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9 月 21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已在紐約安裝四千兆瓦分佈式太陽能，並在曼哈坦安裝最大的單屋頂太

陽能電池陣列  

   

全州分佈式太陽能專案將為超過 71 萬戶家庭供電  

  

 美國氣候聯盟成員在賈維茨中心召開會議，慶祝紐約州氣候週期間多州採取的氣候行動   

   

紐約有望超越到 2025 年太陽能發電量達 6 千兆瓦的目標，並加速向 2030 年的 10 千兆
瓦目標邁進  

  

太陽能電池陣列照片請查看此處   
   
   

作為氣候週的一部分，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全州已安裝四千兆瓦分佈式太陽能，遍

佈各社區、住宅、小型商業和工業專案，足以為超過 71 萬戶家庭供電，這突顯了紐約州

在發展全國最強大的太陽能市場之一方面的領先地位。自「紐約太陽能」計劃啟動以來，

紐約太陽能成本下降了 70%，全州太陽能部署增長了近 2900%，同時推動了 64 億美元

的私人投資，並在全州創造了 12,000 多個就業崗位。加上正在開發和走向商業運營的專

案，今天里程碑式成就的取得使紐約有望超過其到 2025 年安裝 6 千兆瓦分佈式太陽能的

目標，並向 2030 年達到 10 千兆瓦的目標邁進。霍楚爾州長和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 領導人今天在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的屋頂上發佈了這一歷史性公

告，他們對曼哈頓最大的單屋頂太陽能電池陣列的安裝進展表示讚賞。安裝概述的視訊可

查看此處。安裝過程的延時視訊可查看此處。   

   

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正致力於對抗氣候變化，我們全國領先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正在

推動紐約經濟的發展，同時為所有紐約民衆創造一個公平和健康的未來。這一成就證明了

我們與社區和行業的成功合作，使這些專案遍佈全州各個角落，並確保更多家庭和企業在

未來幾年都能受益于清潔、價格合理的太陽能。我很榮幸今天在賈維茨中心宣佈這一消

息，該中心現在擁有曼哈頓最大的單屋頂太陽能電池陣列和配套的電池存儲系統，為其他

城市商業建築樹立了如何走在清潔能源未來前沿的榜樣。」   

   

紐約州分佈式太陽能裝置從三千兆瓦增加到四千兆瓦，是迄今為止增長最快的千兆瓦級增

長，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實現了這一目標。該目標的達成以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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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恢復的生產力為基礎，到 2022 年上半年，本州的裝機容量超過 1,200 兆瓦，足以為近 

217,000 戶家庭供電。大部分分佈式太陽能新專案都得到了「紐約太陽能」計劃超過 2.89 

億美元的激勵措施的支持，其中撬動了 15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賈維茨中心綠色屋頂上的 1,400 塊太陽能電池板也是當地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將會補充 

3.5 兆瓦的電池儲存系統。該專案是賈維茨中心、紐約電力局 (NYPA) 和西門子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Siemens Industry, Inc.) 之間公私合作的結果。該系統是最大的單屋頂太陽能專

案，將包括曼哈頓容量最高的電池儲能系統之一。太陽能設施完工的同時，賈維茨中心的

活動也在疫情高峰期後重新活躍起來，該中心是一家急救野戰醫院，為近 1,100 名紐約民

衆提供治療，後來又成為美國最大的疫苗接種點，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向紐約民衆分發

了 646,000 多劑疫苗。   

   

自 2021 年 8 月以來，在 120 萬平方英尺的擴建工程竣工後不久，賈維茨中心恢復活動

運營，在名為賈維茨北中心 (Javits North) 的擴建場館中已舉辦 40 場活動。活動仍在持

續舉辦，從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在曼哈頓西區的標誌性場館預訂了 49 場活動，比 

2021 同期增加了 14%。從新的企業盛會和籌款活動到貿易展覽和會議，活動的增加可歸

因於該地區的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包括賈維茨中心的大規模擴建，以及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莫伊尼漢火車站 (Moynihan Train Hall) 最近的改造。在賈維茨中心

舉行的活動每年可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多達 39,000 家公司，每年產生高達 20 億美元

的經濟活動，並直接或間接地為全州提供多達 18,000 個就業崗位。從第 11 大道和第 12 

大道之間的西 34 街到西 40 街，擴建後的賈維茨中心擁有超過 200,000 平方英尺的新會

議廳和宴會廳前廳，包括 54,000 平方英尺的特殊活動空間衆覽廳 (The Overview)，以及

一座玻璃封裝的屋頂涼亭和俯瞰哈德遜河的露臺。還建有占地一英畝的屋頂農場和溫室，

為會議中心的客人創造了從屋頂到餐桌的體驗。在屋頂活動空間下方是一個四層卡車編組

設施，可同時容納多達 200 輛牽引車，減少社區擁堵和污染，同時提高交通安全。所有

空間都配備了最新的照明設備、供暖和製冷系統以及無線連接技術。該擴建專案已獲得美

國綠色建築委員會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的 LEED 黃金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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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NYSERDA) 多利．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紐約州成功的

