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富爾頓市及塞尼卡瀑布鎮的轉型項目獲得千萬美元資助金資格  

  
「中心區復興計畫」為主要催化項目提供資金，此等項目有助推動州長發展兩個社區的

目標  

  
項目將會改進濱水社區的設施、建造新的住宅及零售空間，也能支持小型企業及行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富爾頓市 (Fulton) 及塞尼卡瀑布鎮 (Seneca Falls) 的轉型項

目清單，並將項目納入千萬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的資助範圍。富爾頓市的 16 個項目及塞尼卡瀑布鎮的 13 個項目將會改進濱水區

的設施、改造現有建築以開發新的住宅及零售空間，同時支持小型企業及行業的發展。這

些投資是州長振興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經濟並為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及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創造更多機會的長期工作之一。  

  
「我們必須重塑紐約，建設比災難疫情之前更好、更強大的經濟。」葛謨州長表示。

「『中心區復興計畫』之類的計畫可為本地社區提供資源，助其實現大膽的未來遠景。富

爾頓市及塞尼卡瀑布鎮的這些策略投資將能為各自的中心地區注入活力，為今世後代建設

更加美好的空間。」  

  
「健康的中心區對社區的整體經濟健康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我們踏入後疫情未來之時。」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推動紐約州中部地區、

五指湖地區及州內各地的智慧型發展，能夠增強社區實力。今天公佈的富爾頓市及塞尼卡

瀑布鎮項目將能變革這些社區的發展軌道，助其發展成為宜居樂業、適合遊玩的理想居

所。」  

  
富爾頓市——紐約中部地區  

  
富爾頓市在 2019 年 8 月被提名為第四輪競賽的獲勝者。富爾頓市將利用獎金充分開發市

內中心區濱水歷史地區及郡內健康、服務、製造行業及創新企業的經濟動力，用以提高市

內自然文化資源的吸引力。此等投資將能改進濱水社區沿途設施、支持小型企業發展、為

商業及工業資源重新注入活力，並修繕公共步道及提高醫療保健服務。此等投資將能提高

生活質量，創造中心區生活、零售、餐飲及娛樂的新機遇，同時帶來工作機會。  

  
計畫資助項目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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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奧斯威戈市健康組織 (Oswego Health) 的基本服務——2,000,000 美元：擴

