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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修建耗資  5.85 億美元控制系統的計畫，旨在治理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的海軍和格魯門  (GRUMMAN) 造成的羽流   

  

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今年年初的調查開展後已採取重要措施保護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飲用

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公佈選定的最終解決方案，用於在拿騷郡蠔灣鎮  

(Oyster Bay) 全面控制美國海軍  (U.S. Navy) 和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  (Northrop 

Grumman) 製造廠排放的工業廢水造成的污染羽流並實施治理。2019 年，紐約州

環境保護廳針對近四英里長兩英里寬的地下羽流展開的全面調查結果證實了耗資約  

5.85 億美元對施工、長期作業和維護工作的全面羽流控制和治理系統是可行的，

且可有效的杜絕污染物進一步擴散。   

  

「我的工作重心是保護紐約民眾的健康，我們絕不會坐等污染者在他們最方便的時

候才清理他們的爛攤子，」葛謨州長表示。「應向貝斯佩奇  (Bethpage) 的人民立

即採取行動治理羽流造成的這一嚴重污染，並阻止其擴散。我們正在推動積極計畫

的展開，該計畫旨在實現最高的清理標準。如有必要，我們會在法庭上迫使這些污

染者為之付出代價。」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在  2019 年 5 月公佈了的分析結果和擬定的《決議記錄修訂意見  

(Amended Record of Decision)》以供收集公眾評論。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在公眾評論

期針對該計畫收到  200 多條評論。最終解決方案經與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商討並對收到的評論嚴格審核後而制定，是一項旨在控制和清理羽流的全

面計畫，並將使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責任方為其行為負責。紐約州環

境保護廳的替代方案包括建造  24 個抽取地下水的水井、5 個治理車間、4 個補給

水池，以及約  24 英里長的運輸管道。系統建造和運作的花費預計約為  5.85 億美

元。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要求海軍和格魯門盡快實施選定計畫，並運用所有法律和監管特

權迫使他們有所行動。若責任方拒絕行動，則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運用州資源建造

新系統。  



  

州政府開展的工程擴大調查和擬定《決議記錄修訂意見》可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

站上瀏覽，這是超級基金  (Superfund) 的流程內容。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在  5 月 23 

日至 7 月 8 日間接受對擬定計畫的評論。展示詳細項目計畫的公眾會議定於  6 月 

10 日在紐約貝斯佩奇的貝斯佩奇高中  (Bethpage High School) 舉行。  

  

最終解決方案文件可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上查看，其涵蓋關於新解決方案的描述和

對所有公眾評論的回應總結。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這一最終計畫將對

海軍格魯門羽流進行有效控制和治理，這是長島島民應得的結果。紐約州環境保護

廳為解決格魯門羽流問題把深入調查發展成一項有效的清理計畫，這項工作基於合

理的科學依據，全程保持完整的透明度，旨在確保這一社區掌握所有事實並了解保

護飲水所必須完成的工作。公眾已見過我們的計畫，並讚成現在是實施的時機。」   

  

按照州長的指示，2017 年、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開展了斥資  600 萬美元的工程調

查，用於評估快速清理方案和控制羽流，從而確保污染不會威脅到其他飲用水井。

羽流含有 24 種污染物，包括主要關注污染物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TCE)，

以及新型污染物  1,4 二惡烷 (1,4-dioxane)。調查工作包括勘探式鉆鑿深達  1,000 英

呎的探井、安裝檢測井，並整合時間跨度達數十年的超過  20 萬個地下水分析記

錄。此外，分析過程在和美國地理調查  (U.S. Geological Survey) 的合作中完成，建

立了包含數十萬個細胞的先進  3D 計算機模型，該模型能夠模擬地下水流，紐約州

環境保護廳因此能夠首次評估各種地下水羽流和排放情境以解決海軍格魯門造成的

地下水羽流。   

  

州長在其 2018 年州情咨文演講  (2018 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 中還宣佈紐約正

在開展 4 個抽取井水的鑽井作業，從而加速解決方案的開展。已安裝  4 口井，繼

續鉆鑿的計畫正在開展當中。此外，葛謨州長指示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運用其可支配

的所有法律武器要求污染方負責建造該系統並予以管理，該系統將全面控制羽流並

實施治理，從而保護長島地區社區。   

  

