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1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為電動車  (ELECTRIC VEHICLES, EV) 宣佈《「預備」項目  ("MAKE-

READY" PROGRAM)》   

  

公用事業公司的支持將加速建設電動車充電站   

  

充電站將提供逾  26 億美元的消費者淨收益   

  

增加對充電站的使用將使電動車成為更具吸引力的選擇   

  

本州已批准逾  2 萬筆電動車退稅，退款對象為參加《清潔駕駛退稅項目  (Drive 

Clean Rebate Program)》的紐約民眾   

  

新項目支持著本州設立地交通電氣化和清潔能源目標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天宣佈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公佈報告，該報告建議制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由公用事業公司支持

的《「預備」項目》，旨在推廣電動車充電站的負責部署工作。此外，州長還宣佈

已批准逾 2 萬筆退稅，退款對象為參加《清潔駕駛退稅項目》購買電動車的紐約

民眾，這使居民從參與其中的經銷商處購買或租賃新電動車時可獲得  2,000 美元的

退稅款。葛謨州長在他的  2020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強調了紐

約在進一步鼓勵電動車所有權方面的承諾。具體來說，州長指示公共服務廳與利益

相關方商討以制定出預備計畫，該計畫利用公用事業公司的支持來加快所需的電動

車充電基礎設施的發展進程，以此來滿足未來五年中電動車的預期發展速度。   

  

「促進電動車的所有權是紐約全國領先計畫的關鍵環節，旨在對抗氣候變化和發展

清潔能源經濟，」葛謨州長表示。「《預備計畫》將指示全州的公用事業公司建

造所需的輸電網基礎設施，用於促成安裝公眾可使用的充電站，鼓勵更多的紐約民

眾選擇電動車，同時創造崗位，確保我們在能源上的開支能用在州內的工作上。」   

  

該報告建議公共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指示本州主要的電力公用

事業公司修建所需的輸電線基礎設施，用於安裝公眾可使用的充電站。為支持電動

車在紐約的部署工作，該報告建議採取數個舉措，利用公用事業公司的專業知識和

http://documents.dps.ny.gov/public/Common/ViewDoc.aspx?DocRefId=%7b652C94FC-7669-4578-9B89-70EC65AC9C55%7d


獨特地位來推廣使用零排放汽車。該委員會已批准數項計畫來鼓勵發展零排放市

場，包括電動車充電站使用時間的民用收費費率和每個插頭的年獎勵金額，用於降

低公眾可使用的直流電快充站安裝費用。該委員會還批准了數個電動車展示和試點

項目，公用事業公司也制定出推廣電動車的所需框架。   

  

《「預備」項目》將開展至  2025 年，這與紐約設立的在彼時年底部署  85 萬輛零

排放汽車的目標同時進行。該項目透過為電動車充電站的預備場地支付  90% 的費

用，從而為研發公司發展了電動車經濟。該報告還提出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將電動車

充電設想與其資本規劃年度流程相結合，以此來鼓勵對充電基礎設施進行審慎選

址。這一提議將鼓勵充電基礎設施能夠得到具有前瞻性的快速發展，預計這一發展

進程將為紐約民眾提供逾  26 億美元的淨收益，並支持本州實現交通電氣化和清潔

能源的目標。   

  

充電基礎設施的審慎選址將支持安裝成本降低，提高場地所有人的接納程度，並使

駕駛員的使用實現最大化。一項對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的預測結果要求電力公司確

定合適地點，用於作為電動車供應設備和基礎設施的選址，並向研發公司積極普及

節省開支的協同機會。該報告建議公用事業公司制定出通用的適合性標準以確定可

能作為公眾充電的場地，並以最大化公眾使用充電站為目標來確保用戶投資資金能

夠得到高效使用，並為包括弱勢社區在內的公用事業公司所有用戶提供公平公正的

使用渠道和福利。   

  

隨著電動車價位下降和市場上出現更多的電動車，現在適合在環境公正的社區和鄉

村街區中修建更多的充電基礎設施，上述社區一向受到空氣污染。此外，因臨近車

流量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這些社區受到了空氣污染。這些車輛擁有率低的社區將

在路面電動車增加的情況下獲益。紐約州正在開展數項支持中型和重型車輛電氣化

的計畫，包括巴士車隊。這項工作將增加對電動車的使用，並為多個弱勢社區改善

空氣質量。   

  

在《「預備」項目》實施第一年建造的電動車快充站預計將對所有地區和場地規劃

產生積極的經濟回報，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 150 千瓦大型充電站

除外。由於公共透明度和使用基礎設施在緩解焦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該報告建議

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各個地區都符合獲得額外獎勵的要求，從而各地區可修建四個及

以上快充地點。   

  

《充電紐約  (EVolve NY)》計畫由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管理，該計畫承諾斥資  2.5 億美元用於在主要的運輸走廊上增加公用快充站，從而