展奧斯威戈市健康組織在富爾頓市的設施，為富爾頓市的中心區引進更多醫療服

務。  

  
改造雀巢公司 (Nestle) 舊址中的一棟閒置大樓——1,500,000 美元：將雀巢公司舊

址的一棟閒置大樓翻新並改造成為多功能開發項目。擬定用途包括 55 至 65 個住

宅單位、辦公室空間、餐館及雀巢公司博物館。  

  
開發雀巢公司舊址中的一處新的製造業創業設施——860,000 美元：在雀巢公司舊

址建造新的設施，吸引及擴大先進的製造業初創企業。  

  
設立企業援助資金，提供資源及財政支持，推動中心區復興——750,000 美元：設

立資助基金，幫助本地企業升級建築、採購永久設備，以及提供技術援助。  

  
改進主要生產設施的建築及機器基礎設施——420,000 美元：對胡塔瑪基 

(Huhtamaki) 製造基地的工廠及基礎設施進行升級改造，以保持工作崗位並提高街

區景觀及人行道的安全性。  

  
抬高富爾頓市中心區的藝術及娛樂中心的屋頂——352,000 美元：修繕紐約市社區

藝術中心 (CNY Community Arts Center)，抬高南邊的屋頂，以與現有的夾層屋頂

持平，建造新的實用活動空間並完成建築中的下水道維修工作。  

  
多地點升級改造，營造市中心氛圍——185,000 美元：在富爾頓市中心區域的六個

商業地點實施翻新及擴建工程：河景商場 (Canalview Mall)、卡尤加聖咖啡館 

(Cayuga St Café)、蒂茲布洛克釀酒公司 (Dizzy Block Brewing)、帝國無人機公司

(Empire Drone Company)、富爾頓家庭醫療中心 (Fulton Family Medicine) 及上鎖

酒館餐廳 (Tavern on the Lock) 的擴建工程。  

  
將一棟閒置的歷史建築翻新並改建成酒店及咖啡館——140,000 美元：將位於南一

街 181 號 (181 S. 1st Street) 的一間閒置歷史建築改建成金斯路酒店 (Kings Road 

Inn)，酒店設有 4 至 6 間客房，配有咖啡館及咖啡休息室。  

  
為富爾頓中心區提供休閒快餐——137,000 美元：翻新一棟閒置建築的外牆及內

部，建成櫃檯型餐廳，提供各種全球知名美食。餐廳將會包括一個戶外露臺及得來

速取餐窗口。  

  
在 481 號闡道走廊 (481 Gateway Corridor) 重新開發一座商業建築——112,000 

美元：為新租戶及現有租戶翻新一座從闡道可以見到的沿路商場。新租戶包括理

髮店及美容用品商店。  

  



 

 

提高富爾頓濱水區的景觀及功能，為居民及遊客提供更好的服務——1,713,000 美

元：對濱水區及運河上岸碼頭 (Canal Landing Marina) 實施現代化升級，為劃船

者、遊客及居民建設優質環境及旅遊勝地，同時加強與主中心區的聯繫。  

  
在「中心區復興計畫」劃定的範圍內建設多功能步道——820,000 美元：完成奧斯

威戈河 (Oswego River) 東側的探路者運河牽道 (Pathfinder Canal Towpath) 項

目，在百老匯 (Broadway) 及奧奈達街 (Oneida) 大橋安裝裝飾照明，並在奧奈達

街大橋安裝新的護欄。  

  
翻新圖書館，提高使用圖書館的便利性，為市民及遊客打造文化勝地——311,000 

美元：修繕歷史性的富爾頓公共圖書館 (Fulton Public Library)，設立新的戶外公

共空間及提高安全性。 翻新工程包括修繕兩條疏散樓梯、兩條煙囪，並修建兩個

可連接到步道的戶外聚會空間。  

  
升級富爾頓市的互聯網服務——200,000 美元：安裝光纖及 Wi-Fi 基礎設施，為本

地企業及居民提供可靠的高速互聯網服務。  

  
實施由社區支持的市中心及歷史標志及標識項目——100,000 萬美元：宣傳富爾頓

中心區的景點，包括但不限於歷史街區、探路者步道、牽道及運河景觀步道與紐約

市藝術中心等。  

  
更新市內分區法規，滿足南一街的多用途開發需求——100,000 美元：更新「中心

區復興計畫」地區，特別是南一街的分區法規及規劃指引，以支持及吸引符合中心

區發展遠景的新開發項目。  

  
塞尼卡瀑布鎮——五指湖地區  

  
塞尼卡瀑布鎮在 2019 年 11 月份被提名為第四輪競賽的獲勝者。塞尼卡瀑布鎮中心區位

於福爾街 (Fall Street) 及薩克特街區 (Sackett District) 之間，是一個適合悠閒漫步的社

區；兩個街區可為居民、企業、博物館及遊客提供服務。地區擁有一支接受過良好教育且

積極進取的勞動力隊伍，商業活動活躍，與五指湖地區的交通便利，現正藉著歷史性復興

的契機快速發展。此等項目將能增加歷史文化資產的價值、改進濱水區設施質量，並為小

型企業、旅遊景點及相關基礎設施提供支持。此等投資亦能吸引更多投資項目、提高周邊

項目的影響力，並為中心區的經濟發展計畫提供支持。  

  
計畫資助項目將會：  

  

將國家女性名人堂 (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 打造成為旅遊景點——

1,000,000 美元：翻新地標煙囪、安裝新的永久展覽設施，並建造符合規範的電梯

及外部樓梯井，連接並擴建至二、三、四樓，從而增加博物館空間，提升景點的歷

史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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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奇妙生活博物館 (It's A Wonderful Life Museum)——912,000 美元：擴建博

