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3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水牛城改造基金撥款  589 萬美元   

  

資金支持的項目將促進交通走廊沿線的發展，並復興鄰近的商業街區   

  

點擊此處查看地圖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  10 個項目將從第四輪水牛城改造基金  (Better Buffalo 

Fund, BBF) 中獲得總計 589 萬美元的撥款。這項  2014 年開展的項目旨在為改善交

通走廊沿線人口密度和增長的各類專案提供支援，並振興商業街區。最新一輪的撥

款將幫助我們利用  5,200 萬美元的私募投資，從而完成對  129 棟住宅單元、超過  

183,078 平方英呎的店面和商業空間進行改造和整修。   

  

「我們將透過水牛城改造基金進行戰略投資，該基金支持以交通為導向的發展，振

興水牛城制定地區的街區，從而減少城市雜亂無章的佈局，」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在水牛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採取的全面措施將促進城市的轉變工作，並為整

個地區帶來經濟增長。」   

  

作為葛謨州長提出的紐約州西部地區振興工作的重要計畫，水牛城改造基金旨在建

設各種多用途、高密度而活力四射的街區；通過升級各街區就業中心和職業培訓與

服務之間的交通運輸通道，改善主要就業中心的交通狀況。申請人可通過「水牛城

改造基金」，針對兩項計畫中的一項申請補助金和迴圈貸款資金，即《交通主導發

展專案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和《水牛城主要街道  (Buffalo Main 

Streets)》。  

  

在最新一輪撥款中，符合撥款條件的地區已延伸到百老匯  (Broadway)、西達街 

(Cedar) 和莫蒂默街 (Mortimer) 之間、主大街  (Main Street)、莫霍克街 (Mohawk) 和

塞尼卡街 (Seneca) 之間。今天的公告在黑岩石貨運大廈  (Black Rock Freight House) 

公佈，該大廈是一項多用途的重建項目，其將大部閒置工業用地轉變成了  35 套閣

樓式的一房、兩房和三房公寓以及約  3,000 平方英呎的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將用

作哈奇特斯大廈  (Hatchets and House) 的第二個地點，並將於本月月底開放。  這一

項目由共同關係房地產公司  (Common Bond Real Estate) 承接完成，該公司在第三

輪水牛城改造基金撥款中獲得  75 萬美元貸款。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BBF_Map_Past%20%26%20Round%204.pdf
http://www.esd.ny.gov/BusinessPrograms/BetterBuffaloFund.html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8f8f7428-d3a94073-8f8d8d1d-000babd905ee-b5a0edbacb711e9b&q=1&e=c52860ad-5f4e-48ff-b14d-bd6ded88cfe9&u=https%3A%2F%2Fbuffalofts.com%2Fdevelopment%2Fblack-rock-freight-house


 

 

  

「水牛城改造基金正在重建被遺忘的街區，使畢生住在那裡的人們能夠繼續感到自

豪，並願意在那裡安家，」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騎單車

路過城市中的這些街區時能感到這些地方都通了能源和電力，這在我童年和養家的

年輕時代是沒有的。這些項目正在為未來提高生活質量和改造社區。」   

  

州長承諾會透過《水牛城百萬計畫  (Buffalo Billion)》為水牛城改造基金撥款  4,000 

萬美元。透過四輪計畫，水牛城改造基金已為  51 個項目撥款超過  3,190 萬美元。

這些項目改造了超過  554 套住宅和超過 51.42 萬平方英呎的店面和商業空間，還

在水牛城吸引到  2.53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點擊此處查看地圖。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暨執行長與主任候選人艾瑞

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隨著我們繼續促進經濟發展和變革水牛城的街

區，水牛城改造基金正在取得巨大的進展。」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廳長兼首席執

行官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葛謨州長承諾將把

水牛城建設得更好，這一點從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有所體現。保護和建造經濟適用住

房和復興主大街是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引以為傲的核心目標，這項工作將與我

們在水牛城的社區和私營企業合作夥伴一起共同開展予以實現。《水牛城主要街道

計畫 (Buffalo Main Streets Initiative)》最新發放的這 6 筆撥款總計  230 萬美元，其

將為住在各街區的居民提供基於，使這裡的商業得到繁榮發展，街區適宜步行且公

共交通便捷。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本州的持續投資帶來的直接好處，即改善了水牛

城的街區，也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質量。祝賀所有的獲款方。」   

水牛城改造基金獲得撥款的項目如下：   

 

《交通主導發展專案》   

四個以交通主導的發展項目獲得了總額為  3,616,000 美元的貸款。這一項目為各類

專案提供多達  200 萬美元的缺口融資、貸款或撥款，這些專案鼓勵多模式運輸的

利用，並利用以零售和街區為導向的商業和服務、優質的公共空間以及無障礙步行

道來刺激行人活動。該建設計畫的目標區域處在距水牛城大眾運輸車站點  ¼ 英哩

的步行距離內，這些站點位於貝利大道、格蘭特街  (Grant Street)、主大街、尼亞加

拉街 (Niagara Street)、尤迪卡街  (Utica Street)、以及菲爾摩爾大道  (Fillmore 

Avenue)。  

 

弗吉尼亞廣場  (La Plaza de Virginia) - 獲得  186.6 萬美元貸款   

申請方：水牛城聯合西班牙股份有限公司  (Hispanos Unidos de Buffalo, Inc.)  

