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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580 萬美元改造和修繕紐約州  338 套業主自住房屋  
  

迄今為止此計畫已撥款  1 億 7 千  4 百萬建造或改進  9,000 套房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將近  580 萬美元建造、改造、修繕紐約州  338 

套符合收入條件家庭的房屋。這些資金透過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NYS HCR) 保障性住房所有權發展計畫  

(Affordable Home Own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發放，並由保障性住房公司  

(Affordable Housing Corporation) 負責管理。迄今為止，該計畫已投資  1 億 7 千 4 

百萬建造或改進  9,000 套房屋。  

 

「這項基金將幫助紐約州全州各地的人們實現和維護作為房屋業主的美國夢，」葛

謨州長表示。「此計畫使得我們朝著目標又邁進了一步，確保全體紐約人都有機會

住在被稱之為家的安全得體並價格合理的地方。  」  

 

今日公佈的撥款將用於修繕現有的業主自住獨立房屋或多戶房屋、公寓房或合作公

寓；收購並改造業主自住房屋供出售，包括獨立房屋和多戶房屋、公寓房，或合作

公寓；建造新的業主自住房屋供出售，包括獨立房屋和多戶房屋、公寓房或合作公

寓，其中包括取代破舊的拖車住房和活動房屋。  

 

房屋和社區重建專員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安

全高質的房屋可以刺激家庭和社區的經濟活力。保障性住房所有權發展計畫可幫助

更多辛勤工作的家庭實現擁有房屋的夢想，並在更穩定和更具活力的社區安居樂

業。這些撥款體現了葛謨州長確保所有的紐約人都可以擁有可負擔住房的承諾。」  

 

撥款包括：  

 

向紐約州西部  (Western NY) 89 套房屋撥款近  180 萬美元：  



•  向卡特羅格斯社區行動有限公司  (Cattaraugus Community Action, Inc.) 撥款 

75 萬美元以修繕位於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County) 的近 39 套散在房

屋。  

•  向公民發展与平等機遇有限公司  (Citizen’s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nd 

Equality, Inc.) 撥款 40 萬美元以幫助修繕位於肖托夸縣  (Chautauqua County) 

詹姆斯敦市  (City of Jamestown) 的近 16 套散在房屋。  

•  向公民發展与平等機遇有限公司  (Citizen’s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nd 

Equality, Inc.) 撥款 14 萬美元以收購和改建位於肖托夸縣詹姆斯敦市的近四

套散在房屋。  

•  向水牛城社區重建有限公司  (Buffalo Neighborhood Stabilization Co., Inc.) 撥款 

50 萬美元以幫助修繕位於伊利縣  (Erie County) 水牛城 (City of Buffalo) 的約 

30 套散在房屋。  

向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73 套房屋撥款 160 萬美元：  

•  向農村房屋機遇協作公司  (Rural Housing Opportunities Corporation) 撥款 35 

萬美元以收購和改建位於傑納西縣  (Genesee) 、門羅縣 (Monroe) 以及奧爾

蘭縣 (Orleans) 的約  10 套散在房屋。   

•  向場景高地協會有限公司  (Marketview Heights Association, Inc.) 撥款 75 萬美

元以幫助修繕位於門羅縣  (Monroe) 的約 25 套散在房屋。   

•  向羅切斯特社區作業有限公司  (NeighborWorks Rochester, Inc.) 撥款 49 萬 1 

千美元以修繕位於門羅縣  (Monroe) 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的約 38 

套散在房屋。  

向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120 套房屋撥款  80 萬美元：  

•  向斯塔頓島社區房屋服務公司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of Staten 

Island) 撥款 80 萬美元以修繕位於里奇蒙縣  (Richmond County) 的約 120 套

散在房屋。  

向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29 套房屋撥款  76 萬 6 千美元：  

•  向乌提卡社區房屋服務有限公司  (Utica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Inc.) 

撥款 49 萬美元以幫助修繕位於奧奈達縣  (Oneida County) 乌提卡市  (City of 

Utica) 的約 14 套散在房屋。   

•  向富爾頓縣社區遺產協作公司  (Fulton County Community Heritage 

Corporation) 撥款 27 萬 6 千美元以幫助修繕位於富爾頓縣  (Fulton County) 

的約 15 套散在房屋。  

向紐約州中部  (Central NY) 20 套房屋撥款  60 萬美元：  



•  向奧農達加縣社區發展部  (Onondaga Coun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Division) 撥款 60 萬美元以幫助修繕位於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的

約 20 套散在房屋。  

向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7 套房屋撥款 28 萬美元：  

•  向伊薩卡社區房屋服務有限公司  (Ithaca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Inc.) 

撥款 28 萬美元以幫助興建位於湯普金斯縣  (Tompkins County) 伊薩卡市 

(City of Ithaca) 的七套連棟屋。  

保障性住房所有權發展計畫按每套房屋最高  4 萬美元提供資金給符合條件的自治

市、市政住房管理機構以及其他建設保障性住房或資助房主做必要修繕的非營利組

織和慈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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