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耗資  3,00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房開發工程現已破土動工   

  

66 套鄰近公共交通設施的混合收入租用公寓房現已在南安普頓鎮  (Town of 

Southampton) 破土動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啟動新的經濟適用房開發工程的施工作業，其中包

擴  11 棟多戶家庭建築物，共  66 套經濟適用公寓房。該住房專案名為史皮恩克公

租房  (Speonk Commons)，將坐落於鄰近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的一個地區，週邊擁有多種零售和商業建築物，從爾為工薪階層的家庭提供優質

的經濟適用房。這  11 棟建築物的設計將融入南安普頓鎮的鄉土美學元素，匹配

週邊區域的歷史、建築和自然風光特色。  

  

「擴大經濟適用房的覆蓋面是我們工作的頭等要務，透過投資這類住房開發專案

的建築施工，我們正確保越來越多辛勤勞作的長島居民能夠擁有一處可以被稱之

為『家』的體面住處。」州長葛謨表示。「位於薩福克郡的新公寓房將鄰近公共

交通設施，使得這些紐約民眾能夠養家糊口，從爾幫助我們為所有民眾構建一個

更美好、更強大的帝國州  (Empire State)。」  

  

史皮恩克公租房包擴兩組建築群的開發。第一處建築群位於史皮恩克村  (Hamlet of 

Speonk) 北菲利普大道  41 號 (41 North Phillips Avenue)，將由  8 棟兩層樓的建築

物構成，共可提供  38 套租用房。這處建築群將包擴  12 套單間公寓、14 套一室

一廳公寓和  12 套兩室一廳公寓。這  8 棟建築中的一棟將在一樓設有一處佔地  

2,304 平方呎的零售空間。這處史皮恩克的建築物距離長島鐵路蒙托克史皮恩克分

站  (Long Island Rail Road Montauk Branch Speonk) 僅需短暫步行即可，並鄰近各種

本地企業，包擴零售店和餐館。  

  

第二處建築群則位於桑迪豪洛路  161 號  (161 Sandy Hollow Road)，將由  3 棟兩層

樓建築物構成，提供  28 套租用房。這處建築群將包擴  14 套單間公寓、12 套一



 

 

室一廳公寓和  2 套兩室一廳公寓。這處建築物目前處於空置狀態，此前則用於砂

礫開採。 

  

這兩處建築群將達到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新低層住房施工建築專案  (Low-

rise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 Program) 的能效要求，並將達到領先能源和環境

設計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LEED) 的住房標準。太陽能

電池板也將被用於兩處專案之中。當太陽能電池板與電力供暖和水暖相結合時，

將大大降低這些新住房開發專案的碳足跡。  

  

本住房開發專案的總成本為  3,000 萬美元。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提供了價值  1,298,000 美元的低收入住房退

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Credits)，並將產生  13,497,850 美元的股權；另外，  

價值  469,692 美元的紐約州低收入住房退稅額將產生  3,005,731 美元的股權；  

且住房信託基金  (Housing Trust Fund) 還提供了  3,146,676 美元的資金。  

  

本開發專案還獲得了薩福克郡提供的價值  220 萬美元的購置性貸款；來自社區維

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提供的 450 萬貸款；來自摩根士丹

利  (Morgan Stanley) 結算資金提供的  250 萬美元；和來自南安普頓鎮住房管理局  

(Southampton Housing Authority) 提供的 250,000 美元。  

  

毛租金（租金加水電費）為每月  950 美元到 1,715 美元，將為收入在本地區中位

收入  50% 至  85% 的家庭提供。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史皮恩克公租房將為南安普頓鎮提供  66 套頗具吸引力的經濟適用公寓

房，使得中低收入家庭能夠繼續在其稱之為『家』的社區內生活。這一開發專案

充分展示了葛謨州長正在兌現其承諾，在紐約州各地修建經濟適用住房。」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修建這類新的經濟適用房將提供優質住房，並可將能效、

可再生能源納入這項專案之中，達到領先能源和環境設計  (LEED) 認證提出的高標

準。本專案強調了我們的工作要務，即葛謨州長要求的確保紐約建築群的能效更

高、更易承受，使得紐約民眾擁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家』的更舒適、更健康的住

處。」  

  

