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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將斯克內克塔迪市的 13 個轉型專案列入 1,000 萬美元獎金計畫  

  
資助 13 個項目以加强中心區與濱水區的聯系；改變現有建築的用途；支持當地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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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了在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 的 13 個項目，這些項

目將在該市不斷發展的中心區與濱水區之間建立聯系以改造現有建築以創造混合使用的空

間，並提升當地的藝術景觀。這些投資由斯克內克塔迪市通過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提供的 1,000 萬美元撥款提供資金，反映了州

長為振興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和在整個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創造更多機會所作的持

續努力。  

  
「我們要讓紐約州的經濟恢復到比以前更强大、更好的狀態，就必須對未來有一個大膽的

設想，」葛謨州長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正在幫助斯克內克塔迪市等社區連接當地的

經濟活動中心，重振未被充分利用或休眠的建築，迎接他們共同的願景，創造更美好、更

繁榮的明天。」  

  
「通過我們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我們通過進一步連接濱水區和不斷發展的中心區來加强斯

克內克塔迪市的歷史魅力，」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今天宣佈的項

目不僅將加强當地經濟，而且將在我們關注經濟復蘇的同時，為小企業提供急需的推動

力。」  

  
斯克內克塔迪市 - 首府地區  

  
斯克內克塔迪市在 2019 年 11 月份被提名為第四輪競賽的獲勝者。斯克內克塔迪市將利

用最近在磨坊區 (Mill District)、莫霍克港 (Mohawk Harbor) 和中心區的勢頭和投資，為

遊客、居民和企業創造更有凝聚力、更有活力的目的地。這些項目的重點是在都市不斷增

長的中心區和濱水區發展之間建立聯系。這包括行人、車輛和自行車道路集成了尋路標記

和標識。該項目還優先考慮新的混合用途開發專案以吸引新的商業、就業機會和伊利大道 

(Erie Boulevard) 沿線的活動，這是這些增長地區之間的主要連接。  

該計畫資助的項目將：  

  
• 改造州街 (State Street) 和柯林頓街 (Clinton Street) 附近未充分利用的街

區 - 275 萬美元：將三個未充分利用的都市街區改造為一個多功能開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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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包括 90 多個公寓，5,000 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間，50,000 平方英尺的醫