『紐約太陽能』計劃已將紐約定位為全國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市場，現在我們正在加快進

度，提前實現 2025 年的太陽能目標，使我們能夠在 2030 年前實現 10 千兆瓦的目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期待在這一里程碑的基礎上，推進各種規模的太陽能專案，以

幫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改善空氣品質，降低紐約所有居民的電費。」   

   

紐約電力局臨時主席兼執行長賈斯汀．E．德里斯科爾 (Justin E. Driscoll) 表示，「在紐

約各地部署更多太陽能電池陣列對於實現本州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標至關重要。賈維

茨中心的綜合屋頂太陽能系統將成為紐約無排放、可再生能源的展示，它有助於降低電

費，同時幫助我們在擺脫化石燃料的轉型中向前邁進。該專案是紐約市最大的電池部署專

案之一，它還將儲存額外能源，在電力需求旺盛時使用，從而提高電網的效率。」   

   



賈維茨中心執行長艾倫．斯蒂爾 (Alan Steel) 表示，「在賈維茨中心安裝屋頂太陽能電池

陣列是我們可持續發展之路的下一個重要步驟，很榮幸能與霍楚爾州長、紐約電力局和西

門子公司合作，在曼哈頓西區創造這一非凡的可再生能源。從作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到經營

一英畝農場，我們的屋頂與紐約州的任何其他屋頂都不同，隨著我們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參

加紐約氣候週活動，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激勵其他人探索可持續建築。」   

   

州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羅里．M．克里斯蒂安 (Rory M. Christian)表示，「紐約備受讚譽

的『紐約太陽能』計劃將幫助我們實現在紐約發展太陽能的重要目標。這些專案得到了霍

楚爾州長的支持，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能源的價格波動。隨著我們推動太陽能專

案，紐約將為客戶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並為紐約民衆創造薪資優厚的工作。」   

   

紐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區太陽能，這是一種創新的商業模式，旨在為通常無法

在其房產上安裝太陽能的紐約消費者提供太陽能的好處，包括無預付費用或參與費。今年

早些時候，霍楚爾州長宣佈，紐約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市場，裝機容量超過 1 

千兆瓦，足以為超過 20 萬戶家庭供電，確保所有紐約民衆在未來幾年繼續獲得清潔、價

格合理的太陽能。   

   

紐約州的「紐約太陽能」計劃已幫助本州各郡縣的 166,088 個紐約家庭或企業安裝了太

陽能，其中長島地區、哈德遜中部地區以及首府地區的太陽能安裝量最大。作為本州太陽

能公平框架的一部分，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向中低收入 (LMI) 家庭、經濟適用

房、弱勢社區和環境正義社區提供 16,00 兆瓦以上的電力，足以為 28 萬戶家庭供電，這

與《氣候法案》規定的將 35%（目標是 40%）的清潔能源收益用於弱勢社區。  

   

除了全州已安裝的四千兆瓦的分佈式太陽能之外，另有 3.2 千兆瓦的太陽能，足以為 56 

萬戶家庭供電，這些太陽能已獲得「紐約太陽能」計劃的獎勵，目前正在全州範圍內進行

開發。這些專案預計將在未來兩三年內上線，其容量足以為 50 萬或更多的家庭供電，這

將促進紐約州更接近實現本州的六千兆瓦目標。實現本州六千兆瓦的太陽能目標，預計將

產生約 54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並在全州範圍內實現每年 5 億美元的能源節約。   

   

隨著 2022 年《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中對太陽能和其他清潔能源技術

的聯邦投資稅收抵免的延長和擴大，紐約分佈式太陽能的快速部署將進一步加快。紐約州

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大規模可再生能源計劃也推動了這一進展的取得，該計劃與超過 

85 個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專案簽訂了有效合同，在全州總共另有近七千兆瓦的太陽能

正在開發中，建成之後將足以為近 120 萬戶家庭供電。這些專案將一同為紐約州帶來超

過 75 億美元的投資，並在開發、建設、營運和維護方面創造超過 9,000 多個工作崗位。  

  

州參議員凱文．S．帕克 (Kevin S.Parker) 表示，「我們在全州安裝了4 千兆瓦分佈式太

陽能，我們已經表明，我們可以及時為人們安裝清潔能源。屋頂分佈式太陽能將在我們公

平實現《氣候法案》的道路上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它可透過避免基礎設施投資和提高恢復

