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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將尤蒂卡市轉型專案列入 1,000 萬美元獎金計畫  

  
這筆資金推進 16 個項目，以重建該市未充分利用的建築；支持藝術和文化產品  

  
中心區復興計畫為主要帶頭項目提供資金，此等項目能夠推動州長促進社區繁榮的目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尤蒂卡市 (Utica) 的 16 個轉型專案，以此作為 1,000 萬美元

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撥款的一部分。尤蒂卡市的戰

略投資將重新開發未充分利用的建築，改善包括公園在內的基礎設施，培育新業務，並支

持藝術和文化產品。州長持續設法振興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並為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創造更多機會，這些投資是其中的內容。  

  
「我們致力於把紐約州建設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中心區復興計畫將在我們的經濟復蘇

中發揮重要作用，」葛謨州長表示。「尤蒂卡市的這些項目是復興的一部分，將通過吸

引新的企業、居民和遊客到整個地區，幫助該市邁向更光明的未來。」  

  
「尤蒂卡市正在崛起，在我們關注經濟復蘇的同時，我們重新煥發了活力和樂觀精神，」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的中心區復興計畫項目將進一步創造經

濟機會，改造尤蒂卡市社區，改造歷史建築，創造充滿活力的公共空間，並為當地小企業

提供關鍵支持。」  

  
尤蒂卡市在 2019 年 11 月份被提名為第四輪競賽的獲勝者。利用這筆撥款，該市將推進

那些重新開發未充分利用和歷史意義重大的建築的項目，以刺激商業和住宅的增長。這些

資金還將幫助改善基礎設施的項目；創建和擴大都市公園；加强尤蒂卡市的藝術和文化活

動。這些工作將繼續為尤蒂卡市中心區注入個性、創造力和活力，吸引和歡迎各種各樣的

人，增强社交能力，促進整個都市的流動和探索。  

  
計畫資助項目將會：  

  
將肯普夫地塊 (Kempf Block) 恢復為混合用途建築 - 75 萬美元：重新啟用該市商

業區 (Commercial Business District) 破舊和未充分利用的建築，在 7 個零售店面

新增市價住宅公寓和商業空間。  

  
設立商業援助基金 - 75 萬美元：為重點領域內符合條件的小型企業設立撥款基

金，用於擴大和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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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多用途藝術空間：平價的藝術家生活/工作用房 - 65 萬美元：為當地藝術家及

其家庭建造一棟新的四層混合用途建築，包括社區/商業空間和經濟適用的生活/工

作單元。  

  
康復退伍軍人健身與健康中心 (Rehabilitate Veterans' Fitness and Wellness 

Center) - 65 萬美元：恢復退伍軍人健身中心更衣室和停車場，為市區生活和社區

福祉提供寶貴的娛樂設施。  

  
創建就業中心，培養和吸引多樣化的勞動力 - 62.4 萬美元：建立就業中心，為在

該地區工作的不同人群提供文化和語言上合適的培訓和就業服務。  

  
翻新馬卡托韋恩商業空間 (Macartovin Commercial Space)，吸引企業入駐該市

的商業走廊 - 60 萬美元：對馬卡托韋恩大樓 (Macartovin Building) 空置的一層進

行歷史性的修復，將商業空間引入中心區，從而吸引企業入駐該市中心區域的商業

走廊。  

  
重建奧奈達國家銀行大樓 (Oneida National Bank Building)，建立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的商業廚房/食品孵化器 - 40 萬美元：將前奧奈達國家銀行 

(Oneida National Bank) 五樓的空置空間改造成麥可山谷地區的第一個商業廚房/食

品孵化器。  

  
將新世紀俱樂部 (New Century Club) 改造成現代商業空間 - 37.5 萬美元：修復尤

蒂卡市中心區最具歷史意義的建築之一，即新世紀俱樂部，創造新的商業辦公空

間。  

  
升級斯坦利劇院 (Stanley Theater) - 340,250 美元：通過升級傑納西街 (Genesee 

Street) 入口和售票處，為這座標誌性的劇院創造更受歡迎、更易於進出的結合

面。  

  
修復華盛頓街車庫 (Washington Street Garage)，擴大中心區停車場 - 200 萬美

元：維修中心區三層停車設施，優先對樓板、結構和樓梯塔實施推薦的改進，以

恢復中心區的關鍵停車位。  

  
在蒙森-威廉姆斯·普羅克托藝術學院 (Munson-Williams Proctor Arts Institute) 

創建蒙森·威廉姆斯公園 (Munson-Williams Park) - 819,500 美元：在奧奈達廣場 

(Oneida Square) 社區未充分利用的學院土地上建造大型公共通道公園，並進行藝

術和文化規劃。  

  
拓展公共藝術，打造充滿活力的藝術主題走廊 - 75 萬美元：與當地藝術家合作，

在整個中心區安裝和修復公共藝術裝置。項目要素包括翻新尤蒂卡廣場車庫 (Utica 

Place Garage)、修復標誌性的太陽壁畫 (Sun Mural)，以及建造場所活動中心。  

  



