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USCA)  

宣佈各州正按計畫逐步達成或超越《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CLIMATE AGREEMENT)》設立的目標   

  

北卡羅來納州  (North Carolina) 加入氣候聯盟，該聯盟的會員數量由此包括  14  

個州以及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該聯盟代表著美國  41% 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和  1.17 億美國人，堪稱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獨立報告顯示，氣候聯盟州的經濟增速高於非聯盟州，  

這表明抗擊氣候變化和創造就業是相互關聯的   

  

報告請見此處，執行摘要請見此處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的宏偉擴張計畫，  

用於發展可持續基礎設施融資並抗擊氣候變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美國氣候聯盟成員正共同逐步達成《巴黎氣候協定》

規定的美國承諾份額並有望超越該份額，該聯盟的規模持續擴大，由  14 個州和波

多黎各構成，這些成員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本公告公佈前，發佈的一份獨立

報告顯示，美國氣候聯盟州正逐步按計畫在  2025 年前按照  2005 年的水平減少  

24 - 29%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而達成其對《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的貢獻。  

  

葛謨州長、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傑瑞·布朗 (Jerry Brown) 州長、華盛頓州  

(Washington) 傑伊·英斯利  (Jay Inslee) 州長、美國前國務卿約翰·科里 (John Kerry) 

作為美國氣候聯盟聯合主席在紐約州氣候週  (Climate Week) 新聞發佈會上發言，  

強調各州透過哪些途徑填補聯邦政府造成的氣候行動空白。各位州長還宣佈北卡羅

來納州成為美國氣候聯盟的新成員，該聯盟的成員數量由此增至  15 個，代表著美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936b0bde4fcb5371d7ebe4c/t/59bc4959bebafb2c44067922/1505511771219/USCA_Climate_Report-V2A-Online-RGB.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936b0bde4fcb5371d7ebe4c/t/59bc4949914e6b6f10ffe219/1505511753953/USCA_Exec-Summary-V2-Online-RGB.PDF
https://www.usclimatealliance.org/


 

 

國人口的 36% 和 7.6 萬億的國內生產總值，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41%，堪稱世

界第三大經濟體。  

  

「聯邦政府背棄其氣候變化責任，但諸位州長沒有資格否認科學事實，各州現在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採取共同的合理行動，」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今天發

揚領導傳統，提高全球抗擊氣候變化的標準。我們身為美國氣候聯盟的共同主席，

承諾履行《巴黎氣候協定》規定我們各自完成的工作，並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和全體

美國民眾保障更加環保的未來。」  

  

「葛謨州長、布朗  (Brown) 州長、英斯利  (Inslee) 州長及其他加入兩黨聯立美國氣

候聯盟的州長了解抵制氣候變化涉及的利害關係，」美國前國務卿約翰·科里  

(John Kerry) 表示。「這些州長帶頭解決聯邦政府未能解決的氣候問題，與商界以

及地方政府內的夥伴共同保證美國逐日取得進展。我們今天向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

的領導者保證，美國將不會背棄全球社會或把子孫後代置於風險之中。」  

  

為了加快取得進展並推動更多重要的氣候投資，葛謨州長今天還公佈了紐約綠色銀

行的宏偉擴張計畫。紐約綠色銀行成功投資  4 億美元給 21 個項目並且正在籌備多

項可靠的交易，在此基礎上，該行今天承諾與私人部門合作籌集新資金、協助其他

州設立新的環保銀行辦事處、幫助這些新環保銀行提供後端服務，包括盡職調查、

證券包銷以及基本技術支持。  

  

紐約綠色銀行還將透過這次擴張更好地吸收公共資金，並擴大其對美國其他各州清

潔能源項目的項目建設範圍。紐約綠色銀行屬於本州  10 年期、50 億美元的清潔

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該基金助推清潔技術創新並利用紐約州的清潔能源

私人投資。清潔能源基金在紐約綠色銀行以外也取得了成功，包括其『紐約 -太陽

能  (NY-Sun)』計畫，該計畫在五年時間內幫助太陽能裝置部署數量增長了  800%。  

  

兩黨聯立美國氣候聯盟於今年六月成立，旨在應對特朗普  (Trump) 總統宣佈美國退

出《巴黎氣候協定》。今天的公告標誌著美國氣候聯盟首次確立減排量化目標。報

告的主要結論包括：  

  

  美國氣候聯盟州正逐步達成目標，即截至  2025 年按照 2005 年的水平

減少  24 - 29%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而達成其對《巴黎氣候協定》  

設立目標的貢獻。  

  2005 至  2015 年，各聯盟州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  15%，相比之

