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地方政府開展的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這些項目將創造 1,250 個清潔能

源崗位  

  
新計畫中有 40 個專案目標要在 2025 年前竣工，其目標為建成 75 兆瓦特的可再生能源

容載力，其中包括 15 兆瓦特的電池儲備能力  

  
紐約有全國最強健的社區太陽能市場，已完成的專案數量最多  

  
正在安裝紐約電力局社區太陽能的有肯尼迪機場，這是紐約市最大的社區太陽能獨立項

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幫助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部門建設至少 40 個分佈式太陽能系

統的加速計畫，這些系統可產生可再生能源，同時為周邊社區提供可靠、平價的可持續能

源。40 個專案將有助於實現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最近公佈的 

2025 年社區太陽能目標，即建成包括 15 兆瓦特的電池儲備能力的 75 兆瓦特可再生能源

容載力，這些能源足夠抵消 2,572 輛轎車的排放量。預計這些專案將在開發、建設和運

行過程中創造超過 1.35 億美元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並創造超過 1,250 個短期和長期崗

位。  

 
葛謨州長於 1 月 13 日發表的 2021 年州情諮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中公佈清潔能源

議程，該議程包括紐約電力局新的《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 (Community Solar and 

Storage Program)》，旨在讓電力用戶都能參加其所在地區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在每月的

公用事業賬單上獲得信用額度，盡其所能幫助本州電網增加清潔、可再生能源供應。  

  
「紐約有全國最強健的社區太陽能市場。我們將繼續優先發展可再生資源，從而使能源行

業得到轉型，保護環境，為紐約家庭和企業降低能源費用，」葛謨州長表示。「在社區

專案上與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部門合作能深化太陽能和儲備部署，同時還能為全州創造新崗

位。我們團結一心將推動紐約全國領先承諾的兌現，即對抗氣候變化，為電網供應更清潔

的平價能源。」  

  
該專案面向各郡、鎮、市和鄉的市政社區，州政府部門將為社區太陽能專案的專案負責

方。有意向的參與者可發送郵件至 solar@nypa.gov 聯繫紐約電力局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

目。作為能源咨詢方，紐約電力局已開展數個社區太陽能專案，該部門也透過為州政府部

門和地方政府制定這項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的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來實現其承諾，這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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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本州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議程內容相一致。該法案提出要在 2025 年前安裝 6,000 兆瓦特太陽

能，在 2030 年前完成 3,000 兆瓦特能源儲備。  

  
社區太陽能為家庭、學校和企業提供可獲得當地太陽能項目福利的機會來使社區受益，且

往往不需預付費用或參與費用。這些項目加大承租人、屋主、低收入居民、學校和企業對

太陽能的使用管道，他們可能因為沒有條件而無法在其建築中安裝太陽能板。太陽能為電

網提供能源，當地簽約者可從其電費賬單中獲得信用額度。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在發展社區太陽能

分佈式發電的工作上，紐約州是全國最重要的市場之一。透過與全州地方和州政府電力局

的專業力量在能源項目上展開合作，我們對太陽能和儲備的承諾將被推進到下一個階段。

紐約電力局為解決太陽能和儲備需求增加而系統地設定大範圍目標，這將有助於政府克服

開展太陽能專案可能遇到的潛在困到，部門也能作為『主要簽約方』而更有效地使周邊社

區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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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NYSERDA) 代理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裡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今天的公告推進州政府全面工作向前發展，即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繼續發展全州太陽

能，利用社區太陽能等所有途徑為全體紐約民眾改善能源使用，使每個人的能源賬單費用

都能降低，並減少碳排放。這是州政府向綠色經濟轉型的工作內容。透過此類專案，葛謨

州長《紐約-太陽倡議 (NY-Sun)》計畫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大規模可再生能

源 (Large-Scale Renewables)》計畫，迅速發展的太陽能已經令紐約處於全國發展最

快、最強健的太陽能市場之一。」  

  
主要簽約方有助於所有人都更能負擔得起能源  

  
由於專案開發時間長，未來收入不確定等因素會擾亂各地的預算和批准流程，因此參與到

分佈式太陽能專案中來會成為地方政府面臨的挑戰。不過由於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近期規定的出台，現在大客戶可在分佈式太陽能專案可以

更有效的方式成為「主要簽約方」。這將透過使項目大規模的融入到經濟中而削減開支，

為開發商和融資商提供擔保，透過簡化獲得太陽能信用額度的流程而使居民和小企業受

益。  

  
在這一新項目的實施下，紐約電力局將於市政和州政府實體合作，協助他們在其建築和用

地上開展社區太陽能項目，從而在他們採用分佈式可再生能源時減輕政府實體面臨的挑

戰，同時還為低收入社區的清潔能源發電提供支持。紐約電力局《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

目》的員工在項目開發的全過程中為負責社區太陽能分佈式發電 (community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DG) 項目提供協助，整個流程涵蓋調查、設計、採購到執行，項目管理和

竣工。  

作為項目負責方的地方政府不需提前支付資本費用就能在其資產上建造分佈式太陽能系

統，同時還能獲得長期收入和確定能長期節省公用事業能源費用。紐約電力局預計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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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前支持至少 40 個社區太陽能專案，總共建成 75 兆瓦特的可再生能源容載力，其

中包括 15 兆瓦特的配套儲備能力。這些專案將在開發、建設和運行過程中創造超過 1.35 

億美元的直接和間接投資，並創造超過 1,250 個短期和長期崗位。透過社區太陽能項

目，市政和州政府實體可在負責社區太陽能專案和成為簽約方的方式下獲得支付款。  

  
借鑒紐約電力局的經驗推動社區太陽能項目示範專案的開展  

  
多個專案正在開展，這不僅證實了其可行性，也證實了主要大客戶願意參與到社區太陽能

項目中來。目前紐約電力局正在推動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闊利威爾 (Quarryville) 

