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和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的  20 個項目斥資  4,900 萬美元，用於推動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  (RESIL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 REDI)》   

  

 經專業評估和評審後選出由社區確定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   

  

沿岸社區總計分到  3 億美元，包括用於區域清淤的  1,500 萬美元，撥款給私營企

業的  3,000 萬美元，以及為協助房屋業主提供的  2,000 萬美元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本州為尼亞加拉郡和奧爾良郡撥款  4,900 萬美元以推

動 20 個項目的開展，這是安大略湖《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第一輪撥款內容

的一部分。葛謨州長於  5 月開展《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旨在加強沿岸社

區的復原能力和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今天的公告象征著《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

計畫》的重要里程碑。這些項目由社區確定，州政府部門專家也對其進行了評估，

旨在解決目前和長期的復原能力需求，促進經濟發展，保護重要的基礎設施，融合

環保、自然或以自然為基礎的內容，並持續重建和改善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 沿岸的社區。   

 

「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沿岸近期遭到水位創歷史新高的挑戰要求作出有創新性的

迅速回應。今天我宣佈尼亞加拉郡和奧爾良郡開展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

項目將為社區和企業創造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葛謨州長表示。「我指示 11 

個州政府部門利用其專業知識對一系列為社區開展的舉措進行評估，從而能持續性

地保護和改善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棲息地和當地經濟發展。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專家和利益相關者共同為這些郡制定出  20 個項目，旨在幫助該地區重獲復原能

力和經濟活力。」   

  

「近年來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沿岸的社區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是我們要採取

積極措施幫助地方政府、企業和房屋業主的原因，從而為他們提供支持以提高復原

能力和解決洪水造成的影響，」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為尼

亞加拉郡和奧爾良郡的項目發放的這筆專項資金將滿足基礎設施需求，從而保障長

期可持續性。這些重要工作將有助於對抗極端天氣狀況造成的破壞、鞏固經濟發展

和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ormation-lake-ontario-redi-commission


 

 

  

自 2017 年水位創新高以來，紐約州已投入超過  1 億美元來重建安大略湖沿岸的諸

社區，但這些社區今年卻再次遭遇創紀錄高水位和洪災。   

  

《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開展的  5 個地區包括 8 個郡（尼亞加拉和奧爾良、

門羅 (Monroe)、韋恩 (Wayne)、卡尤加 (Cayuga)、奧斯維戈 (Oswego) 和聖勞倫

斯），設立這些地區是為了確認當地工作重心、高危基礎設施和其他資產，以及公

共安全隱患。《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為使  8 個郡獲益從而撥款  2,000 

萬美元用於協助房屋業主，撥款  3,000 萬美元用於提高企業復原能力，撥款  1,500 

萬美元用於開展區域清淤工作。剩餘資金  2.35 億美元將撥款給需要推動和效仿

《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使命的當地和區域項目。   

 

為確定項目內容，《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在三個月內聯合數百名當地居民為

利益相關者和社區組織了  25 場會議與研討會，召開了超過  15 場規劃委員會會

議，並指示紐約州政府和工程專家為社區制定的  500 多項計畫進行了數千小時的

評估。這些項目涵蓋一系列高危資產，包括沿岸穩定性、公共衛生和安全、重要的

水源和廢水基礎設施、碼頭和海港、土地流失 /價值以及其他工作重心，其中重點

關注自然或以自然為基礎的內容和環保基礎設施。   

  

每個項目都會在做出任何最終決定前進行多轄區許可審查和與環境相關的審查。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為建立復原能

力、降低資產未來受損的風險和減小棲息地受到的影響，已在進行沿岸設計和開展

開發項目時遵照了一般準則。這些準則包括技術數據、監管準則、最佳舉措，以及

五大湖 (Great Lakes) 和聖勞倫斯河活力沿岸的發展資源。這一全面的技術和准許

資訊有助於加速獲准程序，該資訊可在《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準則網頁上查

看。  

  

為進一步解決高水位帶來的挑戰，葛謨州長除今天宣佈的針對郡開展的項目外，還

宣佈了一項斥資  1,500 萬美元為 8 個郡開展的區域清淤工作，旨在為安大略湖和

聖勞倫斯河持續維護航道的安全。這些航道對於保障休閒和商用船隻的活力來說非

常重要，其每年開展的經濟活動能創造數百萬美元，並支持著該地區  1,000 多個崗

位。  

  

