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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1,100 萬美元用於紐約 (NEW YORK) 各地的社區微電網開發專案  

 

本州各地多項專案均可獲得「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下一輪融資，支持修建微電網能源系統   

 

支持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訂立的截至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 的目標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撥款  1,100 萬美元為紐約州各地的  11 項微電網專

案提供融資。此舉為「紐約大獎賽——社區微電網競賽  (NY Prize Community 

Microgrid Competition)」第 2 輪的一部分。微電網能在極端天氣和緊急事件中為家

庭、企業、醫院和其他重要設施提供重要備用電力，並同時支持前沿現場可再生能

源技術的開發。此外，微電網還支持紐約州訂立的截至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 40% 的目標。  

 

「在紐約州各地為社區提供可靠電力來源是至關重要的，此舉將為民眾在其最需要

的時刻提供重要服務，」葛謨州長表示。「這筆撥款將幫助當地政府升級和強化其

電力基礎設施，與本屆政府一道抗擊氣候變化，為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全體民

眾提供一個更清潔、更綠色的環境。」  

 

作為本次競賽的一部分，每位第  2 輪獲獎者將從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贏得 100 

萬美元。該管理局負責管理「紐約大獎賽  (NY Prize)」。獲獎者將使用這筆資金為

微電網提供詳盡的工程設計圖和企業規劃，將清潔能源發電和備用電力推廣至其所

在社區。此外，入選本次大獎賽第  3 輪的獲獎者將有機會透過「紐約綠色銀行」

獲取微電網修建的融資款項。  

 

「自 133 年前，托馬斯·愛迪生 (Thomas Edison) 在珍珠街站 (Pearl St. Station) 撥

動開關後，紐約就與能源創新結下了不解之緣，」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表

示。 「葛謨州長現已將促進紐約清潔能源的大規模發展、構建一套更具環境適應

力、物美價廉的體系作為其工作重點。微電網不僅能夠提供重要的備用電力，還可

支持開發現場前沿可再生能源技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透過『紐約大獎



賽』激勵各大社區，投資於可持續發展的原因。」  

 

鑒於社區微電網和清潔能源專案很難從傳統資本提供商（例如銀行）獲得融資，因

此，獲取「紐約綠色銀行」提供的融資將對這些重要專案的竣工格外重要。「紐約

綠色銀行」將按照投資標準、盡職調查和財務分析，對第  3 輪獲獎者的每項專案

提供可高達  5,000 萬美元的融資援助。除了「紐約大獎賽」本已提供的  2,000 萬美

元以外，本公告的發佈代表著我們針對「紐約大獎賽」第  3 輪專案建造設計又增

加了一大筆財務援助。第  3 輪獲獎者名單預計將於  2018 年年底公佈。  

 

2015 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在競賽第 1 輪中為遍佈全州

的 83 個社區提供了  800 萬美元用於展開微電網可行性研究。近  150 個社區申請

參與了首輪競賽。在第  1 輪競賽中，公共設施起到了積極作用，確定了「電網機

會區」，即修建微電網可減少公用設施系統限制的地理區域，並可延遲支付昂貴的

基礎設施投資成本。公用設施部門還幫助各大社區和其他合作夥伴提交申請。第  1 

輪和第 2 輪的融資款項總額達到了近  2,000 萬美元。  

 

「紐約大獎賽」接收的申請來源於各種社區組織、當地政府、非營利機構、開發

商、營利性公司和市政當局所有的公共設施部門。獲得融資的  11 項專案分別位於

以下地區：  

•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帝國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大學高地  

(University Heights) 

•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錫拉丘茲市  (City of Syracuse) 

•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亨廷頓鎮 (Town of Huntington)；洛克維爾中心  

(Rockville Centre)；自由港村 (Village of Freeport) 

•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布朗克斯東部  (East Bronx)；克拉克森大道  

(Clarkson Avenue)；陽光調車場  (Sunnyside Yards) 

•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賓漢姆頓市 (City of Binghamton) 