在主要城市和機場修建新的充電中心，並打造適合使用電動車的模範社區以鼓勵居

民向駕駛電動車轉型。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89e8f662-d5cece5c-89ea0f57-000babda0031-f977ebdca8ccf141&q=1&e=efdc8e54-b0ee-4c86-8e72-5b4a458dc4b3&u=https%3A%2F%2Fwww.nypa.gov%2Finnovation%2Fprograms%2Fevolveny


新增的基礎設施將對本州的《清潔駕駛退稅項目》目標予以補充，該項目是一項斥

資 7,000 萬美元針對插電式混合和電動車的退稅和外展計畫，旨在鼓勵在紐約增加

使用清潔和無污染汽車，推進交通業的減少碳排放工作，為消費者降低汽車價格。

其中 5,500 萬美元資金專用於為購買全新插電式混合電動汽車、純電動汽車或氫燃

料電池汽車提供最高  2,000 美元的退稅額。剩餘的  1,500 萬美元用於提高消費者對

電動車及其諸多好處的意識、在全州境內安裝更多充電站、開發和演示新電動車技

術，以及其他可以讓更多電動車在紐約上路行駛而做出的努力。   

  

自該計畫開展以來，負責管理這一計畫的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已批准逾 2,900 萬美

元的退稅額，供紐約民眾購買或租賃  45 種不同類型的汽車。總體上，購買新電動

汽車獲得不低於  1,100 美元退稅額的消費者占大多數。   

  

全州每個郡的紐約民眾都獲得了退稅額。獲得批准的退稅額申請約有  33% 是由長

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消費者提交的，其次是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的駕

駛員。下面是各地區退稅額申請的完整細目：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地區   

總申請

數*  

占總申

請數的  

%  

長島地區  6,866  33%  

哈得遜中部地區   3,656  17%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2,458  12%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2,129  10%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2,085  10%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1,426  7%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891  4%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781  4%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423  2%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259  1%  

總計  20,974    



*截止 20 年 1 月 10 日  

  

公共服務廳首席執行官約翰  B. 羅德斯 (John B. Rhodes) 表示，「未來的能源系統

和未來的交通系統需要電動車。這份報告提出對公用事業進行具有前瞻性的精明投

資，這將同時使電力用戶和車主受益，並推進葛謨州長的清潔能源和清潔交通戰略

的開展。」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葛謨州長提出在全州推廣使用更清潔更環保的汽車，並最終消除碳排放。《預備

項目》是預示能實現這一願景的最新標誌，使紐約民眾能夠滿懷信心地切實過渡到

電動車使用。我們已根據《清潔駕駛退稅計畫》批准了逾  2 萬筆退稅款，這明確

表示本州專注於為居民提供清潔能源平價方案，從而減少排放、保護環境和保障更

清潔社區。」   

  

紐約州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在紐約州成

功鼓勵和支持使用電動車這一工作上，在全州範圍內加速建造充電站是關鍵。《預

備項目》將進一步鼓勵公用事業公司和研發公司之間的重要合作，以此來修建更多

的充電基礎設施。紐約州承諾將為目前和潛在的電動車駕駛員打造便利環境。我們

的全面措施將幫助商務和個人出行的紐約民眾自然選擇零排放的汽車。」   

  

州長近期在《州情咨文》關於電動車的公告中宣佈將請求紐約州電力局於  2022 年

年底前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各地區安裝  10 個及以上快充站，《預備項目》支持

著州長的這項工作。州長為電動車制定的政策也呼籲紐約州電力局在紐約州高速公

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上的每個休息點於  2024 年年底前安裝充電站，並在

接下來的五年中安裝至少  800 個新充電站。   

  

葛謨州長實施的《充電紐約  (Charge NY)》計畫在紐約成功開展了擴大電動車使用

的工作，該計畫設立的宏偉目標是在  2018 年年底實現  3 萬輛電動車和  3,000 個充

電站，這一目標超額完成。報告中提出的建議也建立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之上。自  

2013 年起紐約購買了逾  4.5 萬輛電動車，這一數字超過其他  48 個州。紐約已在同

時期安裝了約  4,000 個充電站。   

  

紐約為緩解氣候變化制定了宏偉的政策，採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體現了這一點。《氣候

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為本州設立了整體經濟實現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淨零排放的目標；較之  1990 年的水平來說，2050 年前所有人為因素造成的

溫室氣體排放要減少至少  85%；以及 2030 年前減少 40% 的中期目標。《氣候領

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要求實施大量減排和互補調整措施以解決氣候變化造成的嚴

重影響，包括交通電氣化，這是利用大幅減少排放而達到緩解目的的措施。紐約的



交通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其他任何行業的都要多，且這些排放量還在繼續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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