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投資 5,600 萬美元的奧爾巴尼 70 套歷史排屋改造工程順利竣工  

  
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實施大規模改造工程，同時保留街區特色  

  
70 套排屋現已改造成 210 套配備高效能源及輔助服務的平價住宅  

  
其中 40 套公寓面向之前無家可歸或面臨無家可歸風險的人士，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居

民，後者將會接受居家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投資 5,600 萬美元的住房改造工程順利竣工；位於奧爾巴

尼 (Albany) 的歷史性克林頓大道 (Clinton Avenue) 及坦布洛克街 (Ten Broeck Street) 的 

70 套陳舊排屋已經完成改造。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現已推出 210 套安全平價的家庭住

房，其中 40 套公寓將會預留給之前無家可歸或面臨無家可歸風險的人士，以及患有精

神疾病的居民，後者將會接受居家輔助服務。  

  
「建設受人歡迎、充滿活力、民眾樂居的中心區是任何城市中心區保持經濟健康的必要

條件，而紐約州正在採取行動，以在州內首府完成這一願景。」葛謨州長表示。「克林

頓大道這些年久失修的歷史房屋現已完成改造工程，可為家庭及弱勢居民提供平價住

房，同時亦標誌著奧爾巴尼阿伯山 (Arbor Hill) 街區進入了新的復興時代。同樣令人興奮

的是，這個項目將能為無家可歸的紐約民眾及需要輔助服務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公寓，

以此幫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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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計畫與無家可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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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投資 4.9 億美元，

建造或保留了約 5,600 套平價住宅。  

  
克林頓大道 64 號至 321 號及坦布洛克街 20 至 85 號之間的 70 套排屋已經實施大型改

造工程，希望在保留建築物與街區特色的同時亦能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施工範圍包

括：翻新屋頂及窗戶；加裝鍋爐、天然氣及水管和污水管道；升級廚房及浴室；翻新牆

壁及地板；加裝現代化的電氣及照明系統，實現節能；修復門牆及正門入口；造景工程



 

 

及加建人行道等。翻新工程加入 LED 和符合「能源之星 (Energy Star)」標準的照明和

電器、低流量管路裝置及高效熱水器。  

  
大部分公寓面向收入達到地區中等收入 60% 的家庭，其中 32 套面向收入達到地區中等

收入 90% 的家庭。四十戶家庭將獲得由州長制定並由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管理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提供的租金補貼及生活輔助服務。居家服務則由 DePaul 

社區服務公司提供，該公司將會協調衛生保健、就業、教育、職業康復及臨床等服務。

該項目由住房租賃公司 (Home Leasing) 開發。  

  
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獲得的資助包括 360 萬美元的免稅債券、將創造 2,020 萬美元股權

的聯邦與州政府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以及由紐約州

住房與社區重建署提供的 1,900 萬美元補助金。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

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為項目發放股權達到 1,240 

萬美元的聯邦與州政府歷史建築退稅額。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 將會提供 100 萬美元的營運費用，以及 34 萬美元的項目發展資助金用於支付合

資格的啟動費用，包括傢俱、員工招聘及培訓等。  

  
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是州長「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的

項目之一。「中心區復興計畫」在奧爾巴尼的克林頓廣場區域投資 1,000 萬美元；這個

區域包括克林頓大道及坦布洛克歷史街區的部分街道。這些街區已經列入《州與國家歷

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可在發展經濟機遇的同

時保留社區的歷史資產。這個項目亦與奧爾巴尼市於 2012 年出臺的「綜合發展規劃」

目標一致。此項規劃制定策略，旨在提供一系列合宜平價的住宅以供選擇，為民眾帶來

置業機會，並繼續供應優質的平價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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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克林頓大道及坦布洛克街的 5,600 萬美元排屋改造項目是一項頗具雄心的工程，

幫忙奧爾巴尼中心區實現轉型，建設充滿活力的街區。得益於住房租賃公司及州政府合

作夥伴，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現已推出 210 套現代節能的平價住宅，並可為需要幫助方

能獨立居住的人士提供輔助服務。葛謨州長對新住房機會及經濟發展的持續投資為阿伯

山地區帶來全新活力。」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妮·薩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克林頓大道歷史公

寓的輔助住房單位能夠幫助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獨立生活，成功應對家居生活及社區活

動。葛謨州長對於輔助型平價住房的承諾再次為弱勢的紐約民眾提供安全穩定的住房，

配套服務亦能幫助此等民眾為社區貢獻力量。」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負責人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

