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2 月 2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第 1 輪重建紐約社區計畫獲撥款逾 1.02 億美元  

 
64 個項目獲得 8,170 萬撥款，用於振興中心區並創造經濟機會  

  
三個 社區——奧爾巴尼、恩迪科特和尤蒂卡共獲得了 1,970 萬美元的特別項目撥款，用

於改造明顯破舊的房產，以刺激社區和經濟增長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通過重建紐約社區計畫，向 64 個項目提供 1.02 億美元撥

款。重建紐約社區計畫支持紐約州各地的市政復興工作，有助於 消除破敗、重振中心區

並在各個社區創造經濟機會。這項計畫由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管理，旨在幫助地方 政府實現社區復興，鼓勵商業投資，增加地方住房存量，將房

地產重新歸入納稅範圍並增加地方稅收。  

  
霍楚爾州長表示，「重建紐約社區計畫的撥款將有助於重建整個州的中心區，並將空置、

破損和未充分利用的建築改造為充滿活力的社區商場。得益於 1.02 億美元的國家投資，

我們正在為從哈德遜到北亨普斯特德區域內的社區注入新活力，刺激新的經濟活動，並確

保紐約州繼續成為民眾生存、工作和賺錢養家的地方。」  

  
在這一輪的特別項目中，為三個城市撥款超過 1,900 萬美元。奧爾巴尼市將獲得 975 萬

美元用於中央倉庫項目，布魯姆縣的恩迪科特村將獲得 600 萬美元用於翻新前 IBM 大

樓，奧奈達縣的尤蒂卡市將獲得 400 萬美元用於修繕 Mayro 大樓。特殊專案是針對嚴重

破壞社區經濟效益，並對社區整體經濟發展潜力產生負面影響的房產開展的專案。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重建紐約計畫振興了我們的中心區，是重建所需社區的經濟發展工具包

中的一個重要工具。這筆資金將幫助地方政府找到解决受損建築的辦法，使其擁有充滿活

力的未來前景。」 

 
各地區的重點項目詳述如下，獲得撥款的項目的完整名單請見此處。  

 
首府地區獲得 1,975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8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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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 975 萬美元給奧爾巴尼市用於中央倉庫項目（特殊項目名稱）：中央倉庫是

奧爾巴尼市中心一個明顯嚴重受損的，佔地 495,000 平方英尺。該項目將把該建

築改造成一個混合用途空間，在較低的樓層進行商業服務並提供 100 多套住宅公

寓。  

• 撥款 230 萬美元給斯克內克塔迪市用於 Wedgeway Kresge 翻修項目：該項目包

括翻修位於一個著名路口的兩棟歷史悠久、長期空置的廢棄建築，並增建一棟佔地 

10,000 平方英尺的五層建築，以創造一個包括一樓零售和多達 80 套新公寓在內

的混合用途空間。  

• 撥款 130 萬美元給哈德遜市用於月牙樓重建項目：該項目會將一座 18,000 平方英

尺的空置建築重新開發為一個混合用途空間。該建築將為一家電影製作公司提供 

6,500 平方英尺的商業空間，該公司將創造多達 30 個新就業崗位，還有一處延伸

至二層的 2,500 平方英尺的藝術畫廊空間，三套新公寓，以及可俯瞰都市、容納 

250 人的 3,000 平方英尺的全新天台活動空間。  

  
紐約州中部地區獲得 1,1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8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卡澤諾維亞村用於奧爾巴尼街 99/103 號的再開發：奧爾巴尼街 

99 號和 103 號的再開發項目將把空置和荒廢了 20 於年的兩處房產改造成一棟擁

有 30 套公寓和三層商業零售的混合用途建築。該處是由前加油站和汽車配件商店

創建的一個位於市覈心地帶的步行商業區，改建計畫將填補主要街道的空置空間。  

• 撥款 150 萬美元給錫拉丘茲市用於華盛頓廣場項目：該市將動用超 1 億美元的投

資再開發該市北部的四處房產。該項目將在此極度貧困的社區新建 224 套住房，

既有以市場價格銷售的住房，也有經濟適用房。  

• 撥款 100 萬美元給奧農多加縣用於城堡項目：該城堡項目將把錫拉丘茲市南區一

座空置的石頭教堂改建為會議和活動場地，並配有一個完整的商業廚房，創造 13 

個全職和 29 個兼職工作崗位。在被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MWBE) Simply Ingram 

LLC 收購之前，該處房產在空置超過 20 年間歸錫拉丘茲市地產銀行所有。  

  
五指湖地區獲得 1,00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5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500 萬美元給羅切斯特市用於羅切斯特河道市中心東部計畫。包括對位於市

中心東側的五座空置私人建築進行修繕。建築翻新和入住率的恢復將有助於市中心

地區的持續振興。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韋恩縣用於紐瓦克健康中心：該項目的資金將進一步推動紐瓦

克村的廣泛社區投資，以實現其市區振興計畫中的再開發規劃。拆除一棟目前廢置

的建築，為解决經濟衰退提供機會，並通過中心的建設創造了新的社區資產。  

  
長島地區獲得 126.5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1 個項目。  

  



• 撥款 500 萬美元給北亨普斯特德鎮用於新卡塞爾勞動力住房三期工程：新卡塞爾

主要為中低收入地區，該鎮將對該地區的三處廢棄房產進行修繕和重建。一旦完

成，這些房屋將提供給 AMI 80% 或以下的首次購房者。  

  
哈得遜中部地區獲得 924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10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皮克斯基爾市用於華盛頓大街 630 號的 Cosmo 生鮮市場：該

