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獲得逾  3,900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以在紐約州抗擊恐怖主義   

 

這筆資金加強了正在進行的反恐努力，維護交通係統和港口的安全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獲得逾  3,900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以支持

本州境內的反恐工作。這筆資金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發放，加強了聯邦、州政府和當地政府執法機構之間的重要

努力，保護交通基礎設施不受恐怖主義襲擊。  

  

「獲取這筆補助金後，我們將繼續加強努力，確保在紐約生活、工作和遊覽的民

眾的安全，」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將繼續投資於各類反恐計畫，為參與本州安

保工作的紐約民眾提供最先進的設備，夯實我們的基礎設施，保衛紐約不會陷入

企圖危害我方的人員所造成的危害。」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HSES) 署長羅傑  L. 帕裡諾先生  (Roger L. Parrino, Sr.) 表示，「重要

的是，我們要確保紐約州擁有各類資源來應對邊境、水道和交通樞紐所面臨的各

類挑戰。這筆資金是至關重要的，這將提供資源來加強努力，應對我們所面臨的

恐怖主義挑戰，確保居民的安全。」   

 

逾  2,090 萬美元用於保護交通係統   

 

紐約州大都會運輸署  (New York Stat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NYS 

MTA) 獲得超過 2,090 萬美元，用於直接支持交通基礎設施安保活動，特別是應對

恐怖主義襲擊。這筆補助金從屬於聯邦政府的「交通安全補助計畫  (Transit 

Security Grant Program)」，將被用於加強基礎設施、規劃、培訓和演習活動。  

  

1,810 萬美元用於保護和維護港口安全   

  



針對需要提供港口安保服務的港務管理機構、設施運營商、州政府和本地政府機

構，這筆具有競爭力的撥款則將用於支援基礎設施安保活動和設施安保計劃。  

這筆資金將支援：擴大港口風險管理；加強管轄意識；提供培訓和演習；擴大港

口恢復和天氣適應能力；針對臨時爆炸裝置和其他非常規武器的襲擊加強防禦、

探測、響應和恢復的能力。  

  

本輪補助金領取方如下：  

  

港口區域   撥款領取方：   
2017 財年

撥款   

長島海灣 (Long 

Island Sound)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565,000 美

元  

長島海灣 (Long 

Island Sound)  
史密斯頓鎮  (Town of Smithtown)  

282,312 美

元  

紐約 (New York，NY) 

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NJ)  

HNY 霍恩布洛爾船務有限責任公

司 (HNY (Hornblower) Ferry, LLC)  
24,375 美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州拿騷郡  (Nassau County, 

NY)  
64,650 美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市交通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643,450 美

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市消防局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5,246,364 

美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10,834,038 

美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5,000 美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紐約州軍務海事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138,750 美

元  

紐約和新澤西州   

  

美國港口集團  (Ports America, 

Inc.) 

  

343,125 美

元  

  

總計     

18,167,064 

美元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爾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隨著因受伊拉克

和沙姆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 的影響所出現的襲擊活動

在全球各地頻繁增多，像紐約市這樣的恐怖襲擊重點目標必須採取積極態度，  

獲得充分保護。聯邦安保補助金是我們能夠有效準備和防範恐怖主義威脅的重要

基石，使得本地執法人員能夠盡其所能維護紐約民眾的安全。我一直以來都極力

支持給予紐約市反恐補助金，我將盡我所能繼續爭取這類補助金，確保紐約獲得

保護。」  

  

參議員柯爾斯頓  E. 吉力布朗德  (Kirsten E. Gillibrand) 表示，「今天，我們悼念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逝去的人們，紀念我們的應急先遣隊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

概，我們必須繼續維護紐約的各大港口和交通係統，隨時準備應對恐怖主義。  

這筆資金十分關鍵，有利於支持聯邦、州政府和本地執法人員繼續執行重要工

作，防止恐怖主義威脅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保護紐約民眾不受傷害。」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9·11』恐怖襲擊事件提醒我

們對應急先遣隊進行投資的重要性，此舉將確保類似悲劇不會再度發生。因此，

作為撥款委員會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的資深成員，我一直以來都極力支持

為這類反恐工作提供大筆資金。有了這筆聯邦補助金，紐約民眾將自信本州擁有

所需資源來保護交通係統和入境港口。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給予這一問題應有的

關注和重視。」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9·11』恐怖襲擊事件從

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紐約人和美國人——對恐怖主義和本市、本州和本國所面

臨的安全風險的看法。主要風險領域之一就是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我也長期呼

籲人們要加大對易受襲擊的各大港口的關注。我們將永遠銘記『9·11』恐怖襲擊

事件中喪生和犧牲的數以千計的民眾，我讚賞葛謨州長積極爭取這筆聯邦補助

金，從爾加強紐約的反恐工作。」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作為一座隨時保持警

惕的城市，紐約急需這筆撥款來保護人民安全。這筆撥款尤為關鍵，這將確保我

們的應急先遣隊能夠做好準備，應對本市面臨的一切威脅。紐約最優秀的隊伍應

當獲得這類支持，我很高興地看到我們能夠爭取到這筆聯邦補助金，支持反恐計

畫和應急籌備計畫。」   

  

國會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今天，我們銘記

『9·11』恐怖襲擊事件所帶來的浩劫，悼念逝者，我很驕傲能與葛謨州長一起宣

佈獲得 3,900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用以在全州境內抗擊恐怖主義。這筆資金將維

護我們的交通樞紐的安全，改善我方的探測、防禦和響應的能力。全體紐約民眾

的安全和安保必須作為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對日益猖獗的全球恐怖主義威

脅，這筆資金是及時且關鍵的。」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我們的工作要務在於維護紐約民眾的

安全，這筆聯邦補助金對於我們持續推行反恐行動至關重要。交通網絡是本市的

命脈，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確保各大機構獲得所需資源，保護和夯實這些基礎設

施。」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先生，「保護街坊鄰里不

受恐怖主義的襲擊需要我們保持警惕和做出堅定承諾，我要衷心感謝州長努力確

保我們社區的安全。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例如：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

North)——屬於恐怖襲擊目標，我們必須採取積極措施維護其安全。」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是本市的命脈，許多紐約民眾都將地鐵作為他們的唯一交通方式。因爾，

確保民眾們在其所愛的城市內暢通無阻、維護所有人的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我讚賞葛謨州長投資  2,090 萬美元用於維護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  1,810  

萬美元用於保護我們的港口不受恐怖襲擊。紐約民眾將注意到我們的實體空間和

民眾都將得到保護，因爾可以在通勤期間無所畏懼。」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主席喬·羅塔  (Joe Lhota) 表示，「葛謨州長表現出來了

卓越的領導能力，幫助  MTA 爭取近 2,100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以確保紐約民眾的

安全。毋庸置疑：這筆撥款將支援我們持續進行的反恐工作，我讚賞聯邦合作夥

伴幫助我們爭取到這筆重要撥款。確保我們客戶的人身安全是  MTA 一切工作的核

心內容；持續支援反恐培訓將幫助確保  MTA 繼續充當整個地區的經濟脊梁。」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簡介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HSES) 及其四個辦公室——應急管理、火災防控、交互

應急通信和反恐行動——為相關工作提供指導、協調以及支持，用於對恐怖行動

及其他人為和自然災害、威脅、火災及其他突發事件進行防禦、抵禦、準備、  

響應及復原。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DHSES 的 Facebook 頁面，在 Twitter 

上關注：@NYSDHSES，在 Instagram 上關注：NYSDHSES，或造訪：

www.dhse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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