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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開始建設兩個住房開發專案，這將為門羅郡提供 159 套經濟適用房  

  
惠靈頓北方公寓將為老年人創建 50 套新的可負擔的節能住宅；惠靈頓森林公寓的重大改

造將給克拉克森鎮老化的 109 公寓綜合體帶來新活力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

經濟  

  
庫莫今天宣佈，位於門羅郡 (Monroe) 克拉克森鎮 (Clarkson) 的兩個經濟適用房項目正在

建設中，這兩個項目將共同給家庭和老年人提供 159 套經濟適用房。惠靈頓北方公寓 

(Wellington North) 將是一個價值 1,600 萬美元的老年人可負擔的和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

住房開發專案，在一座新建的建築中提供 50 套公寓。就在隔壁，惠靈頓伍茲公寓 

(Wellington Woods) 耗資 1,900 萬美元的大規模翻修工程將使這座擁有 109 套公寓的經

濟適用房群的壽命延長數十年。  

  
「每個紐約民眾都應該在一天結束時有一個家可以去，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休息，一旦

這些經濟適用房建成，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葛謨州長表示。「惠靈頓北方公寓和惠靈

頓森林公寓是我們經濟適用住房基礎設施和家庭及老年人安全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在我

們繼續建設社區和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 的工作中發揮不可或缺的

作用。」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州致力於為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的

家庭和老年人和老年人提供安全、優質、負擔得起的住房 。隨著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為疫情後的經濟復蘇做好準備，惠靈頓北部公寓和惠靈頓森林公寓將振興克拉克

森 (Clarkson) 社區的住房和生活質量。」  

  
州長承諾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安全可靠、價格適宜的住房。該承諾現已寫入本州推出的、

前所未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房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或保留超過 10 

戶套經濟適用房，其中 6,000 戶住宅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從而在提供住宅的同時處理遊

民問題。  

  
新惠靈頓北方公寓將為老年人提供 50 套經濟適用房  

  



 

 

位於克拉克森鎮惠靈頓森林大道東 (Wellington Woods Drive East) 1100 號的惠靈頓北方

公寓正在成型，將在一個 5 英畝的地塊上建造新的兩層、L 形，電梯可達的建築。這座面

積超過 5.2 萬平方英尺的建築將為 62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 50 套經濟適用房。其中 16 

所公寓是為需要生活服務服務的老年人保留的獨立生活之家。  

  
其中 18 套公寓將為占地區平均收入 (AMI) 30% 的家庭提供服務，32 套公寓將為占地區

中位數收入 50% 或更少的家庭提供服務。其中六套公寓將為有行動障礙的人提供便利，

兩套公寓將為有視覺或聽覺障礙的居民提供便利。  

  
羅徹斯特住房管理局 (Rochester Housing Authority) 將作為一個推薦機构，為需要無障礙

設施的家庭提供服務，並將提供 50 張基於項目第 8 條的代金券，以協助支付租金。當地

的老年人服務提供者 Lifespan 將根據需要提供病例管理、家庭健康和個人護理助理以及

財務諮詢。  

  
每套公寓都有一個露臺或陽臺，前門有一個公共門廊，社區房間後面有一個露臺。 建築

設施包括每層的洗衣房、社區房間、休息室和儲藏室。該物業位於一片樹林地帶，可通往

步行道。  

  
惠靈頓北將滿足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的低層新建築計畫的能源效率和能源與環境設計先

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綠色建築標準 (Green 

Building standards) 的要求。將安裝管道空氣源熱泵系統，為整個建築提供經濟實惠且永

續的加熱和冷卻源。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提供給惠靈頓北方公

寓的融資包括 820 萬美元的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和 540 萬美元的額外補貼。社區保護

公司和大通公司 (Chase) 正在為該項目提供 1,170 萬美元的建設貸款。社區保護公司還

將通過房地美 Optigo 定向平價貸款 (Freddie Mac Optigo Targeted Affordable loan) 提供 

170 萬美元的長期融資。門羅郡正在提供額外的 25 萬美元的家庭資金來支持這個項目。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將通過低層新建築項目出資 5 萬美元。  

  
惠靈頓伍茲康復中心 (Wellington Woods Rehab) 將為家庭提供 109 套經濟適用房  

  
惠靈頓北方公寓的姊妹項目惠靈頓森林公寓是對一座建於 1979 年、包含 109 個單元的

建築的修復。總共有 106 套公寓留給收入不超過該地區中等收入 60% 的家庭。  

  
該項目現已完成約 40%，包括新廚房、新浴室、管道、照明設備、新電器、地板、無筦

道分體式暖通空調系統和屋頂更換。外部升級包括重鋪停車場，新增絕緣的新壁板，以及

完全更換外部露臺、甲板和欄杆。其他新設施包括洗衣設施、社區客房、改進的室外空間

和新的遊樂場。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為惠靈頓森林改造項目提供的資金包括 570 萬美元的低收入住



