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米拉比托便利店設立新的快速電動車充電站  

  
在米拉比托的五個營運點中，奧尼昂塔市率先利用紐約電力局在州內的「電動汽車變

革」計畫網絡提升快速充電站的便捷性  

  
美國最大型的開放式充電網絡之一  

紐約電力局計畫至年底安裝 150 個快速充電樁，推動本州的清潔能源目標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多間米拉比托便利店 (Mirabito Convenience Store 

locations) 已經規劃五個快速電動車充電中心，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首個啟用的

充電中心。米拉比托與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合作，建設新的

「電動汽車變革 (EVolve Ny)」計畫充電中心，在五個米拉比托營運點推出共 19 個充電

樁。首個營運點位於奧尼昂塔市 (Oneonta) 的米拉比托充電站，這個充電站將會成為紐

約電力局「電動汽車變革」計畫州內充電基礎設施網絡的第七個安裝地點。五個中心將於

今年秋季開始提供服務，屆時將能為紐約民眾提供無排放的充電方式，有助推動州長的清

潔能源遠大目標，包括到 2050 年前利用電氣化及以提高能效的方式減少 2,200 萬噸的碳

排放量，並將溫室氣體排放降低 85%。  

  
「公私合營的方式幫助紐約以低成本的靈活方式建設快速、平價且可靠的電動車公共充電

站網絡。」州長葛謨表示。「在州內的地方市場擴充快速充電方式是鼓勵更多司機選擇

電動車的重要措施。提高民眾對於電動車的接受程度，同時擴大充電設施的覆蓋範圍，能

夠讓更多紐約民眾使用無排放的交通方式，從而大幅降低紐約州路面上的溫室氣體排

放。」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日駕駛電動車前往新充電站的活動現場，為位於奧

尼昂塔市南邊的充電站揭幕；這個充電站是由米拉比托便利店營運的首個充電點。米拉比

托是一間由家族持有及營運的能源零售商，總部位於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在紐約

州中部地區開設了 100 多間便利店。紐約電力局將於今年秋季在米拉比托便利店安裝全

部 19 個充電樁。米拉比托的其他充電點主要位於賓厄姆頓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廊道。充電站計畫於 6 月份開始施工，包括兩個位於錫拉丘茲市的充電站，以及位於城

堡溪 (Castle Creek) 及賓厄姆頓市的便利店。紐約電力局將與米拉比托的各個店面合

作，建設、持有並營運「電動汽車變革計畫」的充電網絡。  

  



 

 

「紐約州的未來應由可再生的清潔能源驅動，而電動車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條件之一。」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今天宣佈的米拉比托便利店五個新的快速電

動車充電中心有助降低碳排放，大幅節省燃料成本，在我們建設更多充電站之際鼓勵紐約

民眾購買電動車。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紐約州都致力於推動更加清潔環保、復原力更強

的重建方式。」  

  
「紐約電力局非常高興能夠與米拉比托合作，這是電力局首次與多充電點營運商合作，本

次合作將能幫助我們大幅擴大覆蓋範圍，讓更多社區能夠方便地使用快速充電設施。」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我們一起合

