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0 月 8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宣佈斥資 8600 萬美元建設紐約州最大單一海上風電供應鏈，以支援「日出

風力 (Sunrise wind)」計劃  

  
沃旭 (Ørsted) 和恒源 (Eversource) 在科伊曼斯港 (Port of Coeymans) 的投資為紐約

各大公司帶來了建築和鋼鐵製造業務  

  
在首都地區和紐約州西部創造 230 個工作崗位  

  
紐約 2022 年海上風電招標以重要的港口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投資為目標  

  
支援紐約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海上風電的全國領先目標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日宣佈簽訂紐約州最大單一海上風電供應鏈合約，以支援本州的

「旭日風電 (Sunrise wind)」海上風電計劃。旭日風電計劃的聯合開發合作伙伴沃旭公

司和恒源公司與里格斯．迪斯勒有限公司 (Riggs Distler & Company, Inc.) 簽訂了一份價

值 8600 萬美元的供應鏈合同，在科伊曼斯港為風力渦輪機建造先進的基礎部件，這為

位於首都地區和紐約州西部的紐約各大公司提供建築和鋼鐵製造工作，並創造 230 個維

持家庭生計的工作崗位。此外，紐約州將在 2022 年初進行下一次海上風電招標，目標

是重要的港口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投資，以進一步最大程度提升這一新興行業的長期經濟

效益。 今天的聲明支援紐約州到 2035 年開發至少 9000 兆瓦海上風電的全國領先目

標。  

  
「紐約旭日風電計劃的這一新夥伴關係將為紐約經濟注入 8600 萬美元，這將直接惠及

紐約各大公司，並為當地社區創造高品質的建築和製造業就業機會」，霍楚爾州長表

示。「我們將大膽地實現我們的氣候目標，隨著我們即將於 2022 年初進行海上風電招

標，紐約將再次展示其在加速發展綠色經濟方面的全國領導地位。」  

  
副州長本傑明表示：「美國海上風電產業的發展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全州的社區

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環境效益。 我們將抓住這一時機創造一支新的熟練勞動力隊伍，在

全球範圍內展開競爭，吸引新的供應鏈企業支援海上風電行業，進而推動紐約的綠色經

濟。」  

  
副州長本傑明今日在科伊曼斯港的一次活動中宣佈了這一消息，該協議鞏固了紐約州作

為日出風力計劃的重大建設和就業中心的地位，並使科伊曼斯港成為美國首批動員美國



工人為海上風電廠建造先進基礎部件的港口。預計將有 115 名當地工會工人駐紮在科伊

曼斯港，以建造數百個大型專業部件，這些部件是風電場渦輪機底座的基本元件。這些

部件從 12 噸到 120 噸不等，高達 40 英尺，包括底座的內部和外部平臺、欄杆、鋼梯、

籠架和其他關鍵部件，這些部件將連接到風力發電機將站立的單樁基座上。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與氣候行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聯合主席多琳．

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在紐約，我們一直知道海上風電開發必須包括

一個強大的供應鏈，以確保該行業能夠發展壯大。我們與開發商簽訂的戰略性海上風電

協定旨在改造紐約的港口基礎設施，同時利用本州現有的熟練製造業——我們在科伊曼

斯港的大型海上風電投資正見證著這一點。」  

 
沃旭北美公司 (Ørsted Offshore North America) 首席執行官大衛．哈迪 (David 

Hardy) 表示：「我們正在構建國內供應鏈，並建立一個持久的行業，這將是實現國家綠

色能源和經濟目標的關鍵。我們正在履行承諾，透過與區域供應商合作，為紐約帶來數

千個新的工會工作崗位，並將日出風力計劃的建築樞紐設在首都地區，為運輸需求提供

熟練的勞動力和可靠的港口。」  

  
恒源能源 (Eversource Energy)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喬．諾蘭 (Joe Nolan) 表示：

「今天的協議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我們將繼續履行承諾，為紐約州數十萬家

庭帶來就業機會、經濟機會和足夠的清潔可再生能源。海上風電，包括我們的旭日風電

專案，將在為所有紐約州民衆創造一個新的清潔能源未來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幫助應對

氣候變化的最惡劣影響，同時創造新的國內供應鏈，造福幾代人。」  

  
里格斯．迪斯勒有限公司是一間領先的聯合建築解決方案公司，在紐約州弗農山 (Mt. 