• 紐約州西部  (Western New York)： 布法羅-尼亞加拉醫學園  (Buffalo-Niagara 

Medical Campus) 

 

亨廷頓鎮的微電網專案合作夥伴包括：TRC 能源服務  (TRC Energy Services)、國

家電網 (National Grid)、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PSEG) Long Island) 和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紐約

電力局 (NYPA) 將為由電力局指派和實施的專案直接提供融資。  

 

如需了解完整的專案介紹清單，請造訪此處。  

 

紐約州能源與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霍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社區微電網是葛謨州長推出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促進能源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確保電

網的可靠性和適應性。『紐約大獎賽』使得當地各大社區得以設計可以在全州範圍

https://www.nyserda.ny.gov/nyprize-stage2


內推廣的創新型清潔能源企業模型，為紐約民眾獲取能源提供更多選擇，同時保護

我們的社區不受極端天氣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約翰  B. 羅德斯 (John B. Rhodes) 表示：

「『紐約大獎賽』支持葛謨州長推出的雄心勃勃的能源議程，並將強化社區能源體

系，提高其環境適應力。這些社區按照本地能源需求制定能源解決方案。他們所使

用的技術設計和財務商業規劃均從實踐上體現了能源願景改革  (REV) 的原則。」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吉爾  C. 奎寧內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

「在極端天氣和其他停電緊急事件中，微電網是家庭、企業、醫院和其他重要設施

的重要電力來源。它們對我們構建清潔能源未來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各大社區制定

創新型本地能源解決方案——例如創新型微電網——與我們展開合作，構建適用於

現在和將來的能源體系。這些微電網撥款資金使得本州在實現可靠的、可再生能源

目標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紐約電力局  (NYPA) 的全體職員很自豪能夠與亨廷頓

鎮展開合作，作為其能源顧問，幫助該鎮設計和規劃微電網。」  

 

「紐約綠色銀行」總裁阿爾弗萊德 ·葛里芬  (Alfred Griffin) 表示：「『紐約綠色銀

行』很高興能為『紐約大獎賽』的獲獎者提供機會，針對社區前沿微電網專案提供

創新型融資解決方案。社區微電網為『紐約綠色銀行』可再生能源專案資產組合又

添加了一項前景喜人的項目。在我們的所有潛在交易中，我們期待使用一套融資結

構來鼓勵資產組合標準化和規模化發展，這將帶動更大規模的私營市場參與，並最

終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覆蓋面更廣、更便宜、更具環境適應力的清潔能源體系。」  

 

亨廷頓鎮鎮長富蘭克  P. 貝特隆 (Frank P. Petrone) 表示：「我們從『超級颶風  

(Superstorm Sandy)』事件中吸取的一個教訓是：必須確保各類設施能夠提供重要

服務、確保應急避難所能夠獲得持續電力，從爾滿足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需求。這筆

撥款使得亨廷頓鎮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確保像桑迪  (Sandy) 一樣的颶風再次襲來

時，我們能夠無縫過渡到應急模式。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及  NYSERDA 設立『紐

約大獎賽——社區微電網競賽』，並選取亨廷頓鎮作為獲獎者之一。」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簡介  

能源願景改革  (REV) 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頒佈的引領氣候變化應對工作和發展紐

約經濟的一項戰略。REV 旨在透過刺激諸如太陽能、風能和能源效率的清潔技術

的投資，並在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電占比達  50%，從而為所有紐約人建立

一套更清潔、更具彈性、價格適宜的能源體系。「能源願景改革」已經在整個州的

太陽能市場促成近  800% 的增長率，參加節能計畫的  105,000 多個低收入家庭為

此永久性地削減了電費支出，並且在生產製造、工程、以及其他清潔能源技術領域

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工作職位。REV 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在全州範圍內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實現國際認可的目標，即截至  2050 年把排放量減少  

80%。要了解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括州長在清潔技術和創新領域

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http://www.ny.gov/REV4NY
https://twitter.com/Rev4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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