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門羅郡將斥資 2,100 萬美元開展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 

 
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將為基利郡的家庭修建 72 套能源效率和經濟適用住房  

  
項目推動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的開展，也是州長史無前例的 200 億美元五年

經濟適用房計畫的一部分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基利鎮 (town of Chili) 斥資 2,100 

萬美元開展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 (Hubbard Springs Apartments) 

將為基利郡的家庭修建 72 套能源效率和經濟適用住房，其中 11 套住房預留給有肢體障

礙或從創傷性腦損傷中進行恢復的人士。  

  
「全體紐約民眾都應獲得安全的穩定住房。紐約斥資 200 億美元的空前經濟適用房計畫

對於保障紐約弱勢人群獲得住房來說必不可少，這些弱勢人群包括殘障社區或從創傷性

腦損傷中恢復的人員，」葛謨州長表示。「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等生活輔助住房開發項

目在這一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這不僅能確保人員有房可住，也能確保他們獲得

在社區中健康生活所需的資源。隨著我們向後疫情世界發展，作為重建和復興紐約的工

作內容，本州將繼續做出此類投資。」 

  
「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棲身之所，都應該得到幫助提高生活品質所需的生活輔助服務，」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隨著五指湖 (Finger Lakes) 地區為疫情後

的經濟恢復進程做好準備，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將有助於為基利社區的所有人提供安全

優質的經濟適用房。」 

  

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是葛謨州長史無前例的 200 億美元五年經濟適用房計畫 (Housing 

Plan) 的一部分。州長的計畫為通過建造和保存超過 10 萬套安全的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支援性住房，從而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負擔得起的住房。 

  
州長為復興社區和發展全州經濟而開展了包括「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在內的全面戰略，該項目也建立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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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投資了 6.88 

億美元，建造或維護了近 8,000 套經濟適用住房。  

  
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開發項目將在兩地共建成七棟樓。六棟樓將位於工會廣場大道 165 

號 (165 Union Square Boulevard)，每棟樓有八套公寓。有 24 套公寓的兩層建築將位於

工會廣場大道 154 號。  

  
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30% - 80% 或以下的家庭均能負擔

得起這些公寓。十一套公寓的現場將配備生活輔助服務，並預留給有肢體殘疾或由創傷

性腦損傷的人士。該項目由羅切斯特基石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Rochester's Cornerstone 

Group, Ltd.) 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股份有限公司 (Bishop Sheen Ecumenical 

Housing Foundation, Inc.) 共同開發。  

  
設施包括 24/7 開放的洗衣房和健身區，配備小廚房的社區室供住戶使用，電腦房，供生

活輔助服務提供商殘障人士權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Center for Disability Rights, Inc) 使

用的辦公區。每位住戶還有大的儲物空間。  

  
兩個開發地將以十字路口和人行道相連接。戶外設施包括供兒童使用的封閉休閒區。為

住戶、員工和訪客提供 145 個停車位。  

  
因基利鎮和北基利村 (hamlet of North Chili) 臨近優質的學區、貧困率較低和其他因素，

這些區域被認為是機會較多的街區。該開發區距離北基利村中心約有半英哩，那裡有藥

店、郵局、雜貨店、加油站和其他零售店，距離哈伯德公園 (Hubbard Park) 僅有一英哩

遠。  

  
本州為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提供的資金包括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項資金將創造近 1,090 萬美元的股權，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

重建署提供的 640 萬美元補助金。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將為該項目撥款近 6 萬美元。此

外，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CPC) 利用與紐約州公共退休

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 的合作關係提供 280 萬美元的永久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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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驕傲能與羅切斯特基石集團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在這項斥資 2,100 萬

美元的開發項目上展開合作，其將為包括殘障人士在內的人士提供 72 套急需的經濟適

用房。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位於機會更多的街區，其將為家庭提供註冊優質學校，獲得

好崗位和設施的途徑。透過為基利鎮的家庭打造更光明的未來，我們將推動五指湖地區

向前發展。」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裡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很欣慰能為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項目予以支持。該項目採



 

 

