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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批准阿迪朗達克公園 (ADIRONDACK PARK) 的州歷史土地分類

這次行動永久保護佔地 2 萬英畝的波瑞阿斯池塘 (Boreas Ponds) 地帶
這是該公園歷史上增加的最大規模的森林保護區
公園利益相關方和地方政府認為這次分類獲得批准是個平衡統一的千載難
逢的成就
紐約州將針對高峰荒野區 (High Peaks Wilderness) 和瓦登瓦克山野生森林
(Vanderwhacker Mountain Wild Forest) 制定《單位管理計畫 (Unit Management
Plans, UMP)》修訂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批准阿迪朗達克公園管理局 (Adirondack Park Agency)
對阿迪朗達克公園內的州土地建議的州土地分類。獲得批准的這些分類面向阿迪
朗達克公園內的全部十二個郡，包括芬奇 ·普林公司 (Finch Pruyn & Company) 歷史
聞名的土地交易涉及的最後一片土地，即 20,543 英畝的波瑞阿斯池塘地帶。波瑞
阿斯池塘行動補充了紐約州與自然保護協會 (Nature Conservancy) 達成的空前規模
的多年期土地交易。葛謨州長帶頭收購了 6.5 萬英畝的全球重要森林，用於納入
到阿迪朗達克森林保護區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這標誌著阿迪朗達克公園
增添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森林保護區。
「阿迪朗達克公園是一處國家寶藏，收購波瑞阿斯池塘地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擴
張，用於保護該地區的自然景觀，並為公園內的社區創造新經濟機會，」 葛謨州
長表示。「我代表紐約州全體民眾自豪地批准了這個分類套案，該套案很好地平
衡了保護與使用，我建議全球遊客探索阿迪朗達克公園並享受其中的美景。」
阿迪朗達克公園管理局主席舍曼·柯雷吉 (Sherman Craig) 表示，「波瑞阿斯池塘
分類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於在一處景色極其優美的地點協調荒野區域、野外
娛樂與適當的公共利用。我們這次行動優先考慮保護自然資源，並確保各種能力

和興趣的民眾能夠體驗到構成阿迪朗達克公園特征的驚奇感和可供探索的景
點。 我們滿懷敬意地由衷感激葛謨州長開展工作保障這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收
購活動。 芬奇·普林公司的整個交易體現了多種不同觀點實現細緻縝密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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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很自豪最終為阿迪朗達克森
林保護區增添紐約州這處最具標誌性的景觀。感謝葛謨州長繼續帶頭保護我們的
自然資源，並期待與周圍社區及其他夥伴合作，認真負責地保護這處重要的棲息
地，並確保全體遊客享受到這裡令人歎為觀止的景觀和傑出的休閒娛樂機會。」
阿迪朗達克公園管理局執行理事特瑞 ·馬提諾 (Terry Martino) 表示，「安德魯·葛
謨州長批准了這份阿迪朗達克公園州土地分類套案，這代表著關鍵的自然資源獲
得重點保護，與此同時平衡阿迪朗達克公園內的戶外休閒娛樂機會。這真正是個
了不起的成就，並證明了州長對阿迪朗達克公園的承諾。」
波瑞阿斯池塘地帶位於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境內的紐科姆鎮 (Newcomb)
和北哈德遜鎮 (North Hudson)。該地帶以波瑞阿斯池塘為中心。其他傑出的自然特
征包括 7 片原生態水域、27 英哩的原始河流、紐約州最大規模的高海拔泥炭地，
即 1,200 英畝的瑪茜沼澤地 (Marcy Swamp)。三座獲得提名的山峰超過 2,000 英
呎：波瑞阿斯山 (Boreas Mountain)（3,776 英呎）、美仕山 (Moose Mountain)
（2,700 英呎）、拉戈山 (Ragged Mountain)（2,677 英呎）。該地帶有多個高低海
拔棲息地，這些棲息地維繫著多種動植物的生活，包括北方生物帶棲息地，對生
活在其南部區域內的多種北方鳥類至關重要。
藉助州長採取的行動，波瑞阿斯池塘地帶建立了 11,412 英畝的荒原、9,118 英畝
的野生森林、11 英畝的原始森林、2 英畝的州管理土地。
新分類的野生土地如今歸屬於高峰荒野區，其北側接壤波瑞阿斯池塘地帶。這次
行動在阿迪朗達克公園的中心區域創造了連續的野生區域，規模堪比多個國家公
園，例如洛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瑞尼爾山國家公園
(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錫安國家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公眾獲得新的遠
途划船體驗，高峰荒野區新增南側通道。這將增加這座公園在美國和國際上的吸
引力。
9,118 英畝的野生森林區包括海灣溪 (Gulf Brook) 和波瑞阿斯池塘公路 (Boreas
Ponds Roads) 以北 500 英呎的土地、公路本身及其南側的土地。該區域向東延伸
至麋鹿湖路 (Elk Lake Road)，包括海灣溪、拉戈山、布蘭奇河 (Branch River)、
波瑞阿斯河 (Boreas River) 一處風景優美的河段。這些土地目前歸屬於瓦登瓦克山
野生森林。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單位管理計畫》提供新的休閒娛樂計畫，例如在