美國參議員丘克·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多年來我催促污染者海軍 -格魯

門針對羽流實施更積極和全面的解決辦法，並讓當地水源供應商依照法案行事，而

不是在飲用水資源遭到污染以後才進行治理。紐約州的環境保護廳在正確的方向上

開展強有力的措施，並推行我們所需的積極解決方案。海軍 -格魯門應立刻在紐約

運用最先進技術和數據開展最終的清理和治理計畫，並為他們造成的有毒物質全額

賠款。」  

  

美國參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使用清潔水源一項

權利。海軍格魯門造成的地下水羽流必須得到全面控制，以為生活在長島地區的人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35727.html


民保護安全的飲用水。紐約州今天的公佈是達成這一急迫目標的積極舉措。  由於

決議記錄修訂意見已公佈，我再次敦促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進行談判，並

立即提出最終實施計畫。」   

  

國會議員湯姆·索茲  (Tom Suozzi) 表示，「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就此事完成了

出色的工作。這一問題由來已久。海軍和格魯門雙方都應開出大額支票，並將清理

工作移交給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水區，從而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應不再需要律師、

工程師和無休止的延遲，貝斯佩奇人民已遭受了太久的折磨。」   

  

參議員凱文·托馬斯  (Kevin Thomas) 表示，「控制和治理格魯門 /海軍羽流造成的

地下水污染對捍衛我們居民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將要推動解決這

一首要問題的進程，我對此表示感激，長島地區世世代代的人都受到了這一問題的

影響。我期待將與州長辦公室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合作以保障公共飲用水的長期衛

生和拿騷郡社區的安全。」   

  

參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

兼參議員陶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在治理新興污染物形成的海軍 /

格魯門羽流破壞地下水問題和保護居民免受格魯門廠房造成的影響工作上，這是重

要工作內容。立法機關嚴肅對待我們能力範圍開展的工作，即加速過濾過程，並為

我們社區帶來安全的飲用水。」   

  

眾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對紐約沿岸環境遭

受到的最嚴重工業時代侵犯來說，這項依據科學的計畫是大膽必要回應。圍住並治

理這一嚴重的有毒羽流是對長島地區可持續發展未來的大膽承諾。葛謨州長和紐約

州環境保護廳為保護我們地區的水資源遵守承諾，對此我表示稱讚。」   

  

眾議員邁克爾·蒙特薩諾  (Michael Montesano) 表示，「今天在葛謨州長和州環境

保護廳的施壓下，這一社區終於能夠放鬆下來，因為他們知道海軍 -格魯門羽流問

題終於能得到徹底解決。數十年來，美國海軍和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在採取積極

措施控制羽流問題一事上行事緩慢。現在在本州的最終計畫和最新科學的幫助下，

羽流將得到遏制且污染者需要付出代價。」   

  

眾議員約翰  K. 米庫林  (John K. Mikulin) 表示，「我畢生都是貝斯佩奇的居民，

控制海軍/格魯門羽流的工作正在開展中，對此我很受鼓舞。我稱讚州政府的領導

力，我也敦促海軍和格魯門進行談判以制定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針對貝斯佩奇地

下水羽流問題在制定解決方案的工作上付出的辛勤努力，對此我表示感謝。  消除

污染物和保護現有的地下水供應是保障居民健康和安全的重要內容。我想感謝葛謨



州長推行的工作和支持，我們必須保證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從而保護珍貴的水源

供應。」  

  

蠔灣鎮鎮長約瑟夫·薩拉蒂諾  (Joseph Saladino) 表示，「葛謨州長和環境保護廳

為治理羽流的解決方案加速了計畫開展，也加速履行了他們對追究污染者經濟責任

的承諾。 作為一名眾議院成員，我受命為開始這一清理過程而推行了具有標誌意

義的立法。現在作為一名鎮長，我正與州政府和地方水區合作，以推動這一過程順

利進行，從而保護飲用水、清理環境，並保護周邊社區。」   

 

葛謨州長將保護紐約的飲用水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並為清潔水投資了  30 億美

元。因為長島地區依賴唯一源含水層，該地區始終關注州長開展的工作，包括從州

和聯邦資金中發放  8 億多美元整頓海灣公園  (Bay Park) 廢水處理廠並予以加固，

並把海灣公園的污水從西部海灣  (Western Bays) 轉移到雪松河口  (Cedar Creek 

outfall)，撥款 1,000 萬美元恢復長島地區水域內曾經常見的貝類以改善水質，撥款  

600 萬美元開展長島地區地下水研究  (Long Island Groundwater Study)，並指示對長

島地區所有封閉的垃圾填埋場開展全面地下水影響度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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