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里可以找到信息 

通过 DECinfo Locator 
https://www.dec.ny.gov/data/DecDocs/C24 
1240/访问项目文档。位置如下：

皇后区公共图书馆－－雷哥公园部
地址：91-41 63rd Drive 

Rego Park, NY 11374 
电话：(718) 459-5140 

皇后区第六社区委员会
地址：104-01 Metropolitan Avenue 

Forest Hills, NY 11375 
电话：(718) 263-9250 
电子邮箱： Qn06@cb.ny.gov 

*由于新冠肺炎防范措施，资料库或将暂
停用。如无法访问在线资料库，请联
述纽约州环境保护部项目经理，以
帮助。

时
系下

寻求

联系人 

欢迎您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与问题： 

项目相关问题
项目经理： Steven Wu 
地址：NYSDEC Region 2 

One Hunters Point Plaza 
47-40 21st Street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电话：(718) 482-6725 
电子邮箱： steven.wu@dec.ny.gov

项目相关的健康问题
联系人：Daniel Tucholski
地址：NYSDOH 

Empire State Plaza 
Corning Tower Room 1787 
Albany, NY 12237 

电话：(518) 486-7016 
电子邮箱： beei@health.ny.gov

如欲了解更多纽约《棕地清理计划》相
关信息，敬请登录网址： 
www.dec.ny.gov/chemical/8450.html 

情况说明书 纽约雷哥公园（邮编：11374）

棕地清理计划 94-17 63rd Drive 

场域编号：C241240 

2021 年 09 月 纽约州环境保护署二号区 

棕地场域调查工作计划草案
已开放公众评论 

我们诚挚邀请公众对纽约州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 NYSDEC”）正在审

查的一项工作计划草案发表意见。该工作计划草案旨在对位于纽约雷哥公

园94-17 63rd Drive的场域（以下简称 “场域”）展开调查。场域位置请参阅地

图。

调查工作计划草案：该调查工作计划草案又名《补救工作调查计划》（以

下简称“ RIWP”），依据《纽约州棕地清理计划》编写并提交至 

NYSDEC。调查工作将由 Arbern Queens Commercial Properties 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 申请人  ” ） 在 NYSDEC 和纽约州卫生部（ 以下简称  
“NYSDOH”）监督下进行。

如何评论： NYSDEC 接受对 RIWP 草案的书面评论，时间为 2021 年09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16 日，为期 30 天。 

 通过  DECinfo Locator 在线访问 RIWP 和其他项目文档： 
https://www.dec.ny.gov/data/DecDocs/C241240/。 

 通过左侧“哪里可以找到信息”项下的位置也可找到项目文档 
 请将意见提交给左侧  “ 联系人－ －  项目相关问题 ” 项下列出的  

NYSDEC 项目经理。

建议场域调查要点：调查将确定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及环境中可能受影

响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污染性质及程度。

此前的调查已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检测到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和 SVOCs），并在场域的土壤蒸汽、下层土壤蒸汽和室内空气中检测到 VOCs
。 

调查工作包含下述关键组成部分： 

 钻探和取样土壤钻孔，以确定可能的现场污染源； 
 采集土壤蒸汽、下层土壤蒸汽和室内空气样本； 
 安装地下水井并对其进行取样，以监测现场和场外关注区域的影响。

后续步骤： NYSDEC 将考虑公众意见，根据需要修改 RIWP，并批准 
RIWP。NYSDOH 必须与 RIWP 统一意见。 RIWP 获批后，将实施 RIWP 中
详述的活动。

https://www.dec.ny.gov/data/DecDocs/C241240/
mailto:Qn06@cb.ny.gov
mailto:steven.wu@dec.ny.gov
mailto:beei@health.ny.gov
http://www.dec.ny.gov/chemical/8450.html
https://www.dec.ny.gov/data/DecDocs/C241240/%E3%80%82


 

  

 

 
 

 
 

 

 

   

 

 
 

 
 

 

 

 
 

 
 

 

 
 

 
 

 

 

 
 

 
 

 

94-17 63rd Drive （场域编号： C241240） 2021 年 09 月《情况说明书》（第二页）

棕  地  清  理  计  划  

调查完成后，相关单位将就调查结果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并提交给NYSDEC。NYSDEC 将审查该报告，作出必

要修改，而后批准报告。

调查后，相关单位将制定一份建议清理计划，又名《补救

行动工作计划草案》。清理计划中将包含对建议现场补救

措施的评估、不采取行动建议、不采取进一步行动替代方

案。清理计划的目标是确保对公共健康和环境进行良好保

护。NYSDEC 将在 45 天的意见征询期内向公众展示建

议清理计划，以供审查及发表意见。 

NYSDEC 将在场域调查和清理的整个过程中对公众进行

情况通报。

场域描述： 该场域位于  63rd Drive 的西侧， 在 
Saunders Street 与纽约雷哥公园 63rd Drive 交叉口以南约 
50 英尺处。该场域在纽约市税务地图上被标识为 125 号 

地块 3081 号区块。该场域由一个 0.057 英亩的地块组成， 

地块上开发了一个单层矩形建筑。该建筑被细分为两个 

商业租户空间，目前均空置。较大的租户空间曾被一家 

干洗店占用，较小的租户空间曾被一家医疗用品公司占 

用。

如欲了解包括环境和健康评估摘要在内的更多场域细节

，敬请登录NYSDEC 环境场域补救数据库（场域编号： 
C241240），网址为： 

https://www.dec.ny.gov/cfmx/extapps/derexternal/index.cfm? 
pageid=3 

棕地清理计划：纽约州棕地清理计划（以下简称 
“BCP”）鼓励被划为 “棕地”的受污染地产自愿进行清 
理，以便重新应用和开发。可能的用途包括娱乐、住房、
商业或其他用途。棕地指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清理目标

或 NYSDEC 采用的其他健康或环境标准、准则或指南的

任何不动产，这些标准、准则或指南符合适用法规及不

动产使用的合理预期。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 BCP 的信息，敬请登录网站：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8450.html 

我们鼓励您将此《情况说明书》与邻居和租户分享/将此
《情况说明书》张贴在建筑的显著位置，以供其他人查  看。

随时了解DEC 进展 

注册并通过电子邮件接收网站更新：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61092.html

注：如您已经注册并收到电子版《情况说明书》，敬

请忽略此条信息。 

DECinfo Locator 

通过交互式地图访问 DEC 文件和特定场域的环境质

量公共数据，敬请登录网址： 
https://www.dec.ny.gov/pubs/109457.html 

https://www.dec.ny.gov/cfmx/extapps/derexternal/index.cfm?pageid=3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8450.html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61092.html
https://www.dec.ny.gov/pubs/109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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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地  清  理  计  划  

场域位置 

SUBJECT LOT：标的地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