項目已獲皮克斯基爾市規劃委員會的準予，將把廢棄的華盛頓大街 630 號改造和

擴建為全新的佔地 12,000 平方英尺的 Cosmo 生鮮市場。該地的商業活動將使該

地區的空置建築恢復生機，供應必要的社區服務，並創造多達 30 個新的就業崗

位。  

• 撥款 150 萬美元給金斯頓市用於伍德斯托克攝影中心項目：伍德斯托克攝影中心

將重新利用和修繕一座佔地 40,000 平方英尺的前雪茄工廠，以使其能够從一個較

小的空間搬遷至此，從而擴大其在金斯頓這一蓬勃發展的創意藝術區的藝術和文化

項目的發展。  

• 撥款 145 萬美元給紐堡市 用於蘭德街房產項目：這是一項對三棟空置近十年的建

築進行修復的項目。這些房產將創造 12 套急需的經濟適用住房。  

  
莫霍克河谷獲得 1,400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7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400 萬美元給尤蒂卡市用於 Mayro 大樓項目（特殊項目名稱）：這是尤蒂卡

市中心一處明顯破損的房產。這座建築將被改造為一個具有零售、辦公空間和 47 

套新的市價公寓的混合用途房產，鑒於其規模和位置，該項目一旦建成，將有助於

市中心的整體改造。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阿姆斯特丹市用於 5 處角落拆除：該項目位於該市交通最繁忙

的路線之一，非常顯眼。該項目的拆除和場地開發將為該市未來以經濟適用住房和

商業用途的重點再開發打好基礎。該項目是市和縣的首要任務。  

• 撥款 200 萬美元給伊林自治市用於修繕前斯佩裏．尤尼瓦克建築群：該項目將佔

用一處空置的破損房產，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混合用途空間，其中包含 81 套在市內

備受追捧的市價住宅。該項目由已在莫霍克河谷取得了成功的盡心盡力的開發商負

責開發。  

  
紐約北部地區獲得 1,000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9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135 萬美元給塔珀湖自治市用於橢圓閣樓再開發項目：橢圓閣樓再開發項目

將把原先的木材加工廠建築和垃圾場開發成 71 套市價住房單元，並在塔珀湖市中

心建設 2,500 平方英尺的商業空間。  



• 撥款 135 萬美元給沃特敦市用於 75-79 號公共廣場再開發項目： 該在開發項目包

括拆除一棟破舊的建築，並在沃特敦市中心新建一棟四層混合用途建築，其中包含 

19,000 平方英尺的商業空間、一家餐廳和市價公寓。  

• 撥款 130 萬美元給波茨坦自治市用於地伯街 6 號再開發項目：該項目包括將一個

空置的廢棄空間改建為商業空間、活動空間以及位於波茨坦市中心的四套公寓。  

  
紐約州南部地區獲得 1,570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8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600 萬美元給恩迪克特自治市用於 IBM 北街拆除項目（特殊項目名稱）：包

括拆除 55 萬平方英尺的空置工業/商業空間，這些空間已無法滿足現代製造業的需

求。該項目將為工業園區的預期新開發創建一個占地 10 英畝的整已剷平地塊。  

• 撥款 295 萬美元給賓漢姆頓市用於 克林頓街 187 號項目： 包括將該市一區的空

置場地開發成一棟多層建築，擁有 102 套經濟適用租賃住房，並配有租戶設施和

免費商業租戶。  

• 撥款 180 萬美元給羅克斯伯裡市用於柯克賽德旅店項目：該項目將把歷史悠久的

柯克賽德莊園改建為酒店/餐廳，並提供綜合教育計畫，為飯店和旅遊業的有抱負

的專業人士提供體驗式學習。  

  
紐約州西部地區獲得 1,050 萬美元撥款用於支持 10 個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撥款 150 萬美元給韋斯特菲爾德市用於韋爾奇大樓項目：該項目將對三層混凝土

和磚砌結構的韋爾奇大樓進行歷史性修復和再利用。該建築始建於 1909 年，由韋

爾奇葡萄汁公司 (Welch’s Grape Juice Company) 建造，作為其辦公總部，具有重

要的歷史意義和地區意義。該項目將通過創建 46 個在本地區非常匱乏的住房單元

資源，吸引商業投資並增加地方住房存量。  

• 撥款 150 萬美元給北托納瓦達市用於羅瑞學校的再開發項目：該項目包括修復位

於佩恩大道 621 號的前羅瑞中學。自 2006 年以來，該建築被廢棄，並一直空

置，成為了佩恩大道商業走廊內的一塊廢墟。目前，羅切斯特基石集團有限公司 

(Rochester's Cornerstone Group LTD) 與業主簽訂了一份購買協定，以將該地塊

重新開發為 87 套經濟適用的高級公寓。  

• 撥款 125 萬美元給奧林市用於奧林市中心的再開發項目：該場地的改造將包括對

建築外立面的重新利用和建築外觀的翻新，拆除並翻新公共區域的天花板和天窗，

更換屋頂，拆除原內部租戶空間和原先很時髦的空間，以便建造面向街面的零售門

店和高層的經濟適用住房。該項目將進一步推動社區正在進行的振興工作。  

  
霍楚爾州長近期 宣佈 截至 2023 年 1 月 27 日，重建紐約計畫第二輪的正在申請中。意

向書的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30 日。城市，城鎮、村莊均有資格為項目申請支持，

用於拆除、解構、重建空置、荒廢、充公、多餘的房產。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applications-open-round-two-restore-new-york&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5ecca41d93b9488ee56608dae2a8a2d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7151141674405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1feGAPhYgEvb8s%2FUvx11nlBA21QlXZAHWZaP8stRjv8%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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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以及推廣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主

要行政部門。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區域理事會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的資訊，請造訪 

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和 http://www.esd.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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