 

 

適應性再利用德薩萊斯包容性社區服務中心 (DeSales Center for Inclusive 

Community Services) - 50 萬美元：啟用 5 萬平方英尺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間，通

過安裝電梯和更換損壞的窗戶，將德薩萊斯大樓 (DeSales Building) 轉變為更具包

容性的、便於進出的社區中心。  

  
啟動自由鐘公園 (Activate Liberty Bell Park) - 278,350 美元：將自由鐘公園改造

為全年多用途的戶外娛樂和公共活動空間，並在冬季提供更好的照明、景觀、硬面

裝潢、傢俱和溜冰場。  

  
賦予根和翅膀：改善卡羅爾 L. 克洛姆斯文化活動中心戶外社區空間 (Bestowing 

Roots and Wings: Improving Outdoor Community Space at the Carol L. 
Crooms Cultural Activities Center) - 11.1 萬美元：將兩塊空地轉換為多功能活

動空間，以補充卡羅爾 L. 克洛姆斯文化活動中心的社區和商業規劃。  

  
修復尤蒂卡公共圖書館傑納西街走廊 (Utica Public Library Genesee Street 

Corridor) - 101,900 美元：修復尤蒂卡圖書館 (Utica Library) 傑納西街 (Genesee 

Street) 入口處的人行道、石柱和集水池，以幫助保護和維護中心區的地標性的市

政機构。  

  
尤蒂卡市制定了一項戰略投資計畫，旨在利用 1,000 萬美元的撥款籌集 30 萬美元的規劃

資金以振興其中心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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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蒂卡市的戰略投資計畫審查了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開發專案、交通專案、住房

專案和其他專案，這些專案均符合社區設立的中心區復興願景並已準備好實施。  

  
這些項目是葛謨州長承諾持續發展尤蒂卡市和麥可山谷地區的最新例證。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投資有能力振興

當地社區，特別是在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挑戰之後。這些戰略項目，通過合作規劃過程

選擇，將創建新的混合用途開發專案，吸引居民和企業到尤蒂卡市，也將促進社區服務，

為所有人在未來幾年享受。我期待著看到這些令人興奮的項目在尤蒂卡市得以實現。」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主任埃裡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確保我們的中心區充滿活力，宜居社區歡迎企業和居民，這是我們推動

紐約州經濟向前發展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這些項目為基礎設施、智慧發展、保護和宜居

空間提供投資——所有這些都對重建我們的都市、州和經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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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創造高品質的經濟適用房，改善基礎

設施，刺激經濟活動，增强紐約州的中心區。尤蒂卡市的這 16 個獲獎專案是那些非常關

心改善社區的人們的精力、創造力和承諾達成的結果。正如我們在其他中心區復興計畫獲

獎社區所看到的，這 1,000 萬美元的投資將吸引人們在中心區生活、工作和娛樂，並將

刺激尤蒂卡市和整個麥可山谷地區的私營部門活動。」  



 

 

  
參議員喬伊·格瑞弗 (Joe Griffo) 表示，「尤蒂卡市有一個創造性和可行的計畫，使他們

能够成功地為其中心區獲得資金。我敦促社區在實施各種項目時，吸收和聽取居民的意

見。」  

  
眾議員瑪麗安娜·布特斯科 (Marianne Buttenschon) 表示，「自從尤蒂卡市中心區復興

計畫撥款公佈以來，我們的社區成員、商界領袖和各級政府已經走到一起，共同開發專

案，致力於振興尤蒂卡市中心區。選定的項目將建立在該市現有的公私夥伴關係的基礎

上，並將確保麥可山谷地區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供子孫後代生活和工作。感謝所有參與使

這些項目成為可能的人，我將繼續盡我所能支持社區的成功。」  

  
奧奈達郡郡長小安東尼 J. 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示，「奧奈達郡正在尤蒂

卡市中心區走廊進行重大投資，我們歡迎本州參與這項正在進行的工作。」  

  
尤蒂卡市市長羅伯特·帕米瑞 (Robert Palmieri)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為尤蒂卡市繼續

積極改造市區走廊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這些項目是强有力的公私夥伴關係，將成為

經濟發展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催化劑。 尤蒂卡市的申請付出了很多努力，這些努力正在得

到認可。 我感謝所有參與中心區復興計畫過程的人和葛謨州長對我們社區的投資。」  

  
中心區復興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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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區復興計畫代表了前所未有的、創新的從計畫到行動戰略，將戰略規劃與立即實施結

合起來。  

  
在中心區復興計畫最開始實施的四年中，本州承諾為振興做好準備並且有潛力吸引再開

發、商業、就業創造、更大的經濟和住房多元化以及機會的中心區投資 4 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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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區復興計畫由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領導。社區獲得了私營部門的專家、州務院

領導的州政府員工小組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共同合作，以及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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