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撥款将近  3,500 萬美元用以改進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水利基礎設施   

  

這筆撥款吸引  1.23 億美元的水質投資額，為納稅人節省  7,600 萬美元   

  

投資將支持創造將近  2,000 份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3,460 萬美元，支持五指湖地區的  19 個重點市

政水利基礎設施項目。這筆撥款代表著節省  7,600 萬美元的納稅人資金，並支持創

造 1,990 份工作。這些撥款透過紐約州成效斐然的《水利基礎設施改進法令  

(Water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ct, WIIA)》和跨市政撥款  (Intermunicipal Grant, 

IMG) 計畫獲取資金支持。  

 

「要地區繁榮發展和維持安全健康的社區，投資於本州的水利基礎設施是至關重要

的，」州長葛謨表示。「我們改善水利基礎設施，從而保護自然資源、為未來的

繁榮發展打好基礎，并幫助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強大健康的紐約州。」   

  

「我們必須確保飲用水不含污染物，可供紐約州全體民眾安全飲用，」副州長凱

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撥款用於改善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基礎設施，將滿足需求以改善並保護水質，并幫助在該地區創造  

1,000 多份工作。我們想確保社區獲得需要的資源用來升級水處理系統，並保障居

民的健康安全。」   

 

州長頒布的《2017 年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of 

2017)》撥發 25 億美元專款，用於保護紐約州各地的水質。今天的公告從屬於全

州提供給多個社區的  2.7 億美元撥款，包括  撥款 1,900 多萬美元來支持多個項

目，處理與有害藻花  (Harmful Algal Blooms, HABs) 相關的藍藻毒素，以及此前公

佈的總額為  1,500 萬美元的撥款，提供給多個項目用來消除新型污染物，例如全氟



 

 

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anesulfonic acid，

PFOS)、1,4-二惡烷 (1,4-dioxane)。 

  

迄今為止，《水利基礎設施改進法令》和跨市政撥款計畫提供  7.5 億美元資金，  

支持全州主要的飲用水與廢水基礎設施項目將近  26.5 億美元的項目總費用。連同

紐約州環境設備公司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提供的零利息或低

利息財政資金，紐約州納稅人將節省將近  18 億美元資金。此外，這些項目預計支

持建築、供應商和服務領域超過  4.7 萬份工作。  

  

五指湖地區的市政機構獲得撥款，包括撥款  560 萬美元給多個項目用於處理有害

藻花：  

  

WIIA/IMG 補

助金   
受獎者   郡   

預計項目成

本   

預計撥款金

額   

清潔水  Arcade, Village of  Wyoming  $1,054,000  $263,500  

清潔水  Clyde, Village of  Wayne  $2,300,300  $575,075  

*清潔水  Dundee, Village of  Yates  $8,231,000  $2,057,750  

+飲用水  Farmington, Town of  Ontario  $9,036,000  $3,614,400  

飲用水  Geneva, Town of  Ontario  $4,947,000  $2,862,236  

飲用水  Interlaken, Village of  Seneca  $6,328,800  $3,000,000  

*清潔水  Interlaken, Village of  Seneca  $4,909,000  $1,227,250  

飲用水  Junius, Town of  Seneca  $1,228,000  $736,800  

飲用水  Lima, Village of  Livingston  $3,997,000  $2,398,200  

清潔水  Lima, Village of  Livingston  $3,440,000  $860,000  

飲用水  Livonia, Village of  Livingston  $300,000  $180,000  

*清潔水  Medina, Village of  Orleans  $5,326,181  $1,331,545  

清潔水  Ontario County  Ontario  $6,680,000  $1,670,000  

清潔水  Ontario, Town of  Wayne  $5,000,000  $1,250,000  

*清潔水  Rushville, Village of  Ontario  $3,750,000  $937,500  

清潔水  Walworth, Town of  Wayne  $2,376,500  $594,125  

清潔水  
Wayne County Water 

and Sewer Authority  
Wayne  $33,250,000  $5,000,000  

清潔水  Webster, Town of  Monroe  $12,000,000  $3,000,000  

飲用水  Williamson, Town of  Wayne  $9,000,000  $3,000,000  

    TOTALS:  $123,153,781  $34,558,381  

+ IMG 項目  

*有害藻花相關項目   

  

地圖和項目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http://nysefc.maps.arcgis.com/apps/webappviewer/index.html?id=a235c2a5cec647b39b1a1cff91a097b8


 

 

  

紐約州環境設備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塞布麗娜 ·泰伊  (Sabrina Ty)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正

在引領全國投資於水利基礎設施。紐約州環境設備公司很自豪能夠為有需求的社區

提供重要資金。我們正在幫助為當代及後世紐約民眾保護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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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在保護珍貴的水資

源方面持續充當環境領袖。隨著我們抗擊新型水質問題，包括有害藻花和全氟辛

酸、全氟辛烷磺酸、1,4-二惡烷等污染物，這筆資金將改善水質、促進經濟發展，

並提供急需的水利基礎設施改善措施。」   

  

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Health) 部長霍華德  A. 朱克  (Howard A. Zucker)  

博士表示，「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承諾提供空前規模的資金，用來實施

基礎設施升級，並部署現代化過濾技術，從而在今後數十年保障清潔高效的飲用

水。保護水資源是維持全州社區健康和福祉的重要環節。」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809BD8DFD1B80EB78525834500673D7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