物館，對建築實施結構加固項目；樓面翻新，展示其歷史面貌；此外還會提高使用

便利性及改進標識。此次擴建是首個施工階段，預計後期還會實施多階段的修建項

目。  

  
啟用州街 (State Street) 車站——605,000 美元：改造火車站歷史遺跡，建成提供

全面服務的意大利餐廳及宴會廳。  

  
設立建築改造基金——600,000 美元：設立建築改造基金，為中心區的建築業主提

供資助金，用於建築物的外牆及內部改造。  

  
翻新古爾德酒店 (Gould Hotel)——405,000 美元：翻新酒店一樓，包括大堂升

級，並將餐廳改建成雙用途的咖啡館及美食雞尾酒酒廊，酒店的酒吧亦會搬遷。  

  
翻新亨廷頓 (Huntington) 歷史建築——400,000 美元：將亨廷頓歷史建築改建成 

50 個單位的平價住宅樓。一半單位將會作為退伍軍人的永久輔助房屋。  

  
推出烹飪藝術工作室及公寓——400,000 美元：翻新中心區的兩棟建築，將一樓改

建成參與型的烹飪藝術工作室，並將閒置高層改建成平價住房單位。  

  
在五指湖健康機構設立住宅單位——400,000 美元：將聖派翠克學校 (St. Patrick's 

School) 舊址的二樓閒置課室改建成多功能設施，配套 10 個平價住宅單位。  

  
翻新丹尼爾斯街區 (Daniels Block)——253,200 美元：將丹尼爾斯街區的閒置三

樓空間改建成五套挑高的無阻礙住宅單位，並配套新的三站式電梯。  

  
北側運河升級工程——3,690,000 美元：人民公園 (People's Park) 的升級工程包

括增加道路及河景觀賞甲板、埋設電線及提高從中心區前往運河的便利性。  

  
修繕塞尼卡瀑布鎮的文物資訊中心 (Heritage & Information Center)——533,082 

美元：升級文化資訊中心，包括修繕樓面、升級內部永久展品、安裝新的電梯及

翻新劃船者空間。  

  
改進社區的娛樂設施——324,000 美元：為塞尼卡瀑布鎮滑板公園 (Skate Park) 

安裝「街頭滑板聯賽 (street league)」障礙物，並在社區娛樂中心安裝符合《美國

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的皮划艇下水裝置。  

  
升級盧多維科雕塑 (Ludovico Sculpture) 步道——177,718 美元：建設一個新的

入口廣場、將步道升級為無阻礙步道，並增加雕塑解說牌。  

  
兩個社區均制定戰略投資計畫，旨在利用從千萬美元獎金獲得的 30 萬美元復興中心區域

規劃資金。地方規劃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市政代表、社區領導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該委員會



 

 

將領導這項工作，並由私人部門的專家和州規劃人員組成的團隊提供支持。戰略投資計畫

將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開發項目、交通項目、住房項目、社區項目。這些項

目均符合社區設立的中心區復興願景並已準備好實施。  

  
此等項目是葛謨州長支持富爾頓、塞尼卡瀑布市、紐約州中部地區及五指湖地區長期工作

的最新例證。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的投資能夠

為本地社區注入全新活力，助其做好準備以迎接後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時期，建設更加

美好的未來。這些戰略項目均通過了合作規劃選拔流程，將能充分利用私人投資項目，幫

助富爾頓及塞尼卡瀑布鎮打造充滿活力的中心區，為社區帶來各種商業及住房機會，增加

社區設施。此等獲獎項目將能成為各市重啟經濟的動力，我亦期待這些充滿前景的項目能

夠成功實施，為本地居民建設健康未來。」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廳長魯斯安妮·維斯

納斯卡斯表示，「『葛謨州長的中心區復興計畫』幫助各個市區充分發揮本地潛力。專

項投資能夠幫助我們將州內的各個中心區打造成為充滿活力及吸引力的市區中心。富爾頓

市及塞尼卡瀑布鎮的 29 個得獎項目將會創造新的住房及商業機遇、改進基礎設施及推動

經濟發展，讓居民得享長久利益。」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克·

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富爾頓及塞尼卡瀑布市的此等『中心區復興計畫』專項投

資由社區領導實施，有助提供經濟發展的必要動力，支持本地企業及促進發展。『中心區

復興計畫』轉型項目繼續改善州內各個社區的生活品質，為我們的工作提供進一步的支

持，幫助我們為子孫後代重塑及重建實力更強的紐約。」  

  
五指湖地區經濟發展理事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共同主席、

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總裁兼執行長鮑勃·達菲 

(Bob Duffy) 以及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西奧分校 (SUNY Geneseo) 校長丹尼斯·巴特斯 

