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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提供  3,880 萬美元的  

新紐約寬帶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二輪撥款  

 
紐約州南部地區逾  12,800 個家庭和企業將透過第二輪撥款獲得高速寬帶  

 
推進州長設立的目標，即到  2018 年年底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寬帶接入  

 

第二輪撥款和人口普查區  (Census Block，CB) 數據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3,88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給紐

約州南部地區的  17 個項目。這些撥款將為  12,835 個家庭和企業首次提供高速寬

帶，並吸引  117 萬美元的私人配套資金，對紐約州南部地區的第二輪公私投資由

此達到 5,050 萬美元。透過第一輪和第二輪撥款，該計畫為整個地區的高速寬帶提

供總額超過  8,460 萬美元的公私投資。自該計畫設立時起，葛謨州長就為全州  230 

多萬個家庭、企業、機構升級寬帶。  

 

「寬帶如今與電力在將近一個世紀前一樣，對創造經濟機會和推動創新而言不可或

缺，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來說是絕對的必需品，」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撥款將為

家庭和企業提供所需的高速互聯網用來參與現代化經濟並取得成功，朝著為紐約州

全體民眾提供寬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輪撥款共將帶動  2.68 億美元的公私投資，並將支持共計  54 個項目，這些項

目覆蓋服務不足且資源匱乏的社區內的  89,514 個家庭和機構。與查特通訊公司  

(Charter) 根據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的指示開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高速寬帶擴建和升級相結合，第二輪撥款將確保紐約

州  98% 的民眾獲得所需的高速寬帶從而在現代化經濟中取得成功。  

 

獲撥款的項目包括首府地區的  545 個企業和社區錨機構（政府大樓、醫療中心、

高等教育機構、幼兒園到  12 年級基礎教育學校、公共安全場所）。17 個獲撥款

的項目覆蓋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八個縣，面向服務不足的地區和資源匱乏的社區。該

項目將在整個地區鋪設將近  2,355 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為紐約州民眾帶來新的經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awards


濟機會。 

 

紐約州南部地區獲益於寬帶擴建第二輪撥款的鎮  

 

布魯姆縣  (Broome)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Windsor (Village) $1,372,669 $1,830,087 483 

Windsor (Town) $622,390 $829,791 219 

Colesville $531,447 $708,543 187 

Sanford  $152,812 $212,862 53 

Fenton $42,629 $56,835 15 

希芒縣  (Chemung)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Van Etten $407,664 $509,494 224 

希南戈縣  (Chenango)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German $499,371 $624,084 131 

Pitcher $449,815 $562,152 118 

Afton $299,874 $417,781 104 

Coventry $187,570 $250,074 66 

Guilford $137,994 $172,458 39 

特拉華縣  (Delaware)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lochester $1,486,800 $2,123,217 1,344 

Tompkins $1,427,962 $2,039,614 491 

Hamden $1,200,197 $1,501,012 290 

Delhi $1,148,762 $1,435,691 277 

Marsonville $1,002,625 $1,429,115 345 

斯凱勒  (Schuyler)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Orange $245,742 $307,095 155 

Hector $241,470 $301,760 167 

Reading $201,118 $251,293 155 



Montour $180,894 $226,100 95 

Catharine $96,733 $120,888 66 

斯圖本  (Steube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Troupsburg $3,883,558 $5,009,607 488 

Tuscarora $2,921,874 $3,769,434 366 

Woodhull $2,757,622 $3,550,321 369 

Rathbone $2,080,042 $2,677,761 279 

Greenwood $1,957,641 $2,446,592 503 

Jasper $1,039,146 $1,298,688 267 

Prattsburg $1,022,527 $1,278,060 537 

泰奧加縣  (Tioga)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andor $1,030,088 $1,287,336 582 

Tioga $755,279 $943,754 538 

Barton $577,112 $721,248 300 

Spencer $532,983 $666,009 381 

Richford $313,584 $391,885 179 

湯普金斯  (Tompkins)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Enfield $348,280 $435,107 325 

Caroline $245,569 $306,895 140 

Danby $40,049 $50,058 18 

紐約州南部地區第二輪撥款：  

 

公司  項目  州撥款總額  

Armstrong 
Telecommunications 

2 個項目  $16,301,221  

Delhi Telephone 
Company 

1 個項目  $3,392,373  

DTC Cable 1 個項目  $4,432,209  

Empire Telephone 
Corp. 

2 個項目  $2,431,258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4 個項目  $2,046,178  

Haefele TV Inc. 2 個項目  $4,497,012  

MTC Cable 3 個項目  $2,614,266  

Otsego Electric 
Cooperative 

1 個項目  $93,847  

TDS Telecom 1 個項目  $3,018,167 

 
寬帶計畫辦公室  (Broadband Program Office) 正在為即將在  30 天內開始的第三輪撥

款最後定稿《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這輪撥款將設法滿足該計畫的目

標，即為紐約州剩餘的服務不足且資源匱乏的社區提供高速互聯網接入。第三輪撥

款將由溝通美國基金  (Connect America Funds) 補充提供 1.7 億美元資金，聯邦通

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近期把這筆資金分配給了紐約州。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新紐約寬帶計畫成功實現了州長提出的願

景，讓帝國州  (Empire State) 全面實現寬帶連接。今日公佈的第二輪撥款將帶來數

百萬美元的州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用於部署項目，從而為企業、學校、社區提供寬

帶，所有這些機構都需要利用高速寬帶參與全球經濟。」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寬帶與創新執行副總裁傑弗里 ·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表

示，「我們要感謝所有參與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的人，並祝賀今天的優勝

者。今天的撥款讓我們能夠為最亟需的紐約州民眾提供優質寬帶服務。」  

 

紐約州居民可以從此處透過葛謨州長設立的新紐約寬帶計畫查看所在人口普查區關

於第二輪撥款的資格和金額。人口普查區按縣匯總，用於確定在哪些地區實施擴

建。 

 

新紐約寬帶計畫簡介  

認識到寬帶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並基於此前州政府在寬帶部署方面的投資，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2015 年在立法機構的支持下設立了斥資  5 億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

畫。該計畫為紐約州提供撥款用於支持各類項目，從而為紐約州境內服務不足且資

源匱乏的地區提供高速寬帶接入，該計畫優先面向服務不足的地區、圖書館以及教

育機會中心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enters)。 

 

『服務不足』的地區是指有線寬帶運營商提供的最快網絡下載速度低於每秒  25 兆

比特  (Megabits per second，Mbps) 的地區。『資源匱乏』的地區是指唯一有線寬

帶運營商提供的寬帶服務網絡下載速度介於每秒  25 至 99 兆比特之間的地區。該

計畫是州政府提供的國內最大規模並且最具抱負的寬帶撥款，目標是到  2018 年年

底前在整個紐約州境內實現寬帶接入。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senator-schumer-senator-gillibrand-congressman-tonko-and-congressman-collins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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