartments in Forestport)

卡茨基爾公園











山頂植物園 (Mountain Top Arboretum) - 6 萬美元：坦納什維爾鄉
(Tannersville) 山頂植物園宣傳中心大樓項目 (Education Center
Building Project)
尚代肯戲劇協會有限公司 (Shandaken Theatrical Society, Inc.) 50,210 美元：尚代肯戲劇協會，菲尼西亞村 (Phoenicia) 劇院整修 透過劇院推動社區發展
亨特鎮 (Hunter) - 7.5 萬美元：亨特鎮步道計畫 (Town of Hunter Trails
Initiative)
艾斯蘭鎮 (Ashland) - 7.5 萬美元：艾斯蘭鎮公園 (Ashland Town Park)
八角亭
尚代肯鎮 (Shandaken) 和九個相鄰的地方政府 - 74,734 美元：卡茨
基爾公園景觀道鋪設項目 (Catskill Park Scenic Byways Implementation
Project)
洛克蘭鎮 (Rockland) - 3.5 萬美元：洛克蘭鎮全鎮綜合規劃 (Town of
Rockland Townwide Comprehensive Plan)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賽
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 「在安德魯·葛謨州長的領導下，這些撥款幫助阿迪
朗達克公園和卡茨基爾公園內的社區開發理性增長項目、行動和戰略 ，並加以執
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理性增長執行撥款計畫 (Smart Growth Implementation
Grants Program) 推動增長，這些增長認可經濟建設、建成環境與保護不可替代 的
自然資源以及健康社區的相互關聯。」
眾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環境保護與休閒娛樂活動的
關係非常重要。這些理性增長撥款將幫助社區籌集項目資金 ，這些項目將使民眾
以可持續並且有意義的方式接觸大自然。諸如此類由地方帶頭開展的計畫將持續
豐富卡茨基爾公園和阿迪朗達克公園內社區的自然美景 ，並改善居民和遊客的生
活質量。」
最新一輪撥款延續了紐約州的承諾，即由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州務廳 (Department
of State) 以及阿迪朗達克公園局 (Adirondack Park Agency) 合作，共同支持州立公
園內社區的可持續經濟活動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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