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3 月 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概述了 1.725 億美元的新的州資金，這筆資金用於手指湖地區的變革性專案  

  
專案的資金將來自由州長的 2160 億美元預算提案，該提案正在等待紐約州立法機構的批

准  

  
投資將支援內環北、塞內卡公園動物園和邊境球場的改善  

  
此前宣佈 ROC The Riverway II 期繼續羅徹斯特海濱的振興  

   
其他高瀑布州立公園效果圖可在此處獲得  

   
紐約州的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劃 (Finger Lakes Forward)」，該計劃是該地

區的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綜合戰略  

   
   

凱西．霍楚爾州長概述了 1.725 億美元的新州資金，這筆資金用於手指湖地區的變革性

專案，專案的資金來自她 2160 億美元的 2023 財年預算提案。州長將從紐約州交通廳的

五年資本計劃中拿出 1 億美元用於內環北專案，以完成將羅徹斯特 (Rochester) 市中心與

周邊社區隔開的沉沒高速公路的填充工作。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的塞內卡公園動物

園 (Seneca Park Zoo) 正在進行大修，另外 4250 萬美元將用於增強該地區第二大旅遊景

點的遊客體驗。紐約州將另外投入 1,000 萬美元（總計 1,250 萬美元）來支援 3A 羅徹斯

特紅翼隊 (Triple-A Rochester Red Wings) 的主場羅徹斯特邊境球場的必要升級，以確保

體育場符合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的標準。州長今天在羅徹斯特

門羅社區學院市中心校區舉行的一次活動中概述了她的願景。  

   

霍楚爾州長表示，「我的政府專注於支援經濟發展計劃，這些計劃將在我們繼續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過來的同時，加強我們為所有紐約民眾創造繁榮新時代的努力。是

時候實現一個更好、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美國夢——紐約夢了。我們對手指湖的這些變

革性專案的重點投資將有助於增強社區中每個人的包容性，進一步加強區域旅遊業的努力

並提高子孫後代的整體生活品質。  

   
政府此前曾宣佈提供 600 萬美元的擬議資金，以支援在羅徹斯特市中心歷史悠久的傑納

西河 (Genesee River) 峽谷內建立羅徹斯特高瀑布州立公園 (Rochester High Falls State 

Park)。今天，霍楚爾州長公佈了公園的新概念計劃和效果圖，並開啟了公眾意見徵詢階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lickr.com%2Fphotos%2Fnysparks%2Falbums%2F72177720297098142&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424310cf182149f7996f08da0056d1f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2267015051681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XSQZq9zNdXwN45KcQKg0BxRuhnPUZiOTtaIF9YilU8o%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lickr.com%2Fphotos%2Fnysparks%2Falbums%2F72177720297098142&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424310cf182149f7996f08da0056d1f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2267015051681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XSQZq9zNdXwN45KcQKg0BxRuhnPUZiOTtaIF9YilU8o%3D&reserved=0


段，以獲取社區團體、利益相關者和其他感興趣的居民的反饋。鼓勵公眾對公園設計提出

意見；請傳送電子郵件至：ROCHighFallsPark@esd.ny.gov。新公園是「ROC The 

Riverway」舉措第二階段的一部分，將釋放羅徹斯特海濱的潛力。第二階段還包括手指

湖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提供的 

250 萬美元，這筆資金用於修復羅徹斯特市的高瀑布遊客中心 (City of Rochester's High 

Falls Visitor Center)，以及另外的 500 萬美元，這筆錢用於重新構想渡槽 (Aqueduct 

Reimagined) 專案，該專案是在星座品牌宣佈其總部搬遷時承諾的到市中心。新的羅徹斯

特市中心合作夥伴 (Rochester Downtown Partnership) 管理實體也在製定重新開放河濱

酒店的計劃。這些努力補充了為振興羅徹斯特市中心所做的其他重大投資，包括 1000 萬

美元的市中心振興計劃撥款，以翻修破敗不堪的 Main & Clinton 街區，該工作從上週的

公眾意見會議開始。  

   
前面的州長議程還概述了對紐約州贊助的商業比賽的進一步承諾，這些比賽的重點是確保

明日行業在這裡蓬勃發展。為此，已經另外投入 2000 萬美元以繼續成功舉辦全球知名的 

Luminate NY 光學、光子學和成像比賽。該加速器將目光長遠的公司帶到手指湖地區，

以利用豐富的資源生態系統來加速新興行業技術的商業化。  

   