能力為電網提供正向淨值。我讚揚紐約電力局利用其作為州公共電力主管機構的特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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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促進公平的綠色專案，如賈維茨專案，這有助於實現太陽能里程碑事件，並有助於我

們超越《氣候法案》的目標，即到 2025 年實現 6 千兆瓦分佈式太陽能。」  

   

衆議員邁克爾．庫西克 (Michael Cusick) 表示，「今天，我很自豪地看到，我們在紐約

州安裝了 4,000 兆瓦分佈式太陽能，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宣佈這一成就的同

時，曼哈頓賈維茨中心成功安裝了最大的屋頂太陽能專案。 我為霍楚爾州長、紐約州能

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紐約電力局和賈維茨中心在氣候週期間在清潔能源方面取得的重要進

展而鼓掌。」  

  

社區太陽能接入聯盟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olar Access) 活動副主席馬特．哈加

滕 (Matt Hargarten) 表示，「將願景、領導力和行動結合起來部署社區太陽能，對紐約

來說是可能實現的。社區太陽能接入聯盟對從霍楚爾州長到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以及帝國州為實現這些關鍵的氣候里程碑所需要的許多人所表現出的團結一致表示讚賞。

制定雄心勃勃的分佈式太陽能目標，然後超越這些目標，對全國其他地區來說是一個很好

的榜樣。」  

  

紐約太陽能產業協會執行董事紮克．杜弗雷納 (Zack Dufresne) 表示，「今天的新聞證

明，紐約在太陽能方面的大膽投資正在迅速產生效益。紐約已安裝 4 千兆瓦分佈式太陽

能，這一成就證明了全國領先的『紐約太陽能』計劃的成功，以及市場確定性對我們實現

清潔能源目標的影響。紐約太陽能產業協會及其成員公司感謝霍楚爾州長、紐約州能源研

究與發展機構、公共服務委員會和州議會對我們實現並超越 10 千兆瓦太陽能部署和《氣

候法案》公正目標的堅定支持。分佈式太陽能產業透過直接服務弱勢社區、創造就業機

會、提供電網效益和避免輸電成本，期待著在有效實施紐約清潔能源轉型中繼續發揮關鍵

作用。」  

  

紐約清潔能源聯盟 (Alliance for Clean Energy New York) 執行理事安妮．瑞諾德斯 

(Anne Reynolds) 表示，「這一了不起的太陽能里程碑事件表明，我們可以加快建設我

們所需的清潔能源。成功的『紐約太陽能』計劃使我們得以取得的這一進展，將讓我們在

實現 10 千兆瓦目標的道路上走得很好。 我們很高興慶祝這些里程碑式成就，儘管我們在

繼續發展和改進計劃，比如旨在為低收入紐約民衆部署太陽能的『全民太陽能』擴展專

案。」  

  

太陽能支持組織 (VoteSolar) 東北地區總監埃琳娜．魏斯曼 (Elena Weissmann) 表示，

「紐約長期以來一直是蓬勃發展的太陽能產業和太陽能政策擁護者的家園。太陽能支持組

織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和成員一起慶祝這一里程碑式成就，我們將繼續向 10 千兆瓦目標推

進，建設一個為所有紐約民衆服務的清潔電網。隨著新的聯邦基金釋放出更多的太陽能擴

建機會，紐約必須成為確保民主和彈性電網的領導者。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優先滿足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CLCPA) 的公平要求，並深入研究將太

陽能作為弱勢社區實現能源和經濟正義的工具，包括發展一個強有力的社區主導的太陽能

專案。」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議程是美國最具野心的氣候和清潔能源倡議，呼籲有序、公正地過

渡到清潔能源，以創造就業機會，並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中復蘇的同時

繼續促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形成法律，紐約州正逐步實現其在 

2040 年前電力行業零排放的強制目標，其中包括在 2030 年前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

電，並實現全經濟範圍的碳中和。這建立在紐約對不斷發展的清潔能源行業的空前投資基

礎之上，其中包括為全州 120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和輸電專案投資超過 350 億美元，為

減少建築排放而投資 68 億美元，為加大太陽能規模而投資 18 億美元，為開展清潔交通

倡議而撥款超過 10 億美元，以及為履行紐約綠色銀行 (Green Bank) 承諾而投資超過 16 

億美元。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支援紐約的清潔能源行業在 2020 年提供約 158,000 個工作

崗位，分佈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長了 2,100%，幫助達成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承諾。根據《氣候法案》，紐約將在這一進展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到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年的水平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目標是 

40%）的清潔能源投資收益用於弱勢群體社區，並推動實現紐約州 2025 年能源效率目

標，即減少 185 萬億英熱單位的終端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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