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電力局提供的經濟發展配額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創造了超過 100 個就業

機會  

  
紐約電力局董事會批准分配尼亞加拉水電，以刺激 1.45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準予了三項低成本水電項目，將在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創造 102 個就業崗位，並刺激 1.45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紐約電力局位於利文

斯頓鄉 (Lewiston) 的尼亞加拉電力項目 (Niagara Power Project) 提供的 3,580 千瓦水電

獲批授予肖托夸郡 (Chautauqua) 美冷房地產公司 (Americold Real Estate)、尼亞加拉郡 

(Niagara) SGS 回收公司 (SGS Recovery) 和伊利郡 (Erie) 住友橡膠美國公司 (Sumitomo 

Rubber USA)。  

  
「保護環境和支持經濟不是相互排斥的，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提供清潔、可再生能源，直接

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葛謨州長表示。「這三項電力分配將創造 100 多個

就業機會，刺激該地區的投資，同時協助紐約州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我們州致力於創造

讓紐約州全體民眾受益的可再生能源未來，這些撥款是我們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時促進

新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們關注經濟復蘇的同時，我們正在努力確保企業擁有在紐約州發展和成功所需的資

源，」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些水電分配創造高收入的就業機

會、促進了私人投資，並將進一步釋放紐約州西部地區作為疫情過後的未來經濟動力的全

部潜力。」  

  
總部位於佐治亞州的美冷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在全球擁有並運營 238 個溫控倉庫，用於

儲存易腐物品，該公司獲得了 830 千瓦的水電，用於在敦克爾克市 (Dunkirk) 建立新的冷

藏設施，將創造 60 個工作崗位。新設施將為威爾斯企業公司 (Wells Enterprises) 提供倉

庫，威爾斯企業是一家大型的霜淇淋製造商，也是現時紐約電力局的客戶。這座價值 

4,000 多萬美元的設施預計今年晚些時候開始建設。  

  
位于尼亚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的 SGS 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可持续废物管理和

回收公司，该公司计划在尼亚加拉瀑布市租用一座 3 万平方英尺的新建筑，将回收材料

转化为过程工程燃料，在水泥工业中用作化石燃料和石油基燃料的替代品，并因此获得了



 

 

一份 750 千瓦的水电分配。這項耗資近 500 萬美元的項目定於今年晚些時候啟動，將新

增 12 個新職位。  

  
根據葛謨州長於 2020 年 12 月宣佈的新綠色就業標準，紐約電力局準予向 SGS 公司進

行電力分配。新標準允許對紐約電力局經濟發展申請者進行評估，評估他們對紐約州綠色

就業和製造業的支持，幫助在葛謨州長和《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的指導下，推動全州清潔能源經濟

的發展。  

  
住友橡膠美國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生產卡車、轎車、公共汽車和機車用汽車輪胎的公司，

該公司獲得了 2,000 千瓦的水電，以實現其輪胎日產量翻番的重大計畫擴張。這項耗資 

1.22 億美元的擴建計畫定於今年晚些時候啟動，是葛謨州長在三月份宣佈的，將創造 30 

個就業崗位。住友橡膠美國有限責任公司是紐約電力局電力的長期客戶，已經獲得了 

13,500 千瓦的低成本水電，以支持其在托納旺達鎮 (Tonawanda) 工廠的 1,300 多個工作

崗位。帝國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還通過精益求精就業退稅計畫 

(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 Program) 提供 330 萬美元支持擴張，以換取創造就業的承

諾。  

  
紐約電力局局長和水牛城居民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尼亞加拉電力

項目是全州經濟發展的基石，尤其是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它直接支持了數萬個工作崗位。

紐約電力局很榮幸將這三份水電分配給美冷房地產公司、SGS 回收公司和住友橡膠美國

公司，以便這些公司能够在該地區顯著擴張。在我們重建紐約州的過程中，紐約電力局很

高興為繼續振興我們的經濟盡一份力量。」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今天，紐約電力局

董事會將向三家公司授予水電撥款，這將有助於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創造 100 多個就業崗

位。紐約電力局致力於幫助該地區的經濟復蘇，因為我們正努力從 2019 冠狀病毒病中迅

速而安全地恢復。」  

 
尼亞加拉郡低成本水電分配給電力公司尼亞加拉郡水力發電項目半徑 30 英哩範圍內的公

司，或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境內的企業。這些水電關係到該地區數萬份現有

崗位。請在紐約州電力局經濟發展網頁上進一步了解紐約電力局支持的企業發展機會。  

  
紐約州參議員喬治·博瑞羅 (George Borrello) 表示，「美冷房地產公司在敦克爾克市的

冷凍倉庫項目代表了對敦克爾克市社區 4,100 萬美元的投資，將創造 60 多個高薪全職工

作崗位。它還將保護敦克爾克市威爾斯企業公司現有的工作崗位，將該公司的霜淇淋儲存

起來，直到做好發貨準備。對北肖托誇郡來說，這是個令人興奮的項目，也是我們地區經

濟復蘇的一部分。該項目有助於確保肖托誇居民有更光明的未來。感謝紐約電力局董事會

和葛謨州長為支持美冷房地產公司項目提供低成本的尼亞加拉水電。」  

  
紐約州參議員肖恩·里安 (Sean Ryan) 表示，「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提供的低成本水電是整

個紐約州西部地區企業的關鍵資源。作為該地區的主要雇主之一，住友橡膠公司幾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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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為當地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紐約電力局向住友公司分配更多低成本電力的决定將支

持住友公司的擴張，創造更多高薪的當地就業機會，進而加强我們地區的經濟。」  

  
紐約州眾議員比爾·康拉德 (Bill Conrad) 表示，「住友橡膠公司是托納旺達鎮的一個重要

雇主，其即將到來的擴張標誌著該公司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活力及其員工隊伍的持續信

心。紐約電力局分配低成本水電以支持電廠的發展，這是理所當然的，再加上帝國州發展

公司為住友橡膠公司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提供的退稅額，紐約州反過來表明了它願意與支持

我們經濟的公司合作。這些相互支持的投資有利於商業，有利於我們的工人，也有利於我

們的州。」  

  
紐約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這些水電分配將給紐約州西

部地區帶來急需的經濟刺激，以加速該地區的穩定和增長。這項電力項目將在紐約州西部

地區創造 100 多個就業機會，並促進和促進紐約州的清潔能源製造業。我期待著繼續投

資於紐約州西部地區的能源擴張和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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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鞏固了紐約州史無前例的投

資以增加清潔能源，包括全州各地超過 210 億美元的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撥款 

68 億美元以减少建築物排放、撥款 18 億美元以擴大太陽能使用、撥款超過 10 億美元的

清潔運輸倡議，以及超過 12 億美元的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承諾。這些投資加

在一起，將為 2019 年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提供超過 150,000 個就業崗位，自 2011 年以

來分佈式太陽能行業增長 2,100%，並承諾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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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確保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 40% 的收益至少有 35% 直接惠及弱勢

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即在最終使用節約能源方面減少現場能

源消耗 185 英國熱量單位。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州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的

輸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州電力局

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的營

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 @NYPAenergy、

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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