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霍楚爾州

長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交通預算提案，這表明她致力於提供羅徹斯特居民和整個手指湖

地區應得的變革性交通投資。州交通廳致力於透過智慧基礎建設投資重新連接我們的社區

並提升區域經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自豪能夠在我們的五年資本計劃中提出 1 億美元

的內環北專案。我再次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領導，並期待與我們當地的合作夥伴合作完成這

個專案，並確保羅徹斯特和手指湖地區的長期活力。」  

   
紐約州公園專員埃裡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公園全年提升了其所在社區

的生活品質，因此我很高興支援霍楚爾州長將州立公園帶到羅徹斯特市中心的願景。新公

園將展示傑納西河上美麗的高瀑布，支援正在進行的城市經濟振興，並提振區域休閒旅遊

業。」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專員兼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奧佩．奈

特 (Hope Knight) 表示，「紐約州州長霍楚爾今天提出的這些投資將改善手指湖的基礎

建設、旅遊業和生活品質，這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也是公認的光學、光子學和成像行

業中心。這些另外投入的資金將進一步鞏固該州對從 ROC the Riverway 到 Luminate NY 

商業比賽的創新專案的戰略支援，這些專案正在為該地區的增長和可持續性創造 21 世紀

的願景。」  

  
眾議員喬．莫雷爾 (Joe Morelle) 表示，「今天宣佈的消息證明了霍楚爾州長致力於振興

家庭和推動手指湖地區向前發展的承諾。這些投資將有助於振興我們的市中心走廊，加強

我們的區域經濟，並確保我們社區擁有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未來。我感謝她的合作，並期待

我們繼續共同努力推進這些令人興奮的專案。」  

   

mailto:ROCHighFallsPark@esd.ny.gov


州參議員傑裡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對手指湖和大羅徹

斯特地區的支援。這項變革性的投資將確保我們社區的基礎建設得到加強，社區透過內環

北專案連接起來，Roc the Riverway 的二期工程將振興我們傑納西河沿岸的濱水區。作

為在羅徹斯特市長大的人和北部城市委員會 (Upstate Cities Committee) 的主席，我很自

豪能夠支援州長的資金提案，這項提案將影響我們市中心的振興。」  

   
州參議員薩姆拉．布魯克 (Samra Brouk) 表示，「這項投資對我們手指湖社區極為重

要，將提升我們的家庭和企業，我很自豪我們代表團的宣傳得到了回報。像內環北這樣的

專案致力於消除數十年來的傷痛，並將因過去的決定而分裂的家庭聯繫起來，我期待透過

我們的州預算為我們的社區獲得更多投資。」  

   
議員、議會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工商業委員會主席、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

示，「大羅徹斯特州代表團很自豪能與霍楚爾州長和我們在當地政府的同事合作，以改

善我們整個社區的所有家庭的生活品質。這些投資將確保我們建立強大的基礎建設，為我

們辛勤工作的男女提供高薪工作，並邀請企業投資於我們市中心社區的中心。大羅徹斯特

州代表團知道，這些投資將營造一個社區，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生活、工作和養家糊

口。」  

   

議員莎拉．克拉克 (Sarah Clark) 表示，「預算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觀。我很自豪能與我們

