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布朗克斯區  (BRONX) 耗資  6,50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現已破土動工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承諾的一項任務是提供長期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   

  

格蘭德住宅區  (The Grand) 在希望山鎮  (Mt Hope) 和大學高地街區  (University 

Heights) 動工建造，提供  138 套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在布朗克斯區動工建造格蘭德住宅區，該住宅區有三

棟多戶住宅租賃建築，提供  138 套經濟適用房。該項目從屬於葛謨州長於  2017 財

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設立的空前規模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計畫，透過建造或

整修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來提供長期生活輔助住房、經濟

適用房以及現場服務，從而幫助曾經居無定所的殘障租戶在社區內體面地生

活。 格蘭德住宅區是葛謨州長就任以來由少數族裔人士所有企業從無到有建造的

最大規模的低成本免稅債券交易項目。  

  

這個斥資 6,500 萬美元的住宅區的合作方包括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索羅博德公司  (Thorobird 

Companies)，這是一家歸少數族裔人士所有的企業；康復病例管理與住宅協會有限

公司 (Association for Rehabilitative Case Management & Housing, Inc., ACMH)，這是

一家非營利生活輔助住房供應機構；紐約市住房保護與開發局  (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計畫的照片請見此處。  

  

「我們為紐約州全體民眾增加經濟機會、住房機會以及就業機會時，我們就是在授

權社區取得更大的成就，」州長葛謨表示。「就安全體面的經濟適用房改變生活

並促進街區繁榮發展的方式而言，布朗克斯區為紐約州以及美國其他地區樹立了很

好的榜樣，」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The%20Grand.pdf


2011 年起，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在布朗克斯區建造了  12,624 套住房並予以維

護，其中將近  6 億美元資金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資助，另外超過  23 億美元

資金由其他公私資源提供。  

  

格蘭德住宅區將在公共交通樞紐附近提供優質經濟適用房，距地鐵  B 號線和 D  

號線僅一個街區，用於幫助建造活躍宜居的社區。該住宅區還將配備社區設施和休

閒娛樂設施，包括景觀屋頂平台，用於鼓勵居民互動。三個屋頂平台還將配備太陽

能電池板，用於提供電力以滿足這些建築的部分能源需求。  

  

三棟建築共有  138 套住房，其中  41 套將留給曾經居無定所並且患有嚴重精神疾病

的成年人，並將長期提供租房補貼金和生活輔助服務。該住宅區將由帝國州生活輔

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資助，該計畫為州長

設立的住房計畫提供服務及運營資金，該住宅區由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負責管理。八套住房將透過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

展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NYC HPD) 分配的資金

獲得基於項目的第  8 類租賃補貼券。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格蘭德住宅區體現了葛謨州長對布朗克斯區做出的發展承諾以及深刻的

見解，即當我們建設城市和州時，會把每個人都納入到該過程中。我們與私人部門

的夥伴合作，從而建造安全廉價的住房，用於為居無定所的人士、退伍軍人以及殘

障同胞帶來希望和機會，使之在這裡安家。」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 ·沙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葛謨州長設立

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匯聚多個州機構，用於解決以弱勢群體為首的居無定所

問題，其中包括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個人。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為格蘭德住宅

區提供資金支持，每年將為  41 套生活輔助住房提供大約  100 萬美元資金，並提供

服務用於幫助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獨立生活並成為其社區內活躍並且有貢獻的成

員。」  

  

參議員古斯塔沃·利維塔  (Gustavo Rivera) 表示，「這個激動人心的建設項目將滿

足多個目標，應當成為標準，供我們在解決紐約州居無定所問題以及經濟適用房危

機方面加以仿效。該項目不僅為不同收入水平的弱勢群體建造經濟適用房，還利用

公私合作、造福於納稅人、為社區內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機會，並利用

科持續能源基礎設施。我期待見證我們行政區內實現這個激動人心的進步項目，  

並歡迎新鄰居入駐其住房。」   

  