 

 

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410 萬美元的多戶住宅維護計畫 

(Multifamily Preservation Program) 資金、370 萬美元的工薪家庭住房 (Homes for 

Working Families) 資金和 18.6 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住房計畫 (Middle Income Housing 

Program) 資金。其他資金包括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提供的 109,000 美元。  

  
這兩個項目都歸 ODS 管理層公司 (ODS Management) 所有和管理。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

「當我們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時，我們的目標始終是投資和改善社區。克拉克森鎮

的這兩個開發專案有 159 套住宅，這是我們設想的永續、宜居社區的縮影——特別是對

長期居住的老年人來說。隨著惠靈頓北方公寓的新建和惠靈頓森林公寓的保護，我們正在

擴大高品質、節能的住房機會，這將推動州長在門羅郡和整個五指湖地區的振興工作。」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多瑞 M. 哈瑞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紐

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很高興為節能經濟適用房的開發提供支援，這將為我們最脆弱的

紐約民眾提供舒適和健康的生活空間，同時减少這些建築的碳足迹。像這樣的項目採取一

種綜合的方法來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同時幫助本州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通過綜合更好

地隔熱、加熱和冷卻建築物的解決方案來實現能源和成本節約。」  

  

參議員傑瑞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大羅賈斯特地區 (Greater Rochester) 需

要更多負擔得起的住房，特別是對我們的老齡人口。這些為老年人提供的新生活空間是在

我們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過來的關鍵時刻出現的。這個新建設項目和惠靈頓森

林公寓的翻新提供了這一關鍵的經濟適用住房，使市民能够在克拉克森鎮居住和養老。」  

  
眾議員史蒂芬·哈維 (Stephen Hawley) 表示，「我期待著看到這個項目向前推進，有朝

一日成為幾十個老年人安家的地方。我希望它的發展迅速而順利。」  

  
克拉克森鎮鎮長克裏斯塔·菲利波維奇 (Christa Filipowicz) 表示，「我們代表克拉克森鎮

歡迎惠靈頓北方公寓以及這些漂亮的新公寓將給我們的居民帶來的許多便利設施。惠靈頓

北方公寓的西邊，就是原始的惠靈頓森林公寓，幾十年來它一直是我們鎮上寶貴的、安靜

的和古雅的資產。我們歡迎許多新鄰居以及這個新社區將給克拉克森鎮帶來的財富。」  

  
加拿大皇家銀行社區部 (RBC Community Investments) 投資副總裁、投資經理斯蒂芬·

李 (Stephen Lee) 表示，「加拿大皇家銀行社區部自豪地與 ODS 管理集團合作，為惠靈

頓森林公寓和惠靈頓北方公寓項目提供 1,400 萬美元的聯邦 LIHTC 股權。 這兩個發展項

目將為克拉克森鎮的老年人和家庭提供高品質的住房選擇，我們期待看到這些住房將對社

區產生積極影響。」  

  
ODS 管理公司總裁馬克·奧戈尼 (Mark Ogiony) 表示，「過去一年的活動大大新增了我們

五指湖地區和全國各地老年人和家庭的支持需求。ODS 管理公司正在為惠靈頓北方公寓

的開發和惠靈頓森林公寓的修復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些項目加强了對布洛克波特市 

(Brockport) 及周邊地區老年人和家庭的支持，顯示了 ODS 管理集團繼續致力於為需要的



 

 

人提供優質、負擔得起的住房。我們很高興能再次支持門羅郡的老年人和家庭，並讓五指

湖地區繼續向前發展。」  

  
社區保護公司抵押官米萊姆·欣特 (Miriam Zinter) 表示，「對我們的老年人來說，在住

房、醫療保健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不斷增加的同時，靠固定收入生活的挑戰可能使他們處

於弱勢地位。投資惠靈頓北方公寓等項目，將為老齡化人口提供適合其需求的經濟適用

房，同時還能讓人心平氣和，有能力優雅而有尊嚴地在原地安享晚年。感謝 ODS 管理公

司、大通公司和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的承諾和合作。」  

  
大通銀行社區發展銀行業務副總裁馬克·米利亞奇 (Mark Migliacci) 表示，「我們很自豪

能在惠靈頓北方公司的融資中發揮作用，這將為門羅郡的老年人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我

們將繼續致力於像這樣的社區發展項目，這將對未來居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公告為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花，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

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替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

地區投資超過 80.7 億美元，投資內容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以及高階製造業

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

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

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

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份新崗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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