的州長一起倡導紐約州投資於我們社區的未來。今天宣佈的專案將加強我們的地區和當地

經濟，也將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升級塞內卡公園動物園和邊境球場，同時繼續投資 

ROC the Riverway 以在高瀑布新建一個市中心州立公園並修復遊客中心，這將進一步鞏

固羅徹斯特作為手指湖地區最佳旅遊目的地的地位。當地居民可以利用羅徹斯特改善後的

景點，也可以吸引新的遊客來支援我們當地的企業和餐館。完成轉型內環專案將解決存在

弊端的舊交通政策，同時恢復我們今天的社區。這與對非常成功的 Luminate NY 比賽計

劃的持續投資將加強羅徹斯特豐富的製造業歷史，創造就業機會並吸引新企業到我們地

區。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對我們當地基礎建設和經濟的持續投資。」  

   
議員德蒙．米克斯 (Demond Meeks) 表示，「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履行了她對我們社區和

大羅徹斯特人民的承諾。過去關於我們當地基礎建設的決定只會分裂我們的社區並剝奪我

們的居民的寶貴的經濟機會。糾正這些錯誤並恢復我們的社區需要大膽的政府行動和卓有

成效的領導。我很高興看到正在對振興我們的社區和改善我們的社區進行的投資。隨著超

過 1 萬億美元的聯邦基礎建設法案即將通過，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我們

的州仍然堅定地利用這些資源來改善我們的社區。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為紐約州的所

有家庭和居民創造一個公平和包容的經濟復甦。」  

   
議員珍．朗斯弗特 (Jen Lunsford) 表示，「對門羅郡的巨額投資將以就業、旅遊和旅遊

資金和地區企業增加的銷售額的形式在我們的整個地區經濟中產生呼應。作為動物園成員

和紅翼隊比賽的常客，我很欣賞這些地標與像我這樣的手指湖家庭之間的深厚情感聯繫。

霍楚爾州長與手指湖地區的長期關係使她處於瞭解這些專案重要性的有利位置。我感謝她

和我們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合作夥伴幫助我們獲得這筆重要資金。」  

  



門羅郡行政長官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在我們努力提高生活品質和重建我們

重要的娛樂和旅遊業的過程中，霍楚爾州長認識到投資於關鍵社區基礎建設的重要性。這

筆 4250 萬美元的投資用於現代化和擴建塞內卡公園動物園，將幫助我們提供新物種、一

流的棲息地、增強的遊客體驗以及更多機會讓家庭和兒童學習如何瞭解、照顧和保護野生

生物和野生之地。而且，她對邊境球場投資了 1000 萬美元，將有助於確保這一重要資產

符合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標準，並在未來幾十年繼續作為羅徹斯特紅翼隊的主場。我感

謝霍楚爾州長的遠見、領導和對她今天概述的所有變革性手指湖地區專案的持續支援。  

   
羅徹斯特市市長馬利克．埃文斯 (Malik Evans) 表示，「『轉型』這個詞並沒有開始描述

霍楚爾州長今天對羅徹斯特和手指湖地區其他地區的巨大投資水準。霍楚爾州長在一開始

就為內環北專案提供全額資助，同時加快我們的 ROC the Riverway 計劃的進展，並利用

傑納西河走廊沿線的其他投資，從根本上改變了羅徹斯特未來的願景，從「是否」變為

「何時」。這將刺激前空前的私人投資，並為我們的居民和利益相關者創造前所未有的機

會。我特別感謝霍楚爾州長做出了彌補過去政府的罪過的針對性決定，來利用這些專案將

被撕裂和忽視太久的少數族裔社區中體現環境種族主義的實物替換成公園、步行街道、經

濟適用房和其他的社區建設的便利設施。羅徹斯特市真的很幸運有一位好的州長，她致力

於種族平等並充分理解紐約州北部在我們州的進步中所發揮的重要和有益作用。」   

   
塞內卡公園動物園協會主席兼執行長潘蜜拉．裡德．桑切斯 (Pamela Reed Sanchez) 表

示，「如此規模的轉型需要州和郡的投資——僅透過私人籌款是做不到的。這些新建築

將成為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國家典範，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為社區服務，同時吸引來自我們