和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兩個主要項目，

旨在為周邊社區總共提供 11 兆瓦特的可靠、平價和可持續能源。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的白原城 (City of White Plains) 也在開展項目，旨在為多地生產

社區太陽能。紐約電力局還請求允許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市政參與到聯合

開展的能源項目中，該項目將簡化開發、採購和實施流程，並帶來綜合福利。  

  
紐約全國領先的社區太陽能  

  
目前紐約的社區太陽能是全州最強健的社區太陽能市場。在《紐約太陽能》項目的開展過

程中，已建成或在建超過 1,050 個社區太陽能專案，這些專案將為超過 26.7 萬紐約民眾

節省電力能源費用。紐約的《社區太陽能專案》已建成超過 533 兆瓦特，還有 2,100 兆

瓦特在建。紐約被伍德·麥肯錫 (Wood Mackenzie) 評為 2020 年前三個季度中全國最先完

成社區太陽能專案的州。從 2011 年起，紐約州的太陽能增長近 1,800%，使用了 50 億

美元的私人投資，減少了 68% 的太陽能開支。紐約州有超過 1.2 萬人參與太陽能工作。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肯尼迪機場將成為紐約州最大的太陽能頂棚系統，這將有助於推動葛謨

州長和航港局許下的激進承諾，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加快可再生能源在紐約的使用。該

系統包括美國機場中最大的社區太陽能規劃專案，其將使周邊社區的小企業和中低收入居

民大大受益。我們期待能繼續和紐約電力局合作，從而開展能幫助該地區抗擊氣候變化的

清潔能源專案。」  

  
白原城市長湯姆·洛奇 (Tom Roach) 表示，「白原城在八個專案和 6.6 兆瓦特的社區太陽

能項目的開展中向前發展，這是威徹斯特郡最大的市政可再生能源項目。我們在咨詢紐約

電力局後期待能在年底使全郡的太陽能產量增加兩倍，並完成一項市內項目，從而使居

民、城市和環境受益。我們歡迎能為其他社區樹立榜樣的機會，我們也向幫助紐約州實現

其宏偉的清潔能源全國領先目標。」  

  
紐約州郡協會 (New York State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執行主任史蒂芬 J. 艾克奎羅 

(Stephen J. Acquario) 表示，「全球變化始於地方。紐約各郡將領導開展地方過渡工

作，從而使我們的社區過渡到可再生清潔能源資源。對於很多紐約民眾來說，由於預付費

用過高或家中有限制，因此他們很難能使用上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各郡稱讚葛謨州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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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一專案的舉措，這將打破限制使用太陽能的屏障，使地方政府能夠為其居民、學校和

企業提供可再生能源選擇。」  

  
紐約市長協會 (New York State Conference of Mayors) 執行主任皮特 A. 巴尼斯 (Peter 

A. Baynes) 表示，「舊能源向清潔能源系統過渡，這是旨在減少排放和解決氣候變化戰

略中的重要內容。 紐約電力局新開展的《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將幫助城鎮鞏固本州

的能源目標和實現其各自的能源目標。」  

  
鄉鎮協會 (Association of Towns) 行政主任蓋里·吉斯特 (Gerry Geist) 表示，「《社區

太陽能和儲備項目》是州和地方政府都能合作實現清潔能源重要目標的創新項目，同時還

能對項目實施地的社區提供直接幫助。作為清潔能源的支持方。各鄉鎮對這一合作工作表

示稱讚。」  

  
紐約太陽能業協會 (New York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NYSEIA) 行政主

任沙伊姆·馬塔 (Shyam Mehta) 表示，「紐約太陽能業協會感謝紐約電力局和葛謨州長對

紐約州太陽能發展的持續支持。紐約電力局社區太陽能專案將在中低收入社區中開展，這

裡一向都無法充分利用太陽能而減少每月賬單。紐約太陽能業協會的成員公司已準備好為

項目開展提供所需的技能力量和太陽能勞動力。」  

  
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作為參議院能源和遠程通訊委員會 (Senat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的主席，我一直都認為和支持對綠領工作

作出重大投資。 隨著我們想清潔能夠經濟過度，隨之而創造的優質崗位將產生變革影

響，對於一直遭遇失業和就業不充分的黑人和拉美社區來說尤其如此。在我們為提高本州

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性而努力 期間，葛謨州長制定的社區和太陽能儲備項目 將創造優質崗

位，對此我 表示稱讚。」  

  
眾議員邁克爾 J. 庫西克 (Michael J. Cusick) 表示，「本州正在幹勁十足的向更清潔能源

電網過度，並為實現我們的氣候目標而努力，今天公佈的地方政府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

僅僅只是這項工作的最新工作內容。40 個社區太陽能新專案不僅將在過渡到可持續能源

的過程中發揮作用，還將為社區創造崗位，為地方政府提供機會，這在我們從 2019 冠狀

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中開始恢復期間是振奮人心的消息。」  

  
如需獲取紐約電力局《社區太陽能和儲備項目》的更多訊息，請發郵件至 solar@nypa.gov。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在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之際，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工作日程是美國

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創造就業機會，並

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州正走上一條實現其強制

目標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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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

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40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

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以來分佈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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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部門增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

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在終端能源使用中把

現場能耗減少 185 萬億英制熱單位。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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