用具有能源效率的技術和建築技術為住戶建成隔熱效果好的耐用住房，住戶將承擔更少

的能源開支負擔，也能享受到更多舒適和安全性。為低收入紐約民眾提供健康的經濟適

用房支持著本州的目標實現，即確保每個人都能跟上清潔能源轉型工作的進程，這是

《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中

的內容。」  

  
紐約州審計長湯瑪斯 P. 迪納波利 (Thomas P. DiNapoli) 表示，「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

開發項目為羅切斯特社區錦上添花，這一項目恰逢在全州對經濟適用房有極大需求時開

展。為哈伯德斯普林斯投資不僅將確保本州的退休金基金能為其成員進行精明投資，還

能為羅切斯特社區提供穩定的經濟適用房重要資源。今天的破土動工工作是推動這一開

發項目向前發展的積極措施。我很高興能和社區保護公司和其他機構展開合作，從而做

出這筆投資。」 

  
參議員愛德華 A 羅斯三世 (Edward A Rath III) 表示，「我對北部社區獲得這些投資一

向感到高興。在鎮上集中開展這一項目是激動人心的消息，我期待項目竣工。」 

  
眾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羅切斯特基石集團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

基金會具有遠見，它們開發了這一獨一無二的住房社區，對此我表示稱讚。哈伯德斯普

林斯公寓將為其居民提供便利設施，如雜貨店、藥店、餐廳和其他設施，從而讓居民能

在這一社區中幸福生活。我要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對哈伯德斯普林斯的投資，

還要感謝他們對基利家庭持續提供的支持。我們的家庭在困難中掙扎。哈伯德斯普林斯

為低收入人群、有肢體殘疾和創傷性腦損傷的人群提供住房，從而讓他們擁有一處可被

稱之為家的安全安身之處。」 

  
基利鎮鎮長戴維·鄧寧 (David Dunning) 表示，「現在是我們為郊區社區做出真正承諾的

時候了。我們必須為所有人能獲得機會居住在基利等發展順利的社區而做出承諾，建造

經濟適用房就是這類承諾。歡迎哈伯德斯普林斯住房發展項目和最終在這裡安家的人

們，他們將一起鞏固我們的社區。」  

  
羅切斯特基石集團總裁羅傑·波蘭特 (Roger Brandt) 表示，「羅切斯特基石集團很欣慰

能有機會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股份有限公司一起開發哈伯德斯普林斯公寓。在

優質學區為這一社區的勞動力建造優質低價的住房，這一工作將在今後的多年中收穫成

效。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和雷蒙德詹姆斯退稅額基金會 (Raymond James Tax 

Credit Funds) 等我們的經濟合作夥伴再次發放必要資金，為基利鎮作出投資。」  

  
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帕特里克 L. 庫薩托 (Patrick L. Cusato) 表示，

「希恩住房很高興能與羅切斯特基石集團在開發哈伯德斯普林斯的工作上展開合作。我

們希恩住房希望能為我們在社區中的客戶提供自我價值和尊嚴。哈伯德斯普林斯將透過

為基利家庭提供重要安全的經濟適用房來完成這一使命。」  

  
社區保護公司貸款官員米拉爾木·金特 (Miriam Zinter) 表示，「優質的經濟適用房是發

展強健社區的基礎。其將讓居民放心，為他們提供安家立業的機會，並讓他們有體面的



 

 

生活。這一項目將為羅切斯特辛勤工作的家庭提供 72 套新的經濟適用房，有機會能與

羅切斯特基石集團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在這一項目上合作是我們的榮幸。在社

區保護公司為住房作出投資時，這是對我們的合作夥伴、對社區，和對將在這裡安家的

人們的投資。我要感謝羅切斯特基石集團、殘障人士權利中心、審計長迪納波利和我們

在州退休金基金會 (State Pension Fund) 中的合作夥伴。」  

  
大通社區發展銀行 (Chas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nking) 執行總裁沙米·沙博涵 

(Sharmi Sobhan) 表示，「在為基利居民提供安全的經濟適用房一事上，哈伯德斯普林

斯公寓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當地社區對經濟適用房仍然有需求。我們很驕傲能與羅切

斯特基石集團和希恩主教基督教住房基金會股份有限公司等當地領袖合作，他們為社區

發展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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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80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以

及高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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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美元投

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這筆資金激勵私營企業為這項工作投資了

超過 25 億美元，預計會為本地區創造 8,000 多個崗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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