示，「在一個歷史性社區中修復 70 棟建築是一項令人讚歎的壯舉。我們非常高興看到

歷史建築退稅額能夠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歷史建築能為社區發展帶來機遇。保留歷史

建築比修復建築更為重要。修復這些排屋關乎社區保護，關乎留存街區的獨有特色。」  



 

 

  
住宅租賃公司執行長佈萊特·噶伍德 (Bret Garwood) 表示，「克林頓大道公寓翻新後，

這些歷史建築得以煥發全新活力；這些建築將能為奧爾巴尼的居民提供平價住宅，並幫

助提升阿伯山街區的生活品質。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奧爾巴尼市、奧爾巴尼

投資公司 (Capitalize Albany) 及所有合作夥伴，感謝你們發現保留這些建築的潛力。」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亦為阿伯山的北珍珠街 (North Pearl Street) 及雲雀大道 (Lark 

Drive) 的艾達亞伯勒住宅 (Ida Yarbrough Homes) 分期重建工程提供支持。這個工程旨

在重新開發奧爾巴尼中心社區的重要位置，並為中低收入家庭開發新的住宅。艾達亞伯

勒住宅項目由奧爾巴尼住房署 (Albany Housing Authority) 負責開發；項目隸屬「阿伯山

街區規劃 (Arbor Hill Neighborhood Plan)」計畫，旨在提升阿伯山街區的住宅、經濟、

文化及生活質量。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完工將能在未來造福

奧爾巴尼克林頓廣場地區及其居民。70 棟翻新排屋是州及聯邦政府精準投資以提供優質

平價住房的成功範例。我要借此機會稱讚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奧爾巴尼投資公司

及住房租賃公司的出色工作。」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將能

提供廉租房屋，而廉租房屋是保留地區勞動力的關鍵，亦是本地區經濟的重要組成。此

類項目有助解決社區中平價住宅短缺的問題，亦能提供直接資源，幫助面臨嚴重或長期

問題的精神病患者及無家可歸者。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及奧爾巴尼克林頓重建公司 (Albany Clinton 

Redevelopment) 讓該項目得以順利竣工。」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我們能夠透過長期投資項

目跨越眾多障礙，提升街區的生活及居住環境。我們需要建設能讓居民引以為傲的平價

住宅，而這些新的公寓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大基石。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優先處

理窮困人群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公平問題，同時對先進電器及電氣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以提

高能源效率，這些工作都令我讚歎。」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表示，「此類公平住宅項目能夠順利實施，同時保留建築物及

街區的歷史特色，令人感到非常激動。得益於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的改造項目，地區家

庭能夠入住平價住宅，提高生活品質；翻新設施包括新屋頂、窗戶、公用事業管線及廚

房浴室升級等。克林頓大道歷史公寓提供優質平價住房及置業機會，助力實現紐約州的

承諾，透過『中心區復興計畫』對奧爾巴尼克林頓廣場地區注入本地投資。這項創新的

轉型項目亦為之前無家可歸或面臨無家可歸風險的人士帶來住房機會，而患有精神疾病

的人士則可接受居家輔助服務。」  

  
奧爾巴尼投資公司總裁兼奧爾巴尼市工業發展局 (City of Alban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執行長薩拉·萊金奈里 (Sarah Reginelli) 表示，「雖然住房租賃

公司在阿伯山街區的工程仍在實施階段，但此項初期投資項目順利完工並幫助中心區周



 

 

邊社區形成戰略關係，還是令人感到非常激動。為了確保本地社區保持置業能力，此類

平價住房項目仍然會是奧爾巴尼市工業發展局的優先工作。過去五年已有 1,600 多套平

價住房獲得資助，本次改造工程使得這一數字繼續攀升。」  

  
住房租賃公司簡介  

位於羅切斯特的房屋租賃公司專門從事優質公寓社區的開發、建造和管理工作。該公司

由資深房地產開發商、住宅物業公司 (Home Properties) 前執行長兼副主席納爾遜·利恩

豪茨 (Nelson Leenhouts) 於 1967 年創立，由利恩豪茨家族 (Leenhouts Family) 三代人

擁有和經營。公司目前擁有 200 多位員工，管理位於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及馬里蘭州 (Maryland) 的 2,500 多套住宅，致力於推動「改善本地居民

生活」這一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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