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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開放斥資 600 萬美元新建的綠湖州立公園 (GREEN LAKES STATE
PARK) 濱水環境教育中心

完善頂級旅遊目的地，補充『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經濟發展
藍圖
這次公私合作幫助振興公園湖濱區域，並鼓勵戶外休閒娛樂活動
長 12 英哩的伊利運河步道 (Erie Canalway Trail) 完成修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綠湖州立公園濱水區完成斥資 600 萬美元的修繕工
程，建造了一處全年開放的新環境教育中心。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遊覽量最大的這座州立公園是利用州長提出的紐約公園 2020 計畫 (NY Parks 2020)
建立的公私合作實現的，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計
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
「綠湖州立公園是紐約州中部地區的主要景點，吸引無數遊客前去體驗這座公園令
人驚歎的湖泊及其傑出的露營、徒步旅行、騎單車及高爾夫球運動，」 州長葛謨
表示。 「這些改進將加強年輕遊客接觸公園，並幫助確保這座公園今後仍是一處
熱門的旅遊景點。」
該項目把綠湖 上一處 20 世紀 40 年代建造的荒廢船塢改造成現代化設施，用來開
展公園活動並增加環境教育活動。古老的船塢建築材料被拆卸下來，在遠離水岸的
位置精心重建。面積達 1,100 平方英呎的新中心包括在建築物內建造的室內教室 /
多用途空間和洗手間，此外還有戶外教室、湖畔步道和獨木舟 /皮艇下水區、新租
船攤位和存放架。
「綠湖州立公園實施的這些修繕將帶動 旅遊業，並給居民和遊客提供更多教育機會
和休閒娛樂機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這座州立公園是
紐約州中部地區遊覽量最大的景點，吸引無數兒童和家庭前往享受它提供的一切美

好事物。這座濱水公園的這次改造將繼續吸引遊客，並帶動該地區和周邊地區實現
經濟增長。」
作為該項目的內容，紐約州立公園已完成改善公園生態系統，包括修復湖岸、把雨
水引流至人工濕地和生態濕地/生物滯留池盆地；升級電力系統；利用綠色元素改
造廢棄的西海灘 (West Beach) 泊車區。
中央地區州立公園委員會 (Central Regional State Parks Commission) 帶頭開展的公
私合作為該項目籌集了 100 萬美元的捐款和撥款，包括舉辦展覽活動用來展示這
座公園罕見的半對流湖的成因和原理；野生生物和獨特的棲息地、大型公園地形
圖；這座公園的人物和歷史；以及一座活動資訊亭，利用一塊交互式觸摸屏重點介
紹綠湖州立公園內的諸多活動。該中心將幫助在該公園內增強環境教育計畫，包括
葛謨州長近期設立了『聯通兒童與公園 (Connect Kids)』交通撥款計畫資助的學校
野外旅遊。
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此外，州立公園還完成了一個斥資 200 萬美元的項目，用來升級老伊利運河州立
歷史公園 (Old Erie Canal State Historic Park) 從綠湖州立公園到卡納斯托塔村
(Canastota) 長 12 英哩的荒廢路段。該項目給這條路的大部分路段鋪裝了新石屑路
面，還給希南戈鄉 (Chittenango) 從湖港路 (Lakeport Road) 東側至卡納瑟拉噶路
(Canaseraga Road) 的 1.6 英哩路段鋪設了瀝青路面。該項目推進了葛謨州長提出
的帝國州步道計畫，用於建造延伸到整個紐約州的 750 英哩長的單車人行道，從
水牛城 (Buffalo) 延伸至奧爾巴尼市 (Albany)，並從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延伸至
加拿大 (Canada)。帝國州步道計畫將完善現有的步道並加以擴建，例如老伊利運
河州立公園 (Old Erie Canal State Park)，從而貫通紐約州 750 英哩長的休閒步道。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專員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中
央地區州立公園委員會承諾使更多民眾接觸到綠湖州立公園。新中心將幫助遊客更
好地享受並理解大自然和戶外天地、鼓勵積極的生活方式，並與親朋好友共享歡樂
時光，與此同時幫助保護這座公園獨特的生態系統。」
中央地區州立公園委員會會長小考尼魯斯 B. 墨菲 (Cornelius B. Murphy, Jr.) 表
示，「感謝葛謨州長、哈威 (Harvey) 專員和中部地區 (Central Region) 理事喬安
妮·米切爾 (Joanne Mitchell) 發揮領導能力，並感謝紐約州中部地區社區慷慨支持
實現這個夢想。新環境教育中心將幫助確保所有孩子都能更好地理解大自然每天帶
給我們的奇跡。」
州參議員戴維 J. 維勒思科 (David J. Valesky) 表示， 「祝賀紐約州立公園完成這
兩個大型項目，這些項目將提升綠湖州立公園和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作為旅遊景

點的吸引力。對這些項目的大規模投資將吸引 遊客前往紐約州中部地區，並全面造
福於旅遊產業。」
眾議員比爾·馬格納瑞利 (Bill Magnarelli) 表示， 「從我還是個小男孩時起，綠湖
州立公園就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這片美麗的湖泊上游泳、划船、划獨木舟給
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會見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專員，並聽取錫拉丘茲市中
學 (Syracuse School) 校長傑米·艾利賽亞 (Jaime Alicea) 的看法後，預期的整修項
目顯然不僅將確保我們當代的青少年獲得益處，這些新整修的區域還將完善並提升
這些青少年的教育體驗。因此，當我收到請求時，願意幫助爭取撥款以確保這個項
目推進。」
眾議員阿爾·斯提匹 (Al Stirpe) 表示，「新建的綠湖州立公園環境教育中心將幫助
向學生和公園遊客介紹綠色圓湖 (Green and Round Lake) 的獨特生態和歷史。我知
道這類項目對紐約州中部地區的重要意義，因此，我確保取得所需的資金用來完成
該項目。感謝政府內的諸位夥伴以及所有奉獻時間和資金的人員建成這個現代化場
館。」
眾議院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主席兼眾議員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 「老伊利運河州立歷史公園新修繕的步道將供居民和遊客安全
地享受我們地區的自然美景。無論是騎單車、徒步旅行，或只是呼吸新鮮空氣，這
些歷史悠久的步道和綠湖州立公園都能滿足需求。感謝州長和諸位議員同僚快速高
效地實現這些令民眾期盼良久的修繕。 」
這些項目鞏固了這座公園早期斥資將近 1,100 萬美元的整修項目，包括整修高爾夫
球場會所 (Golf Course Clubhouse)、對松樹林營地 (Pine Woods Campground) 開展
現代化建設、重新設計公園入口、修復公園步道。
綠湖州立公園改造項目從屬於州長設立的『紐約公園 2020 計畫』，該計畫是多年
期承諾，2011 至 2020 年期間，為州立公園吸引了 9 億美元的公私資金。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
超過 56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
設包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
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
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紐
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
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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