海灣溪路 (Gulf Brook Road) 沿線露營、狩獵、釣魚，這些野生森林地可能新建山
地單車道、滑雪道、雪地機車道。
利用原始區域與野生森林廊道 (Primitive Area and Wild Forest Corridor)，紐約州環
境保護廳將處理波瑞阿斯池塘南側的大壩並加以維護。
作為大規模自然保護項目的內容，自然保護協會在 2012 至 2016 年向紐約州轉讓
了 25 個地塊，波瑞阿斯池塘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地塊。整個項目共涉及 16.1 萬英
畝土地，與地方社區以及利益相關方開展全面磋商後實施，用於保護超過 415 英
哩的河流、300 片湖泊和池塘、90 座山、1.5 萬英畝的濕地，包括下列內容：
•

•

•

透過保護地役權保護的 9.5 萬英畝工作林用於可持續地砍伐森林、私人狩
獵俱樂部租賃業務以及有限的公共休閒娛樂活動，包括數十英哩長的雪地
機車步道；
給阿迪朗達克森林保護區（根據紐約州憲法以永恆荒原 (Forever Wild) 的名
義獲得保護）新增 6.5 英畝土地，擁有多處瑰寶，包括歐凱斯利普瀑布徒步
旅行區 (OK Slip Falls)、藍色岩壁步道 (Blue Ledges)、埃塞克斯湖鏈 (Essex
Chain of Lakes) 以及皇冠明珠波瑞阿斯池塘；
1,000 英畝土地專用於地方社區內的社區改造項目。

今天的行動批准了波瑞阿斯池塘地帶，州長自 2011 年起批准了 100 個州土地分
類，總面積超過 5 萬英畝。這次行動創造了 26,182 英畝的野生土地、26,698 英
畝的野生森林、32 英畝的原始區域、111 英畝的州行政管理土地、75 英畝的集約
利用地、2.5 英畝的遺址。
其他獲得批准的州土地分類行動的亮點
麥金泰爾西側地帶 (MacIntyre West Tract)，位於埃塞克斯郡紐科姆鎮。涉及的土地
總面積為 7,368 英畝。麥金泰爾西側地帶毗鄰高峰荒野區。它被分類為荒野
（7,365 英畝）並加入到高峰荒野區。一處作為波德爾巷路 (Boulder Alley Road)
收入地圖的公共事業用地行經麥金泰爾西側地帶 (MacIntyre West Tract)，被歸類為
原始區域（3 英畝），並加入名為麥金泰爾原始區域 (MacIntyre Primitive Area)
的新區域。
麥金泰爾東側地帶 (MacIntyre East Tract)，位於埃塞克斯郡紐科姆鎮和北哈德遜
鎮。涉及的土地總面積為 6,254 英畝。麥金泰爾東側地帶的部分區域毗鄰高峰荒
野區。其北側區域被分類為荒野（ 4,447 英畝），並加入到高峰荒野區。一處公共
事業用地行經該地帶，被分類為原始區域（ 8 英畝）。勒克萊爾河 (LeClaire
Brook) 南段被分類為野生森林（1,799 英畝），並加入到瓦登瓦克山野生森林區
(Vanderwhacker Mountain Wild Forest Area)。

本森路地帶 (Benson Road Tract)，位於本森郡 (Benson)、梅菲爾德郡 (Mayfield)、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富爾頓郡 (Fulton)。涉及的土地總面積為 3,896 英畝。
本森路地帶（又稱為托曼頓路）的北側和南側接壤的土地被分類為野生森林。
整個地帶被分類為野生森林，並加入到沙克山野生森林區 (Shaker Mountain Wild
Forest Area)。
拓普諾特山地帶 (Topknot Mountain Tract)，位於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丹尼莫
拉鎮 (Dannemora)。涉及的土地總面積為 291 英畝。該地帶毗鄰沙奇高地野生森
林 (Chazy Highlands Wild Forest) 內現有的森林保護地。它被分類為野生森林
（291 英畝）。
半島步道地帶 (Peninsula Trails tract)，位於埃塞克斯郡北艾爾巴鎮 (North Elba)。
涉及的土地總面積為 44 英畝。該地帶毗鄰薩拉納克湖野生森林 (Saranac Lakes
Wild Forest) 內現有的森林保護地，被分類為野生森林，並加入到薩拉納克湖野生
森林區 (Saranac Lakes Wild Forest Area)。
詳細地圖和《最終環境影響報告 (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介紹了這
次獲得批准的行動，請見阿迪朗達克公園管理局網站 www.apa.ny.gov。
修訂計畫用於解決已分類土地的管理問題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正在為高峰荒原綜合區 (High Peaks Wilderness Complex) 和瓦登
瓦克山野生森林區 (Vanderwhacker Mountain Wild Forests) 修訂《單位管理計
畫》，用於處理已分類的超過 95,872 英畝的森林保護土地，並在這兩個單位最終
確定各自的《單位管理計畫》後，把這些土地加入到兩個單位內。 包括近期分類
的土地，這些土地從屬於波瑞阿斯池塘地帶、凱西河地帶 (Casey Brook Tract)、
麥金泰爾東側地帶、麥金泰爾西側地帶、此前歸國家鉛業公司 (National Lead) 所
有的土地、原本的迪克斯山荒原土地 (Dix Mountain Wilderness lands) 及其他大片
土地。《單位管理計畫》修訂案將重點管理這 84,191 英畝土地，這些土地位於
埃塞克斯郡基恩鎮 (Keene)、紐科姆鎮和北哈德遜鎮境內。
4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6 點將召開公共會議用於管理這些土地，地點在紐科姆
鎮 28N 州公路 5535 號紐科姆鎮中心學校 (Newcomb Central School) 體育館。建議
公眾前往參加這次會議，或在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提供書面建議。
可把建議發送電子郵件至 R5.UMP@dec.ny.gov，用於闡述希望把新分類的土地和
水域歸給哪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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