療辦公空間，以及通過對現有建築和新建築的適應性再利用來實現的停車。  

  
• 改造歷史建築以適應再利用，煉金術都市遊樂場 (Alchemy Urban 

Playground) - 30 萬美元：翻新伊利大道 (Erie Boulevard) 上的兩棟建築，

為當地藝術家創建四個藝術工作室、一個零售畫廊、一個活動空間和兩個創

客/培訓空間。注重少數族裔和青年的技能培訓。  

  
• 改善主要走廊沿線的立面和結構 - 60 萬美元：門面改善基金將加强三條走

廊的現有建築，包括下州街 (Lower State Street)、拉斐特街 (Lafayette 

Street) 和小義大利街 (Little Italy)。  

  
• 為 SEAT 勞動力培訓中心 (SEAT Workforce Training Center) 完成建築

改進 - 42.8 萬美元：完成門面和場地改造，完成全面的建築裝修，將容納

年輕人的 SEAT 勞動力培訓中心。  

  
• 翻新前科恩大樓 (Cohn Building)，創造新的零售和辦公空間 - 42.5 萬美

元：將一棟空置建築改建為一層零售和二層辦公的混合使用空間，並在附

近新建 28 個停車位。  

  
• 延伸北傑伊街 (North Jay Street) 並改善馬克森路 (Maxon Road) - 200 萬

美元：將北傑街從其死角東北方向延伸至諾特街 (Nott Street) 和馬克遜路 

(Maxon Road) 的交叉口，在中心區和莫霍克港 (Mohawk Harbor) 之間建立

新的連接。  

  
• 沿柯林頓街 (Clinton St) 和北百老匯 (North Broadway) 安裝新照明設備 - 

87.5 萬美元：用節能 LED 照明取代現有的街道照明，同時支持「智慧都

市」科技。柯林頓街 (Clinton Street) 位於州街 (State Street) 和佛蘭克林街 

(Franklin Street) 之間，北百老匯 (North Broadway) 位於州街和聯合街 

(Union Street) 之間。  

  
• 擴建艾可遺址步道 (Alco Heritage Trail) 及建造帝國州步道通道 (Empire 

State Trail Gateway) - 76 萬美元：將艾可遺址步道徑由現時位於河街 

(River Street) 的終點延伸至前街公園 (Front Street Park)。在莫霍克港安裝

資訊亭和小廣場區域，作為通往紐約州帝國步道 (New York State Empire 

Trail) 的門戶，提供導航和旅遊資訊。  

  
• 改善市政廳廣場 (City Hall Square) 和傑伊街 (Jay Street) 的交通流通 - 

42.5 萬美元：市政廳周圍的公共廣場改造，以及傑伊街改為市政廳和聯合

街之間的雙向交通。  

  



 

 

• 重新開放並升級艾可隧道步道 (Alco Tunnel Trail) -35 萬美元：改善現有

隧道，提供照明和連接通道，以便在伊利大道和傑伊街/莫霍克哈德遜自行

車道 (Mohawk Hudson Bikeway) 之間提供行人和自行車道路。  

  
• 在整個中心區安裝公共藝術設施 - 28.7 萬美元：多方面的公共藝術倡議，

用於創造和安裝壁畫、互動藝術作品、雕塑座位和歷史雕像。  

  
• 升級傑伊街步行道 (Jay Street Pedestrian Walkway) - 25 萬美元：改善公

共空間、照明和排水系統，以支持沿這條受歡迎的走道的當地企業。  

  
• 改善標牌和導向系統 - 25 萬美元：安裝新的標牌，引導居民和遊客通過研

究區域，突出歷史和文化目的地。  

  
斯克內克塔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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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內克塔迪市的戰略投資計畫將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開發專案、交通

專案、住房專案、社區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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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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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戰畧項目，通過合作規劃過程

選擇，將利用私人投資，幫助斯克內克塔迪市實現其願景、充滿活力的中心區與發展中的

濱水區緊密相連。我期待著看到這些令人興奮的項目在斯克內克塔迪市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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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宣佈的 13 個社區指導項目將通過改善都市景觀和加强中心區區與

濱水區之間的物理聯系，為居民和遊客重振斯克內克塔迪市的活力。根據中心區復興計

畫，我們正在投資建設更强大的都市核心區域，這樣斯克內克塔迪市等都市就可以繁榮發

展，充分發揮其經濟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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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斯克內克塔迪市中心區是藝術、娛樂、美食和文化的中

心，最近在莫霍克港的公私投資，以及整個州街和伊利大道走廊都是其支柱。在這一基礎

上，利用莫霍克河 (Mohawk River) 濱水區和帝國州步道等資產，中心區復興計畫項目將

幫助該市產生新的發展，同時支持社區的需求。」  

  
首府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副主席露絲·馬洪尼 (Ruth Mahoney)，科凱銀行 

(KeyBank) 市場總裁兼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校長哈威丹·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iguez) 博士表示，「由於戰略投資吸引了新的居民和就業機會，斯克內克

塔迪市正在經歷一場復興。通過中心區復興計畫支持的項目將在這一進展的基礎上發展，

並有助於建立相互連接的都市核心區，歡迎新的企業和新的遊客，以刺激經濟增長。」  



 

 

  
斯克內克塔迪市市長嘉里·麥卡錫 (Gary McCarthy) 表示，「我的政府與大都會發展管理

局 (Metroplex) 領導的經濟團隊緊密合作，成功地將空置和廢棄的空間轉變為充滿活力、

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引擎。有了這個獎項，我們將建設得更好，並利用我們繁榮的中心區

和振興的濱水區的勢頭。我們感謝紐約州推進這些項目，並感謝參與規劃和外聯行程的地

方規劃委員會和社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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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