作，在州內的主要位置部署快速充電樁，此舉有助吸引更多司機選擇零排放汽車，因為他

們知道長途出行時無需為尋找下一個充電站而煩惱。紐約電力局致力於為所有紐約民眾建

設脫碳未來及更健康的環境。」  

  
紐約電力局「電動汽車變革」計畫正在主要道路及市區沿途建設充電基礎設施網絡，以鼓

勵民眾使用電動汽車， 上述充電站亦是這項工作的內容之一。到 2021 年底，「電動汽

車變革」計畫將在紐約州各地安裝多達 150 個充電樁，屆時紐約將會建成美國第三大的

開放式（適合所有電動汽車） 150+ 千瓦快速充電網絡。在「電動汽車變革計畫」的建設

階段之後，紐約民眾將能駕駛任何類型的電動汽車往返以下地區：紐約至蒙托克 

(Montauk)、奧爾巴尼 (Albany) 至 (Montreal)、賓厄姆頓至水牛城 (Buffalo)，沿途的快速

充電站間距為 50 英哩或以下，充電時間僅需 15 至 30 分鐘。  

  
「電動汽車變革」計畫的充電點自去年秋季開放，包括拉格朗日維爾 (LaGrangeville)、

沃特敦鎮 (Watertown)、馬龍鎮 (Malone)、舒倫湖 (Schroon Lake)、費爾波特鄉 

(Fairport)，以及位於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

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最大規模的公共充電中心。  

  
米拉比托：能源創新的引領者  

米拉比托長期以來都在紐約州中部地區提供能源服務。這間家族企業創立於 1927 年，當

時詹姆士·米拉比托 (James Mirabito) 為紐約州諾里奇市 (Norwich) 的居民運送煤炭。公

司長期以來不斷變革及發展，在業務中增加了家用取暖油及丙烷。米拉比托在 1983 年購

入加油站及便利店，目前設有 108 個營運點。在多個營運點加入電動汽車充電站標誌著

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紐約州中部地區的顧客將能充分利用無排放充電服務。  

  
「我們非常開心能夠與『電動汽車變革』計畫合作，因為我們知道電氣『加油』是一個新

興市場，我們亦想參與其中。」執行長喬·米拉比托 (Joe Mirabito) 表示，「根據我們近

百年的能源業務營運經驗，我們知道應該跟隨客戶需求，調整業務、不斷變革。如果我們

的客戶做出如此選擇，那我們也應追隨客戶的腳步。」  

  
奧尼昂塔市充電站位於紐約州 23 號公路 4969 路段 (4969 NY State Route 23)，充電站

設有三個 150 千瓦的直流快速充電樁 (Direct Current Fast Charger, DCFC) 及一個 350 

千瓦的充電樁，能夠以每分鐘 20 英哩的速度為兼容電動車充電。其中兩個充電站將會配

備快速充電連接器、組合式充電系統 (Combined Charging System, CCS) 及 CHAdeMO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v1_url-3Fk-3D1566d711-2D4afdee2b-2D15642e24-2Dac1f6b44fec6-2Dd4fad7b2d55897e5-26q-3D1-26e-3D54ec1f5f-2D4cc7-2D44c7-2Dbd80-2Dc287a64d642c-26u-3Dhttps-253A-252F-252Fwww.nypa.gov-252Fservices-252Fclean-2Denergy-2Dadvisory-2Dservices-252Fevolve-2Dny&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3Dcj7G76NVmGLilWORUbnYzm-FGsIgp5xjb962TcM2Y&m=4yO3F588URcOrDMJKfSGDueg05ZUG12qH-YboPBKfns&s=LkvycJwLHduHnBcp5JUwmBpK88xs8e0_3UlnfBAbTj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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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充電方式，因此所有電動汽車（包括帶適配器的特斯拉汽車 (Tesla)）都能夠在此充

電。充電站設有一個滿足《美國殘障人士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要求的車位。充電樁配備「即插即用」功能，因此特定型號的汽車能夠將車主的付款憑證

連接至充電樁，以此提高付款速度，使用更加方便。  

米拉比托便利店全天 24 小時營業，設有公共洗手間、洗車設施及飲食服務。充電站靠近

多間商店及餐廳，因此顧客充電時亦可散步及購物。唐因都樂 (Dunkin') 甜甜圈店亦將於

今年在 23 號公路開業。  

  
奧尼昂塔市充電站亦是紐約電力局與商業電氣化部門 (Electrify Commercial) 合作開發及

營運的首個充電站。電氣化商業部門是美國電氣化公司 (Electrify America) 的業務部門，

旨在為企業、公用設施及政府機構提供定制的端到端充電解決方案。「電動汽車變革」計

畫的客戶能夠使用信用卡或借記卡輕鬆支付充電費用，亦可使用美國電氣化公司的流動應

用程式，司機利用應用程式即可連接國內的 2,600 多個直流快速充電樁網絡。美國電氣

化公司的全天候客戶服務中心亦可為司機提供支持。  

  
「美國電氣化公司不斷追求創新，建設獨有網絡並始終以客戶作為業務核心，以此幫助組

織快速擴充公司在紐約、美國及加拿大的超快速充電設施。」美國電氣化公司的商業服

務、綠色城市與業務發展部主管雷切爾·摩西 (Rachel Moses) 表示，「與紐約電力局等

具有前瞻意識的組織合作能夠為側重電氣發展的商業企業部署創新的充電解決方案總承包

工程，有助加速可持續交通的發展。」  

 
紐約州電氣集團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and Gas Corporation, NYSEG) 協助紐約電力

局實施及設計為充電站提供支持的電氣系統。  

  
紐約州電氣集團總裁兼執行長卡爾 A. 泰勒 (Carl A. Taylor) 表示，「紐約州電氣集團非

常榮幸能夠為本州計畫提供支持，在我們的服務區域擴充電動汽車充電站的覆蓋範圍，今

日揭幕的奧尼昂塔市充電站即是一例。我們致力於幫助客戶迎接新能源的未來，同時支持

本州的相關能源目標，即擴大電動汽車充電站的覆蓋面。交通領域電氣化有助降低碳排

放，為公司客戶及所有紐約民眾推動持續發展能力更強的能源未來。」  

  
這些新設備同樣為州長的「準備就緒 (Make Ready)」計畫提供支持；該計畫利用投資者

擁有的公用事業公司的資金，在關鍵地點建造電動汽車充電站，以支持擴大電動汽車的使

用，並實現到 2025 年部署超過 5 萬個充電樁的目標。紐約州為電氣化紐約的交通業做出 

10 億美元投資，這將透過減少排放來使空氣更潔淨，使社區更健康，從而為造福包括低

收入或弱勢地區在內的全體紐約民眾而加大對清潔運輸和電氣化交通的使用途徑。計畫轄

下的投資項目及電氣化項目包括「準備就緒」、「電動汽車變革」及「充電紐約 (Charge 

NY)」等，相關項目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及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合作實施，幫助紐約州實現其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所制定的積極清潔能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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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此處共享插頭 (PlugShare) 或下載充電方式 (Chargeway) 應用程式以瞭解位於米拉