這項工作將為至少  17 個海港航道開展所需的清淤維護工作，這些航道最初作休閒

遊船之用。清淤沉積物可再循環作恢復生態系統或開展侵蝕管理項目之用，還對棲

息地、水質和海灘養護具有好處。   

  

20 個項目的完整清單請見此處。《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重點項目及預估開

銷包括：  

  

https://on.ny.gov/rediguidance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REDI_Project_Profiles_NO_20191010.pdf


 

 

  

•  努凡镇 (Town of Newfane) 的《奧爾科特港項目  (Olcott Harbor Project)》耗資 

1,570.7 萬美元，該項目建造的步道將環繞著海港下游地區。為保障公眾的

健康和安全，沿岸固定設施為重要的下水道基礎設施、奧爾科特和努凡村落

提供了防洪保護。  這一項目透過改進美學設計和水濱通道為經濟發展提供

了支持。建立復原能力的舉措包括加強沿岸治理，東港  (East Harbor) 和西港 

(West Harbor) 實施的兩項舉措將共同保護  6 號泵站 (Pump Station #6)、企

業、建築和海港東側的居民，也對福利整個地區的下水道基礎設施提供了保

護。除開展沿岸保護措施以外，這一項目也將對現有的泵站開展改造工作，

從而緩解侵蝕和高水位造成的其他損害。這一項目還可能會增高聯邦碼頭  

(Federal Pier) 東側，以此來保護海港入口。   

•  威爾遜鎮 (Town of Wilson) 的《日落島西側障礙壩項目  (Sunset Island West 

Barrier Bar Project)》耗資 336.2 萬美元，該項目內容有為保護土地而鋪路和

墊高路面或加固通道，這將為通道和水域之間提供沿岸保護。   

•  波特鎮 (Town of Porter) 的《揚斯敦鄉水濱項目  (Village of Youngstown 

Waterfront Project)》耗資 210.3 萬美元，該項目將為水濱提供幫助，從而支

持經濟發展、休閒和旅遊業的發展。該項目將加強沿岸的加固措施，並增加

浮動船塢和防波堤，以此減少影響船隻活動的風浪和沿岸侵蝕現象。   

•  努凡鎮的《奧爾科特海灘護坡道項目  (Olcott Beach Berm Project)》耗資 

181.4 萬美元，該項目將重新設計海灘護坡道，從而為加固護坡道建立長期

解決方法；制定可以在護坡道後開展的防洪策略，如增加洩洪道和 /或水泵

體系。這一做法將保護奧爾科特西側不受風浪的影響，也對城鎮的一處停車

場、全年營業的企業和地勢低窪地區的民居提供保護。   

•  薩默賽特鎮  (Town of Somerset) 的《基督教青年會凱南營地項目  (YMCA 

Camp Kenan Project)》將在沿岸實施保護措施，從而對公眾到達營地的通道

進行維護。該營地與沿岸相連，但因高水位和風浪遭受著洪災和侵蝕的影

響。以自然為基礎的沿岸加固措施將對營地予以保護，該營地每年季節性地

接納著數百名離家前來露營的人。   

•  耶茨鎮 (Town of Yates) 的《耶茨鎮公園與擴建項目  (Yates Town Park and 

Expansion Project)》耗資 253.1 萬美元，該項目在沿岸開展補救和擴建工

作，其中包括把紐約州電氣集團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 Gas, NYSEG) 所

有的土地打造成為復原能力強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增加保護濕地的地區面

積，增加公眾到達安大略湖沿岸的通道。這項工作還將包括保護公園東西邊

界沿岸的治理措施，以此來減少風浪 /侵蝕對規劃濕地的影響。   

•  卡爾頓鎮 (town of Carlton) 和肯戴爾鎮 (town of Kendall) 的《湖岸路（97 號

公路 (Route 97)）項目 (Lakeshore Road (Route 97) Project)》耗資 206.2 萬美

元，該項目旨在加固  97 號公路沿岸的一處陡壁，並為公路和埋水管線提供

沿岸保護措施。這一項目包括對大型離岸淺灘系統進行考量，從而改善魚類

棲息地並作風浪緩衝之用。   



 

 