地區以外的新遊客。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正在為塞內卡公園動物園的未來分配資源。」  

   
羅徹斯特社區棒球總裁、執行長兼營運長納奧米．希爾瓦 (Naomi Silver) 表示，「在我

們在邊境球場進入第 25 個賽季之際，我們發現球場需要大量裝修，我們才能繼續符合美

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球員和教練標準。我們還希望對設施進行一些升級，以增強球迷在邊

境球場觀看比賽的體驗，使我們能夠適應忠實支援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和願望。現在球迷享

受比賽體驗的方式與 1997 年邊境球場開放時大不相同。感謝霍楚爾州長和貝羅郡長，他

們付出了巨大努力來將邊境球場打造成對無論是球員還是球迷而言全國最好的球場之

一。」  

   
Luminate NY 董事總經理蘇雅塔．拉馬努楊 (Sujatha Ramanujan) 表示，「Luminate 

的使命是將最優秀的早期企業家與手指湖地區無與倫比的資源聯繫起來，為光學、光子學

和成像行業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加速器。我們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和霍楚爾州長的持續支

援。」  

   

此外，為了進一步支援該地區和全州的經濟發展勢頭，霍楚爾州長上週宣佈了多項計劃，

以增強萬事俱備紐約撥款計劃的重點吸引力，以吸引主要的增長行業來到紐約並讓它們在

這裡發展。該計劃將為新的 FAST NY 撥款計劃提供高達 2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開發場

地，以吸引高科技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製造、倉儲、分銷和物流企業到該州，以是紐約

快速做好準備並增加該州對大型雇主的吸引力。  

   



門羅社區學院院長德安娜．R．波特南娜 (DeAnna R. Burt-Nanna) 博士表示，「我們感

謝州長的願景和致力於提高羅徹斯特人的生活品質並創造更有活力的社區。州長提出了資

助門羅社區學院市中心校區周圍的高瀑布地區的振興的提案，補充了我們與區域合作夥伴

在羅徹斯特市及其他地區建立更強大的社區並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努力。」  

   
手指湖地區經濟發展聯合主席、大羅徹斯特商會總裁兼執行長鮑勃．杜飛 (Bob Duffy) 

和紐約州立大學熱內塞奧分校註協鄧尼斯．巴特爾斯 (Denise Battles) 表示，「霍楚爾

州長今天概述的地區性州投資改變了遊戲規則。有針對性的專案將致力於提供更大的連通

性，增強旅遊業並提高手指湖的整體生活品質。地區委員會真的很高興能繼續與州長合

作，共同建設這個美麗地區的居民世代真正值得享受的美好未來。」  

   
大羅徹斯特企業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總裁兼執行長馬特．赫爾伯特 (Matt 

Hurlbutt) 表示，「紐約州正在進行戰略投資，以培養羅徹斯特城市核心、主要旅遊景點

的活力，以及該地區在光學、光子學和成像行業的世界領導角色。所有這些投資都增強了

紐約州大羅徹斯特地區作為適合居住和發展業務的地方的地位。」  

   
在此處查找有關霍楚爾州長提出的 2023 財年預算的更多資訊。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創造

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該計劃重點投資包括光電、農業和食品生產等關鍵產業，以

及高階製造業。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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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是紐約的主要經濟發展機構。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使命是促進有活力、不斷

發展的經濟，鼓勵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機會，增加紐約州及其轄下地方政府的收入並實現

地方經濟穩定和多元化。透過貸款、撥款、退稅額和其他形式的經濟援助，帝國州發展公

司努力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促進其成長，從而帶動創造就業，並推動全紐約州經濟的繁

榮發展。帝國州發展公司也是負責監管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及宣傳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

的主要行政機構。如需瞭解更多關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帝國州開發公司的資訊，請造

訪：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和 www.esd.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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