比托營運點「電動汽車變革」計畫快速充電樁的資訊及其他後續線上資訊。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

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

過渡、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

州正走上一條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路：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包括到 2030 年

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這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

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40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

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

自 2011 年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

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

潔能源投資產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

標，在終端能源使用中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萬億英制熱單位。  

  
「電動汽車變革」計畫簡介 

「電動汽車變革」計畫是紐約電力局推出的計畫，旨在加速紐約州使用電力汽車的進度。

這一計畫建立了與私營領域的合作關係，以增加快速充電基礎設施，並使電動車更便於紐

約州全體民眾使用。紐約電力局正在主要州際公路、五個主要城市及紐約市機場安裝快速

充電樁。「電動汽車變革」計畫支持紐約州在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 的目

標，亦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在 2021 年推出 1 萬個電動汽車公共充電站的「充電紐約 

2.0」計畫的主要工作。可與我們聯絡或瀏覽此處以瞭解更多資訊。  

  
米拉比托簡介 

米拉比托家庭企業由家族持有及營運，業務範圍遍佈九個州，設有多個部門，包括家用能

源產品與服務部、便利店、批發能源產品與服務部、天然氣與電力部，以及米拉比托卡車

維護業務。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plugshare.com_&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3Dcj7G76NVmGLilWORUbnYzm-FGsIgp5xjb962TcM2Y&m=4yO3F588URcOrDMJKfSGDueg05ZUG12qH-YboPBKfns&s=jrxqKo1voZy65pd6qh3OwyRanBEE-qhfDvMGYc-kx5M&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plugshare.com_&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3Dcj7G76NVmGLilWORUbnYzm-FGsIgp5xjb962TcM2Y&m=4yO3F588URcOrDMJKfSGDueg05ZUG12qH-YboPBKfns&s=jrxqKo1voZy65pd6qh3OwyRanBEE-qhfDvMGYc-kx5M&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v1_url-3Fk-3D51c30dd1-2D0e5834eb-2D51c1f4e4-2Dac1f6b44fec6-2D1bab78a7c4171b58-26q-3D1-26e-3D54ec1f5f-2D4cc7-2D44c7-2Dbd80-2Dc287a64d642c-26u-3Dhttps-253A-252F-252Fwww.chargeway.net-252Fmobile-2Dapp-252F&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3Dcj7G76NVmGLilWORUbnYzm-FGsIgp5xjb962TcM2Y&m=4yO3F588URcOrDMJKfSGDueg05ZUG12qH-YboPBKfns&s=mjOGQvscm35MgVnqAuHLyznyZWFYVz4Jl83GY0f-Fn8&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v1_url-3Fk-3D51c30dd1-2D0e5834eb-2D51c1f4e4-2Dac1f6b44fec6-2D1bab78a7c4171b58-26q-3D1-26e-3D54ec1f5f-2D4cc7-2D44c7-2Dbd80-2Dc287a64d642c-26u-3Dhttps-253A-252F-252Fwww.chargeway.net-252Fmobile-2Dapp-252F&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3Dcj7G76NVmGLilWORUbnYzm-FGsIgp5xjb962TcM2Y&m=4yO3F588URcOrDMJKfSGDueg05ZUG12qH-YboPBKfns&s=mjOGQvscm35MgVnqAuHLyznyZWFYVz4Jl83GY0f-Fn8&e=
mailto:evolveny@nypa.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49939f08-1608a7cf-4991663d-000babd9f75c-3d57631715c3e86c&q=1&e=661afbc1-4616-4011-9d21-a17dbd919c62&u=http%3A%2F%2Fwww.nypa.gov%2Finnovation%2Fprograms%2Fevolveny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ad4f294b-f2d4118c-ad4dd07e-000babd9f75c-19f342b7454deee6&q=1&e=661afbc1-4616-4011-9d21-a17dbd919c62&u=http%3A%2F%2Fwww.mirabito.com%2F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2bdc8dd6-7447b511-2bde74e3-000babd9f75c-cdfa75ef552c04de&q=1&e=661afbc1-4616-4011-9d21-a17dbd919c62&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8F09712786A7D634852586D9005D53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