•  耗資 62.8 萬美元的《湖濱公園東路項目  (Lakeside Park Road East)》和 

《湖濱公園西路項目  (Lakeside Park Road West)》將對這條公路進行修復和

保護，從而保障居民和應急救援人員的通道暢通。加固沿岸的措施可保護公

路和地下設施。   

•  卡爾頓鎮的《點風船隻下水項目  (Point Breeze Boat Launch Project)》耗資 

75.1 萬美元，該項目將用浮動船塢和下水面替換固定升降船塢，從而對這一

設施進行升級改造，並增加其復原能力。這些改造工作可維護這一設施，從

而支持當地經濟活動的開展和對休閒船隻的使用。   

•  《湯普森大道項目  (Thompson Drive Project)》耗資 13.1 萬美元，該項目將解

決掉頭點的侵蝕問題，從而保障海灘的水濱通道。這項一自然為基礎的項目

將減少侵蝕現象，保護當地基礎設施，同時對沿路的通道進行維護。   

  

請點擊此處查看各項目的圖示介紹。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兼《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聯合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尼亞加拉郡和奧爾良郡這些創新項目的深度和廣度，以及

項目開展的速度都是非凡的。葛謨州長的遠見把眾多州和地方領導人和利益相關者

匯集起來集思廣益和實施使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社區獲益的舉措，從而使他們更

加強大、更具復原能力。」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

人、《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聯合主席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由於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的水位不斷升高，這一新環境現實使重建復

原能力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正在努力確

保社區不僅能更迅速地從破壞性天氣狀況中得到恢復，還要變得更強大，為未來和

氣候變化的惡劣影響做更充分的準備。」   

  

《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已為《安大略湖商業復原能力項目  (Lake Ontario 

Business Resiliency Program)》預留 3,000 萬美元資金，這筆資金由帝國州發展公

司進行管理。按照這一項目的規定，帝國州發展公司將為符合要求的申請方提供高

達 20 萬美元的資金，這些申請方須在  2019 年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遭遇高水位

時受到洪水帶來的直接資產損失。  符合要求的申請方應包括小型企業、非營利組

織、農場、房屋業主協會和租賃房屋的業主。根據這一項目的規定，撥款將對符合

要求申請方的資本改造項目提供高達  50% 的賠償，該資本改造項目旨在加強企業

抗擊未來洪災的能力，並使其企業對自然有更強的復原能力。每個項目還必須獲得

來自當地政府相應的支持，按照項目規定總數額要達到州資金的至少  5%。當地捐

款有，包括但不局限於行業發展管理局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ies) 規定的

特定免稅、當地政府免除許可和費用到期的繳費、當地政府對項目相關基礎設施做

出的直接開銷。如需在《安大略湖商業復原能力項目》向申請人開放時獲得通知，

請點擊此處完整填寫近期公佈的登記表。   

https://www.ny.gov/lake-ontario-flooding/lake-ontario-resilien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itiative-regional-projects#niagara-and-orleans-counties
https://esd.ny.gov/lake-ontario-business-resiliency-program


 

 

  

除今天公佈的項目外，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還在管理《2019 年個人房屋業主協助項目  (2019 Individual Homeowner 

Assistance Program)》，該項目旨在為受影響的  8 個郡的居民提供高達  5 萬美元

的州資金，從而抵消其原始住所遭受的損失。房屋業主申請時間已開放，截止時間  

2019 年 10 月 31 日。更多關於申請的資訊可點擊此處查看。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社區還在從破壞性洪災中進行恢復期間，做出可長期

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非常重要。透過加強易受洪災地區的復原能力，我們能夠

為房屋業主保障恢復工作的開展，且企業能夠得到可持續發展。」   

  

《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的多個項目都融合了環保基礎設施、自然和一自然為

基礎的內容，且其設計理念是對環境只有最小影響或沒有影響。環保基礎設施經濟

節約、對環境有益且具有復原能，是管理潮濕天氣影響的好方式。傳統對抗暴雨的

基礎設施，如管道排水和污水處理系統旨在把雨水排出建築環境，而環保基礎設施

從根源上減少雨水並對其進行處理，同時還能在不損傷棲息地或破壞自然資源的前

提下使環境和經濟獲益。此外，葛謨州長近期宣佈他在明年的《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將介紹一項全國領先的恢復棲息地的宏偉計畫，「復原大自然  

(Revive Mother Nature)。」《復原大自然》計畫支持開展重要的環境復原工作。正

如今天公佈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多個項目一樣，該計畫旨在使各社區在

氣候變化和惡略天氣中具有更強的復原能力，同時還要復原和增加魚類和野生動物

棲息地。  

  