眾議員維克多·匹查多  (Victor Pichardo) 表示，「格蘭德住宅區擬提供的住房必將

幫助滿足辛勤工作的布朗克斯區家庭的住房需求，並為我們最弱勢的群體維持體面

的住房。看到這些住房將採用  21 世紀可持續技能技術也十分鼓舞人心。我堅信葛



謨州長、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合作參與這個重要的

住房建設投資項目，必將確保布朗克斯社區獲得經濟適用房。」   

  

布朗克斯區  (Bronx Borough) 行政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指出， 

「建造經濟適用房是我就任以來的首要工作，我們在希望山鎮和大學高地街區完成

的工作見證了我們為實現這個項目而付出的努力。這三棟建築的  138 套住房將提

供真正的混合收入住房，用於滿足中低收入居民的需求，並為最弱勢的居民提供生

活輔助住房。感謝索羅博德公司和康復病例管理與住宅協會有限公司開展這次合

作，並感謝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市所有發揮領導能力，推動我們行政區持續發展的機

構。」  

  

議員費南多·卡布瑞拉  (Fernando Cabrera) 表示，「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也是為

滿足本行政區對經濟適用房的迫切需求邁出的一大步。我很高興為格蘭德住宅區提

供 25 萬美元的基礎建設資金，這個斥資  6,600 萬美元建造的住宅區將增添  138  

套經濟適用房、混合收入住房以及生活輔助住房，並提供生活輔助服務。格蘭德住

宅區體現了葛謨州長和索羅博德公司的遠見卓識，即在貧困城市社區內建造有社會

影響力的可持續住宅區並滿足本地區重要需求。」   

  

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局長瑪利亞 ·托瑞斯-斯普林格  (Maria Torres-Springer)  

表示，「透過紐約住房計畫  (Housing New York)，我們不僅建造了創紀錄數量的經

濟適用房，還創造機會供少數族裔與婦女所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擴大人才庫的人才與多元化。我們很高興與索羅博德

公司合作建設這個活躍的項目，該公司參與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面向當地少數

族裔與婦女所有企業開放的建築機會計畫  (Building Opportunity Initiative)，該項目將

提供 138 套經濟適用房給紐約州極低收入和低收入的民眾，並留出  41 套住房給曾

經居無定所的家庭。感謝索羅博德公司的團隊、本州的同事以及全體建設夥伴分享

我們的承諾，為最弱勢的紐約民眾提供優質的經濟適用房和服務。」   

  

索羅博德公司的管理人員湯姆斯 ·卡姆貝爾 (Thomas Campbell) 表示，「格蘭德住

宅區邁出了第一步，用於為該市一處經濟最困難的地區提供優質的經濟適用房。  

我們的業務並不是建造房屋。我們想建造有吸引力的空間，供居民在其居住的地方

切實感受到自豪和所有權。當你站在屋頂上時，會獲得控制感，一切看起來和感受

起來都更加美好。」   

  

該項目的總建設成本是  6,500 萬美元。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將為三棟建築提

供超過 4,600 萬美元的財政支持，其中包括  3,260 萬美元的免稅私營活動債券。  

該住宅區還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生活輔助住房機會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Opportunity Program) 和中等收入住房計畫  (Middle Income Housing Program) 提供財

政支持。  

  



其他公私資源包括紐約市住房保護與開發局透過其極低收入與低收入民眾負擔力計

畫 (Extremely Low & Low-Income Affordability, ELLA) 以及白思豪 (de Blasio) 市長制

定的紐約住房  2.0 計畫 (Housing New York 2.0 plan) 提供的 1,450 萬美元資金；  

布朗克斯區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提供的 50 萬美元資金；議員費爾

南多·卡布瑞拉 (Fernando Cabrera) 和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 分別透過紐約市

議會 Reso A 基金 (New York City Council Reso A funds) 為該項目資助 25 萬美元。  

  

目前為止，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提供的服務和運營資金致力於在  59 個項目中

為居無定所並且有殘障問題或其他生活困難的個人以及家庭提供  1,000 套長期生活

輔助住房，其中包括格蘭德住宅區。  

  

這個住宅區符合州長設立的遠大目標，即州合同保持  30% 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

企業參與率。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經濟機會辦公室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與少數族裔與婦女所有企業密切合作，提供少數族裔與婦女所有企業

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術援助和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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