Vernon) 和索格蒂斯 (Saugerties) 和新澤西州櫻桃山 (Cherry Hill) 設有辦事處，在簽訂

合約後將作為總承包商在科伊曼港建造預製高級基礎部件。這些部件在完成後將沿哈德

遜河運往紐約州蒙托克角以東約 30 英里的聯邦水域的日出風力海上風電場。里格斯．

迪斯勒公司是世紀集團公司 (Centuri Group, Inc.) 的全資子公司。  

 
里格斯．迪斯勒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斯蒂芬．澤梅蒂斯 (Stephen Zemaitatis) 表示：

「里格斯．迪斯勒公司很高興成為美國海上風電製造基地的一部分，並站在東北部新興

清潔能源行業的前沿。我們擁有 100 多年的運營經驗，很自豪能夠將我們熟練的工會工

人和當地員工帶到這個首創專案中，該專案將推進我們地區的氣候目標，並為我們的社

區創造一個更清潔、更可持續的未來。」  

  
此外，這項旭日風電專案投資將為當地各大公司創造重要的製造業機會，並為紐約人民

衆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該投資提供的機會包括：  

• 紐約州阿勒格尼郡 (Alleghany County) 威爾斯維爾 (Wellsville) 的永司登有限責任

公司 (Ljungström LLC) 將生產這些鋼構件，並將其運至科伊曼斯港。這將在紐約

州西部創造至少 100 個工作崗位。  



• 科伊曼斯港的施工受到專案勞動協議的保障。根據開發商的承諾，沃旭和恒源能

源將與大首都地區建築和施工貿易委員會 (Greater Capital Regio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談判一份專案勞工協定，涵蓋在港口進行的與里格

斯．迪斯勒公司先進部件相關的所有施工工作。  

• 115 名來自紐約建築業的熟練技工，包括電工、木匠、混凝土泥瓦匠、操作工程

師、鐵匠、工人和其他人員將被動員到科伊曼港製造部件。  

• 紐約將在當地施工支援、運輸、設施和材料供應領域出現許多額外的機會，以支

援日出風力計劃的先進部件製造。其中包括混凝土供應、現場支援服務、設施、

照明和設備。  

  
永司登公司董事總經理馬特．費理斯 (Matt Ferris) 表示：「永司登非常高興有機會與我

們的合作夥伴合作，幫助他們成功落實紐約的第一個海上風電專案。這是我們公司將業

務從過去 98 年的化石燃料發電多元化轉型至新興綠色/可再生市場的戰略中一個非常重

要的里程碑。」  

  
作為日出風力計劃的一部分，沃旭和恒源還將在經濟增長中心的戰略領導下啟動一項價

值 100 萬美元的勞動力培訓計畫。這將支援專案的開展，有助於提高就業機會意識，並

確保該地區居民能夠獲得海上風電經濟機會，包括優先考慮弱勢社區的技能培訓和招

聘。  

  
經濟增長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馬克．伊根 (Mark 

Eagan) 表示：「科伊曼斯港的日出風力計劃進一步鞏固了紐約首府地區作為東海岸海上

風電部件樞紐的地位，連通了本州從長島到紐約州西部的製造實力。事實證明，我們在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的港口是寶貴的資產——這些港口使該地區能夠認識到海

上風電行業的經濟影響。感謝州長凱西．霍楚爾的遠見卓識和支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局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知識，以及沃旭和恒源公司的投資，該地區不僅將增加 100 多

個高薪工作崗位，還將成為一個更強大、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經濟體。」  

  
卡弗公司 (Carver Companies) 銷售和業務發展總裁斯蒂芬．凱利 (Stephen Kelly) 表

示，「科伊曼斯港和卡弗公司很榮幸能與沃旭和恒源公司合作，將紐約州的商業帶到首

都地區。 科伊曼斯港仍然是北部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來源，利用哈德遜河作為連接陸

地和海洋的綜合解決方案。」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兼氣候行動委員會聯合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

示，「霍楚爾州長將應對氣候變化和使我們的社區重新充滿活力作為她的首要任務。州

長瞭解利害關係，她深知加快紐約向可再生能源驅動的綠色經濟過渡的緊迫性，而在不

斷採取行動。旭日風 (Sunrise Wind) 專案正在為紐約的綠色能源未來奠定基礎。讓人們

努力應對氣候變化是保護環境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正確戰略。」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營運長兼執行副專員凱文．尤尼斯 (Kevin Younis) 表示：「清潔能源

是紐約經濟未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專案不僅會給首府地區帶來大量投資，還將創造

數百個環保的新工作崗位和更清潔、更環保的紐約。」  



  
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

「這是推動紐約海上風電專案前進的關鍵一步。作為公正過渡工作組 (Just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的聯合主席，我很高興看到我們在開發可再生和綠色能源方面取得的進

展。除了保護我們的環境之外，透過綠色基礎建設創造的工作崗位將為所有紐約民眾創

造優質的職業生涯，尤其是我們弱勢群體和未被充分代表的人群。」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爾斯．E.．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這個天大的