參議員肯·拉瓦爾  (Ken LaValle) 表示，「這處新住房將為本地家庭提供經濟適用

房，緩解他們所面臨的一些財務窘境。本專案展示了多個層級的政府機構如何透

過合作使得我們的居民能夠更易承受長島的生活。此外，本專案還運用了世界一



 

 

流的綠色技術，不僅環保，還有利於預算規劃。這些實際成果將帶來深遠的影

響，為本地居民提供更易承受的未來和更高品質的生活。」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史皮恩克公租房和其他類似專案充

分展示了薩福克郡在提供經濟適用、交通便利的開發專案方面所做出的承諾。  

這些專案將連接活力四射的中心城區，有利於維持本地區的經濟增長。薩福克郡

很榮幸能夠透過勞動力住房資本專案土地購置計畫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Workforce Housing Capital Program) 提供 130 萬美元，用於抵消土地購置成本，  

幫助本專案成為現實。」   

  

南安普頓鎮鎮長傑·施耐德曼  (Jay Schneiderman) 指出，「本專案充分理解了和

滿足了勞動力隊伍對經濟適用住房的迫切需求，是我們與社區緊密合作所取得的

成果。」  

  

南安普頓鎮住房和社區開發主管戴安娜 ·維爾  (Diana Weir)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

到這些住房將能夠滿足南安普頓迫在眉睫的住房需求，即經濟適用租用房需

求。」  

  

南安普頓鎮住房管理局執行局長小柯蒂斯 ·海史密斯  (Curtis Highsmith Jr.) 表示，

「可承受性和可達到性是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的真諦。能夠在南安普頓鎮實

現這一夢想是個絕佳範例，展示了這個夢想能夠在任何地方實現。這一輪令人難

以置信的團隊合作由來自喬治卡綠色風險投資公司  (Georgica Green Ventures, LLC) 

的戴維·伽羅  (Dave Gallo) 及其優秀員工領導，爭取獲得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署、紐約州首席檢察官辦公室  (NY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薩福克郡議會

成員布里吉特·弗萊明  (Bridget Fleming)、傑森·斯馬琴  (Jason Smagin)、薩福克郡

社區開發辦公室  (Suffolk County Community Development)、長島激進聯盟  (Long 

Island Progressive Coalition) 的麗莎·泰森 (Lisa Tyson)、瑞希·庫伯  (Resi Cooper)、

吉姆·莫格 (Jim Morgo)、多倫多道明銀行  (TD Bank) 和雷蒙詹姆斯  (Raymond 

James) 的大力支持。這也展示了只有大家團結一致才能使得夢想成真。」   

  

本地計畫支持公司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LISC) 的紐約州住房穩

定激進主管艾倫娜·卡盧瓦  (Helene Caloir) 表示，「史皮恩克公租房距離史皮恩克

長島鐵路 (LIRR) 列車站僅僅幾步之遙，充分結合了人們對經濟適用房的迫切需

求、公共交通便利服務和通勤服務業務等幾個要素。本地計畫支持公司  (LISC)  

很榮幸能夠幫助該專案融資，利用首席檢察官施耐德曼  (Schneiderman) 提供的資

源，使得這一注重交通便利的開發專案成為一個典範。熱烈祝賀南安普頓鎮住房

管理局和喬治卡綠色風險投資  (Georgica Green) 啟動這一開發專案，滿足一系列

社區的需求。」   

  



 

 

喬治卡綠色風險公司總裁戴維·伽羅  (David Gallo) 表示，「喬治卡綠色風險公司

很高興能與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及其署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南安普頓

鎮住房管理局、南安普頓鎮及當地社區、薩福克郡、TD 銀行、雷蒙·詹姆斯、  

首席檢察官辦公室、LISC 和社區維護公司展開合作。啟動南安普頓鎮的首個經濟

適用房開發專案的確需要真正的團隊努力，我們期待著見證這些經濟適用房能夠

成為所有社區的一筆財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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