環保設施公司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EFC) 代理總裁、首席執行官

兼總顧問莫林·科爾曼  (Maureen Coleman) 表示，「葛謨州長使紐約成為水源基礎

設施重要投資項目的先鋒。除減輕洪災影響外，環保基礎設施還為社區提供了諸多

好處：過濾污染物，補給含水層、河流和小溪，恢復吸氣地、使周圍環境變得涼

爽、減少空氣污染和減少能源用量。葛謨州長今天的公告非常重要，其使帝國州各

社區在氣候變化中具有復原能力，並使他們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做好準備。」   

  

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紐約州一向都善於利用地方和

州領導層保護和改善珍貴資產。  今天公佈的項目清晰地彰顯了葛謨州長的承諾，

即透過保護安大略湖沿岸重要的基礎設施而保護紐約居民的健康狀況的安全。我們

州務廳 (Department of State) 將繼續與這些社區密切合作，從而振興其水濱地區和

加強其復原能力，同時也要增加對環保基礎設施的使用。  加固湖岸、為船隻下水

點和碼頭等沿岸資產進行投資，這些對發展當經濟和水濱生活方式來說都非常重

要。今年夏天州長呼籲採取措施，這些都由數個優秀的項目創意進行了響應，不久

以後沿岸社區會有更強的復原能力。」   

  

https://www.ny.gov/lake-ontario-flooding/lake-ontario-flooding-preparation-resources#redi-phase-1---planning-proces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ations-most-comprehensive-statewide-habitat-and-water-restoration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確定的項目

是與社區開展周到積極對話的結果。葛謨州長尋求地方領導的觀點，並對一定會使

這些地區受益的措施進行追蹤，對此我表示稱讚。」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葛謨州長對安大略湖受洪水影響的社區大力支持。他成立了由多

部門組成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該委員會匯集政府的專家資源制

定解決方案，從而為加強復原能力的項目提供重要撥款，並在惡劣天氣和氣候變化

可能會帶來的持續災害中保護紐約州的  沿岸。」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廳長瑪麗·特蕾絲·  

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在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社區受苦

之時，葛謨州長採取果斷的措施對洪災進行響應，並為加強重要的基礎社區撥款。

我從洪災發生以來視察了幾個地點，我親眼看到了居民、企業和基礎設施受到的影

響。 州交通廳支持受災社區，且已為協助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做好準備，使他們能

夠把未來的沿岸建設的更加結實、更具可持續性。」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帕特克  A. 墨菲  (Patrick A. Murphy) 表示，「雖然州和

地方合作夥伴已為對抗上漲洪水做好了準備，但為保護安大略湖社區長期健康的唯

一方法是對湖水進行全面審查，並找出能夠鞏固沿岸復原能力的方法。在葛謨州長

的領導和《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成員的辛勤努力下，我們不僅已經落

實了這項工作的計畫，還為順利開展這些計畫預留了所需資金。」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總裁及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基尼奧

內斯  (Gil C. Quiniones) 說道，「廣闊的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對我們州的經濟發

展來說非常重要。「紐約電力局很欣慰能看到州長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

項目在門羅郡和韋恩郡進行了投資，這將幫助我們的沿岸社區在氣候劇烈變化的時

代具有更強的復原能力。」   

  

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DASNY) 副局長保

羅·庫普曼  (Paul Koopman) 表示，「紐約州住宅局很驕傲能支持葛謨州長的《復

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我們已為解決這些受災社區的需求做好準備，從而使他

們在變化莫測的環境中具有更強的復原能力。」   

  

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的工作是說明整體大於部

分加總的完美例證。州、郡和市政當局需齊心協力對沿岸社區提供幫助，而他們的

幫助獲得了巨大成功。  我很榮幸能參與到政府全力以赴的工作當中。」   

  



 

 

參議員羅伯特  G. 奧特  (Robert G. Ortt) 表示，「由於《2014 年計畫  (Plan 2014)》

考慮不周全，實施方法危險，安大略湖沿岸的居民、企業和市政將繼續面臨會造成

危害的洪災。然而，紐約州率先對遭受洪災造成的數百萬美元損失的人提供了幫

助。我很驕傲能投票支持這筆洪災救援款。這筆  4,900 萬美元資金將長期幫助受災

人群重新站起來、重建受損資產，並鞏固基礎設施的預防性措施。」   

  