(Denise Battles)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投資於塞尼卡瀑布鎮獨特的本地資產，以

此推動經濟復甦，為這美麗的中心區域創造工作崗位、吸引私人投資。這些多元化的戰略

項目將幫助推動建設商業區，並鞏固我們的發展勢頭以確保五指湖地區繼續發展。」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中心區振興計畫』投資當地資產以支

持富爾頓市的經濟振興，這將吸引就業和私人投資，從而進一步改造中心區域。此等多元

化的戰略項目無疑可以推動我們的專項工作，為地區發展提供動力，確保紐約州中部地區

繼續崛起。」  

  



 

 

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中心區一般都是社區中心，針對中心區的投資

一般都能帶來深遠的變革性影響。」參議員帕蒂·里奇表示。 「今日公佈的項目充分利用

富爾頓市內的一些大型資產，包括本地的悠久歷史及濱水地區。很高興看到此等項目在發

展市內經濟及提高地區的生活、工作及遊玩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眾議員威廉姆·巴克雷 (William Barclay)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正在幫助社區轉

型，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居民提供各種機會。富爾頓市及塞尼卡瀑布鎮將能提高本地濱水

地區及周邊資產的環境，轉型效果令人期待。我非常期待這些項目能夠順利竣工，親身感

受項目對於居民、小型企業及本地經濟的影響。」  

  
州眾議院議員傑弗·加里汗 (Jeff Gallahan) 表示，「北部大街及中心區是紐約州的寶貴資

產，這些區域的成功是紐約經濟復興的必要條件。 塞尼卡瀑布鎮的此項投資將能為 13 個

項目提供資金，提高地區的生活、工作及娛樂環境。 能夠展示塞尼卡瀑布鎮的悠久歷

史，我深感榮幸；對於『中心區復興計畫』為塞尼卡瀑布鎮營造的光明未來，我則滿懷期

待。」  

  
富爾頓市市長迪安娜·邁克爾斯 (Deana Michaels) 表示，「富爾頓市的此等投資將能幫助

中心區實現轉型，並為小型企業提供支持。我非常感謝州長對於『中心區復興計畫』的長

期支持，此等支持將能幫助富爾頓市順利度過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迎接更為強大的未

來。 今天公佈的項目將能幫助振興社區、支持小型企業及促進經濟發展。」  

  
塞尼卡瀑布鎮鎮長邁克爾·費拉拉 (Michael Ferrara) 表示，「塞尼卡瀑布鎮入選『中心區

復興計畫』的項目將能為整個社區及地區提供發展動力。投資重要的文化資產、支持小型

企業及創造新的住房機會等舉措將能引領塞尼卡瀑布鎮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我期待這些

項目能夠順利實施。」  

  
中心區復興計畫簡介  

  
安德魯·葛謨州長在 2016 年推出了一項重大舉措——「中心區復興計畫」。州長利用此項

計畫積極加快和擴大中心區和附近地區的振興，使其成為本州所有十個地區的活動中心和

投資催化劑。這項計畫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新戰略，涵蓋從規劃至實施的各個階段，並將

戰略規劃與即時實施結合起來。  

  
州政府在四年中已經投入 4 億美元，對具有復興基礎及再開發、商業、就業、經濟發展

及多元住房潛力的中心區注入投資。參與該計畫的社區由紐約州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

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根據中心區的改造潛力提名，每個社區獲

得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制定中心區戰略投資計畫，並執行有帶動作用的重要項目，用

於推動社區實現復興願景。此項復興計畫由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領導。社區獲得了以下機構及人員的支持：私營領域的專家、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領導的州政府員工小組（與帝國州發展公司密切合作）及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ttp://www.ny.gov/programs/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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