好消息是三贏局面。紐約正在開發海上風電這一巨大可再生資源，這對我們的環境而言

是一場胜利。該專案的許多大型部件將在這裡組裝，為當地經濟增加 230 個工作崗位，

這對於首府地區的經濟而言是一場勝利。沃旭和恒源繼續致力於根據《專案勞工協議》

開展這項工作，這對我們有組織的工人而言是一場胜利。」  

  
國會議員保羅．D.．東科 (Paul D. Tonko) 表示：「海上風電為利用清潔能源和減少污

染，同時增加地區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機會。今天宣佈的旭日風電、

科伊曼斯港和紐約州北部企業之間的合作，是促進我們實現清潔能源目標並使紐約在這

個新的國內產業處於領先地位的開創性一步。祝賀參與這項專案的所有人員。我仍在不

斷努力在國會爭取聯邦政策，以確保海上風電在我們國家的清潔能源未來中發揮核心作

用，並使我們的首府地區繼續受益於更環保的港口和這個新興產業創造工作崗位的潛

力。」  

  
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作為參議院能源和電信委員會 (Senat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的主席，我對紐約州的旭日風海上風電專

案未來的發展機會充滿熱情。這一計劃將顯著增加我們的整體可再生能源選項，同時為

紐約州居民創造綠領工作崗位。 這對我們州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我讚揚霍楚爾州長

和 NYSERDA 在我們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的遠見卓識和卓越的領導能力。」  

 
參議員米切爾．辛奇 (Michelle Hinchey) 表示：「作為首府地區的參議員，我感到無比

自豪的是，紐約州最大的海上風電專案正在科伊斯曼斯港有條不紊地實施，這直接為我

們的社區提供了大量的新的高薪工作崗位，而使我們果斷地向清潔能源驅動的未來前

進。這是將首府地區建立為美國海上風能基礎建設樞紐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感謝沃旭

和恒源能源將我們的社區視為紐約應對氣候危機的基石。」  

  
議員派翠西亞．費伊 (Patricia Fahy) 表示：「旭日風電是紐約州最大、全國領先的海上

風電計劃，我很高興已達成一項在首府地區生產風力渦輪機的合約，為科伊曼斯港帶來 

100 多個高薪、工會和綠色工作崗位。隨著紐約繼續透過《氣候領導和社區保護法案》

(CLCPA) 為積極和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設定標準，旭日風將繼續使我們接近我們的排放

目標，同時也在建立強大的、綠色經濟的未來。我讚揚 NYSERDA 和所有相關合作夥伴

繼續努力實現這個專案的全部潛力。」  

  
議員約翰．麥克唐納 (John McDonald) 表示：「我感謝州長和 NYSERDA 所做的工

作，他們為在奧爾巴尼港 (Port of Albany) 啟動的風能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這



項計劃是另一項措施，將推進我所支援的《氣候領導和社區保護法》的目標，這項工作

將使我們距離更可持續的未來更近了一步。今天宣佈的事項將為我們的社區帶來更多的

好工作，並在經濟和環境方面使該地區受益。真正的皆大歡喜！」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P.．麥克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今天宣佈的事項進

一步證實了奧爾巴尼郡和紐約首府地區將成為美國海上風電產業的國家樞紐。我讚揚霍

楚爾州長為實現紐約州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標而採取的措施和展現出的卓越領導

力。該專案是我們在防止氣候變化的鬥爭中邁出的關鍵一步，將對我們的經濟和工會勞

動力產生深遠影響。我很高興歡迎沃旭和恒源在奧爾巴尼郡安家落戶，並祝賀科伊曼斯

港獲得這個激動人心的專案。」  

  
奧爾巴尼郡立法委員威廉．克萊 (William Clay) 表示：「紐約正在建設一個蓬勃發展且

持久的海上風電產業。我讚揚沃旭和恒源的承諾和工作，他們以一種深思熟慮和意義非

凡的方式在各個方面領導我們的勞動力的工作，以確保包容性並最大限度地發揮這項工

作的積極潛力。由於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疫情，對勞動力培訓的投資對我們的社區、我們

的人民和我們的經濟而言也空前重要。隨著海上風電產業的持續發展，我們希望確保該

產業吸引邊緣化和服務不足的人群來獲得海上風電培訓、工作和經濟機會。」  

  
紐約州建築業貿易委員會主席加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旭日風電的

主要經濟和工作協議再次確認，可持續經濟可以成為良好工會工作的新前沿。隨著在

《專案勞工協議》中所述的港口開始的建設工作，我們一百多名辛勤工作的商人和女商

人一馬當先，為紐約基礎建設的未來的這一關鍵環節奠定基礎。我們很自豪能與沃旭和

恒源合作建立一個能源供應鏈，這對於實現紐約州雄心勃勃的清潔能源目標和創造中產

階級職業，並享有可持續經濟的利益至關重要。」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主席馬里奧．西倫托 (Mario Cilento) 表示：