眾議員邁克爾  J. 庫西克  (Michael J. Cusick) 表示，「幾十年來，為加強奧爾科特

港而修建防波堤，解決安大略湖南岸基礎設施缺陷一直都被迫切需要且也經過了數

次討論。而現在，今天紐約州為關鍵基礎設施和復原項目（包括奧爾科特港項目、

尼亞加拉郡和奧爾良郡的其他重要地點的投資）投資數百萬美元後，這些在經濟和

旅遊中心的社區在未來的數十年將擁有防禦工事和穩定性。葛謨州長為重建和復興

沿岸基礎設施預留資金，對此我表示稱讚。  這完美地例證了政府兩黨應如何合

作，從而為紐約州辛勤工作的納稅人服務。」   

  

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我想感謝葛謨州長和《復

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對這筆資金需求的認識。沿岸的居民和企業應得到足夠的

幫助，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筆資金不僅將用來支付沿岸的補救和修復費用，還將減

輕眾多房屋業主和企業目前遭受的壓力和困擾。感謝州長對對抗高水位所做的持續

努力。作為立法者的我們將繼續為沿岸的未來制定出更佳的方案。安大略湖沿岸仍

歡迎企業的到來，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這一點。」   

  

眾議員史蒂夫·霍利  (Steve Hawley) 表示，「我很欣慰能看到安大略湖《復原能力

與經濟發展計畫》在本州大量資金的承諾幫助下正在向前推進，這筆資金旨在幫助

奧爾良郡的房屋業主、企業和市政當局從去年歷史性的洪災中進行重建。我們都目

睹了湖水南岸遭到的破壞以及其為眾人造成的困擾。但我確信《復原能力與經濟發

展計畫》將加速重建過程的速度，並在這一系列項目完成時使沿岸得到重建。我將

繼續與州和地方領導人合作，以確保受災地區獲得其向前發展所需的幫助。」   

  

奧爾良郡議會主席林恩·約翰遜  (Lynne Johnson)表示，「不論是破壞性洪災還是強

降雨，葛謨州長始終對奧爾良郡的需求有求必應。今天的公告將把我們的社區建設

的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強大。感謝州長對我們地區的持續支持。」   

  

威爾遜鄉鄉長亞瑟·羅森  (Arthur Lawson) 表示，「葛謨州長對環境和制定《復原

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所做的歷史性投資為下一代保護了紐約的社區和我們的自然

資源。紐約對環境許下了最大的承諾。透過《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制定和

實施的項目將對我們的家園和企業予以保護，同時也能保護我們共同的環境。」   

  

威爾遜鎮鎮長道兒·菲利普斯  (Doyle Phillips) 表示，「葛謨州長親眼目睹到創紀錄

高水位對社區造成的破壞。他也與損失慘重的多名居民和企業主見面並進行了談

話。為對其作出回應，州長調動州政府部門與我們合作，從而確保今天宣佈的此類



 

 

由州政府支持的項目能對我們社區提供幫助，從而使安大略湖和聖勞倫斯河沿岸的

社區在未來遭受洪災時更強大、復原能力更強。」   

  

努凡鎮鎮長蒂姆·霍蘭寶  (Tim Horanburg) 表示，「水位在創下兩年高紀錄後，我

們的鄉鎮需要解決方案以防止洪水對我們的家園、當地經濟和基礎設施造成重複破

壞。州長的《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採用全面協作的方式為我們提供了獻言獻

策和確定工作重心的機會。現在在這筆資金的幫助下，我們將能夠開展新項目，從

而使居民或以、吸引遊客、建設更強大更具復原能力的社區。」   

  

肯戴爾鎮鎮長托尼·卡馬拉塔  (Tony Camaratta) 表示，「葛謨州長為支持我們預留

出資金，用於修復洪災造成的破壞，使我們能在未來的災害中受到更好的保護，對

此我表示稱讚。這筆資金將長期全面改善我們的生活質量，用途包括使脆弱地區更

加安全和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等。」   

  

《復原能力與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受葛謨州長指示，由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帝國

州發展公司進行領導。其他參與機構和部門包括紐約州住宅局、州總務辦公室、交

通廳、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和緊急管

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紐約州電力局、州勞工廳和紐約州州

務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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