下，美國其他各州減少  10%。  

  同期，各聯盟州的經濟總產出增長了  14%，而美國其他州增長了  

12%。按人均計算，各聯盟州的經濟產出與美國其他各州相比擴增兩

倍以上，這表明氣候行動和經濟增長相互關聯。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936b0bde4fcb5371d7ebe4c/t/59bc4959bebafb2c44067922/1505511771219/USCA_Climate_Report-V2A-Online-RGB.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936b0bde4fcb5371d7ebe4c/t/59bc4959bebafb2c44067922/1505511771219/USCA_Climate_Report-V2A-Online-RGB.PDF


 

 

  報告概述了美國氣候聯盟州將重點對哪些地區聯合開展工作，包括增

加清潔能源金融工具、對能源部門開展現代化建設、設計節能建築、

開發環保交通系統、建造具有氣候適應力的基礎設施、保護自然資

源。 

  

美國氣候聯盟比第  23 屆締約國會議  (COP23) 提前兩個月發佈進度報告，世界各

國領袖將在德國出席這次會議，各國將在會議上進一步詳細討論各項計畫，從而達

成《巴黎氣候協定》設立的目標。特朗普  (Trump) 總統退出氣候協定，但世界各國

重申其承諾繼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入美國氣候聯盟的各位州長計劃出席今年

秋季召開的第  23 屆締約國會議，在會議上報告氣候進度，並詳細闡述後續計畫和

其他解決方案，用於集結資源並對抗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威脅。  

  

美國氣候聯盟鞏固近期的其他進步措施，例如美國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ern) 和大

西洋中部地區  (Mid-Atlantic) 的九個州承諾今後二十年透過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計畫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 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30%。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今天發佈的公告體現了葛謨州長持續帶頭解決氣候問題，設立美國氣候

聯盟並敦促紐約綠色銀行繼續推進可持續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的融資方案。美國氣

候聯盟表明減排和經濟增長可以同時發生，紐約綠色銀行在這方面集中開展工作籌

集新資金，這將為市場帶來更大的信心，從而為全體民眾降低成本，並擴張紐約州

的清潔能源經濟。」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廳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葛謨州長減少排放量並提高社區適應力，從而

帶領全國解決我們當代堪稱最嚴峻的環境問題，而聯邦政府卻選擇背棄責任。紐約

州在全州範圍內努力增加利用可再生能源並提高能源效率，並支持各地社區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量，從而設法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紐約州和

美國氣候聯盟內的各個夥伴州正在採取行動，並收穫氣候行動帶來的經濟效益。」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今天發佈的公告表明葛謨州長承諾採取氣候行動，用於促進經濟發展並為全體紐

約民眾帶來清潔能源效益。紐約綠色銀行是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分支機構，

該行自設立以來做出重要成績，我們很激動邁出這個雄心勃勃的下一步。」  

 

「紐約綠色銀行」總裁阿爾弗萊德 ·葛里芬  (Alfred Griffin) 表示，「我們很高興葛

謨州長今天公佈我們的第三方籌資計畫。過去幾個月以來，我們開展了市場調查和

評估，私人部門資本提供商對多個清潔能源項目和可持續基礎設施項目表現出巨大

的興趣，這令我們感到歡欣鼓舞。  我們具備獨一無二的優勢，用於為機構投資者

提供所需的規模用來帶動更多資本進入市場。」  



 

 

  

紐約州的氣候領先地位   

  

美國氣候聯盟：  共同創立兩黨聯立美國氣候聯盟，用於實現《巴黎氣候協定》  

關於州層面氣候變化設立的減排目標。  美國氣候聯盟目前創造美國將近  7.6 萬億

的國內生產總值，堪稱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溫室氣體減排：  設立遠大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截至  203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至  1990 年水平的 40% 以下，截至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至  1990 年水平

的  80% 以下。這些目標讓紐約州在抗擊氣候變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  率先在東北部

州和大西洋中部州之間設立成功的區域溫室氣體倡議限額交易計畫、2014 年帶頭

把區域溫室氣體倡議設立的碳排放量配額減少  45%，近期呼籲在 2020 至  2030 年

期間把配額再次減少至少  30%。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  制定全面能源戰略，  

用於實現關於清潔、有彈性且價格適中的能源系統的願景，並積極刺激能源創新、

吸引新就業並完善消費者選擇。  

 

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制定了本州歷史上最全面並且最遠大的

清潔能源命令，規定截至 2030 年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製造紐約州  50% 

的電力。 

  

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設立  50 億美元的基金助推啟動清潔技術創

新、調動私人投資、充分利用美國最大規模的綠色銀行  (Green Bank)、並幫助取消

市場壁壘來讓清潔能源對紐約州全體民眾而言變得可伸縮且可負擔。  

  

零煤紐約：  承諾截至  2020 年關閉紐約州境內所有燃煤發電廠，或對其改用更加

清潔的燃料源。  

 

離岸風：  2017 年批准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海岸建設美國頂級規模的離岸風能

項目，並空前承諾截至  2030 年開發高達  2.4 千兆瓦的海上風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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