「這正是我們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投資類型。這項投資將利用高技能勞動力創造體面的

工會工作，以協助壯大中產階級，同時也為使紐約成為清潔能源產業的領導者鋪平道

路。」  

  
大紐約州建築和建設業貿易委員會大首府地區主席麥克．利昂斯 (Mike Lyons) 表示：

「我們代表大首府地區建築和建設業委員會及我們 20,000 多名工會建築工人，熱烈歡迎

在科伊曼斯港宣佈的這一大好消息。事實證明，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對我們所有

的附屬公司來說都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我們相信，透過與沃旭和恒源等合作夥伴通力

合作，我們的成員將始終有機會賺取豐厚的工資，擁有全面的健康保險，並能夠拿著健

康養老金有尊嚴地退休。這項投資將對整個地區產生變革性影響，並將用於整個州的基

礎建設和擴張。  

 
紐約氣候工作執行董事傑夫．沃克羅特 (Jeff Vockrodt) 表示：「今天的聲明是向所有

紐約人都能受益的清潔能源經濟邁出的重要一步。很高興看到紐約州的海上風電創造這



些很好的工會工作的承諾，這正是我們需要繼續向前的發展：投資於清潔能源基礎建

設，來為紐約民眾創造養家糊口、維持社區的很好的工會工作。」  

 
公民環境運動 (Citizens Campaign for the Environment, CCE) 執行主任愛卓恩．艾

斯波斯托 (Adrienne Esposito) 表示，「我們的能源基礎設施轉型極為重要，並且令人

興奮！ 海上風電不僅可以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帶來更清潔的空氣，亦為我們提供高薪資工

作。 開發一個讓有才華的紐約州民眾工作的海上風電供應鏈將提振我們的經濟並刺激經

濟增長。 關於綠色經濟，紐約州不是紙上談兵，我們正在進行建設。祝賀霍楚爾州長和 

NYSERDA 團隊實現了對海上風電和綠色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願景。」  

  
紐約州清潔能源聯盟執行董事安妮．雷諾茲 (Anne Reynolds) 表示：「紐約州海上風電

正在啟航，今天來自旭日風電的消息表明，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在港口社區創造

新的養家工作崗位，同時實現更清潔的空氣和能源。祝賀旭日風電、NYSERDA 和科伊

曼斯港發佈的這個好消息！」  

  
紐約州保守選民聯盟主席朱莉．泰伊 (Julie Tighe) 表示：「紐約州正處於建設蓬勃永續

發展的海上風電行業的風口浪尖，我們很高興看到沃旭和恒源帶頭前進。使用科伊曼斯

港為旭日風電專案建造部件不僅將加速我們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亦將創造數百個綠色

工會工作崗位並在紐約州投資數百萬美元。我們對旭日風電向前邁出的這重要一步，及

其致力於為紐約州創造清潔能源未來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  

  
紐約州海上風電聯盟主任喬．馬滕斯 (Joe Martens) 表示：「今天的公告證明了海上風

電的前景真實不虛，將令從長島到紐約州西部的民眾受益。這些投資將有助於建立美國

國內供應鏈，為社區民眾提供養家的工作機會，並重申首都地區港口將在向清潔能源未

來過渡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作為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局 2018 年首次競爭性海上風電招標的一部分，紐約州選擇

了旭日風電——一個 924 兆瓦的風電場，位於蒙托克角 (Montauk Point) 以東 30 多英里

處。預計最早將於 2023 年開工建設，風電場預計將於 2025 年全面投入運營。  

  
有關紐約州領先全美的海上風電計劃的更多資訊，可以在此處尋找。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全國最宏偉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該計畫提倡向清潔能

源進行公平有序的過渡，從而在紐約州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恢復過程中能創造崗

位和繼續發展綠色經濟。透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的立法，紐約州正在努力

實現其強制性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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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建立在紐約史無前例的增加清潔能源的投

資基礎上，其中包括在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專案中投入超過 210 億美元、68 億美

元用於減少建築物排放、18 億美元用於擴大太陽能專案、超過 10 億美元用於清潔交通

計劃，以及超過 12 億美元的紐約綠色銀行承諾。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支援紐約的清潔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Offshore-Wind


能源行業在 2019 年提供 150,000 多個工作崗位，分佈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

長了 2,100%，以及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承諾。依據《氣候法案》，

紐約州將在此基礎上繼續取得進步，並在 2050 年前使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的水準

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目標為 40%）的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收益用於弱勢社

區，並推動本州實現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減少現場能源消耗，節省 185 萬億英熱

單位的終端使用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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