這一在弗吉尼亞街  253-269 號 (253-269 Virginia Street) 上開展的項目耗資  1,650 萬

美元，是多用途的新建設項目。該項目將對水牛城的四個地塊進行改造，其中包括

把一棟劣質的建築和一塊為充分利用的閒置用地改造成為一棟佔地約  50,933 平方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BBF_Map_Past%20%26%20Round%204.pdf


 

 

英呎的三層建築以作多用途之用，新建築將含有  46 套為老年人提供的經濟適用房

和地下約 8,678 平方英呎的商業用地，一層作咖啡廳、老年服務中心  (Senior 

Service Center) 和非盈利服務機構的辦公場所之用。   

  

音樂套房  (Musical Suites) - 獲得  50 萬美元貸款   

申請方：音樂套房有限責任公司  (Musical Suites LLC.)  

這一位於艾爾姆伍德大道  415 號 (415 Elmwood Avenue) 的項目耗資 480 萬美元，

是一棟對歷史建築進行適應性再利用的大樓，也是在現有停車場上新建的一棟城市

化建築。這棟現有歷史建築將被改造成為一棟包括  12 套供多戶家庭居住的公寓

樓，並在一層配有小型專業辦公空間。這棟新建築的一層將成為開放停車場，二層

和三層將新建  10 套共多戶家庭居住的公寓單元房，使得公寓單元房達  22 套。  

  

門羅公司  (The Monroe) - 獲得  75 萬美元貸款   

申請方：門羅建築有限責任公司  (The Monroe Building LLC.)  

這一位於主大街  1786 號 (1786 Main Street) 和拉斐特大街  1040 號 (1040 Lafayette 

Avenue) 的項目耗資 640 萬美元，是一棟對歷史建築進行適應性再利用的大樓，其

前身是雷克德劇院  (Record Theatre)。新大樓將成為主大街上適宜步行的現代活力

城市用地。該項目竣工後將擁有  15 套市價公寓、一家唱片店、一家連環畫書店、

一家咖啡廳和素食甜甜圈店、數家經典服飾店、辦公場地、一家餐廳、供主張騎行

的公司使用的設施，以及社區和私人天台。   

  

奧林匹克大道  (Olympic Avenue Housing) 住房  - 獲得  50 萬美元貸款   

申請方：持續發育服務帝王股份有限公司  (CDS Monarch Inc.)  

這一位於奧林匹克大道  321 號的項目耗資 1,780 萬美元，該項目的內容包括對第  

78 小學 (School 78) 歷史悠久的大樓進行適應性再利用，並將為改造成為  含有擁有  

46 套經濟適用住房的社區。   

  

《水牛城主要街道改造計畫》撥款專案   

六條主要街道所獲撥款總額為  227.5 萬美元。  

《水牛城主要街道改造計畫》是效仿紐約州主大街  (New York State Main Street) 項

目的計畫，前者為水牛城的非營利機構和街區商業協會提供了  5 萬至 100 萬不等

的撥款，這將用於對市中心最有前景的地區進行翻新。《水牛城主要街道計畫》針

對的是艾倫鎮街區  (Allentown)、百老匯、齊佩瓦街  (Chippewa Street)、東德拉文村 

(East Delavan)、艾爾姆伍德村 (Elmwood Village)、格蘭特街/艾莫斯特村  

(Grant/Amherst)、格蘭特街 /費瑞街 (Grant/Ferry)、赫特爾大道  (Hertel)、凱撒鎮街  

(Kaisertown)、拉夫喬伊區  (Lovejoy)、尼亞加拉下城區  (Lower Niagara)/湖景街區 

(Lakeview)、主大街、塞尼卡-卡茲社區 (Seneca-Caz)、南部公園  (South Park)、托

納旺達街 (Tonawanda)/安大略街  (Ontario)、尼亞加拉上城區街道  (Upper Niagara 

Street)、康涅迪克街 (Connecticut Street) 廊道。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將管理這

些款項。  



 

 

  

百老匯布拉特門戶街區聯盟  (Broadway Pratt Gateway Neighborhood Alliance) - 獲

得  40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切實社區發展公司  (Tru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  

切實社區發展公司與百老匯布拉特門戶街區聯盟合作，前者將用撥款百老匯沿路

（從西達街至莫蒂默街）用木板封起來的商店門面，並聯合紐約州西部地區草根花

園機構 (Grassroots Gardens of WNY) 在一塊限制的地塊上開展街景項目。該項目將

利用來自地方所有人和私營業主的資金，幫助百老匯布拉特門戶街區聯盟開展必要

的復興工作。   

  

德拉凡  (Delavan) 發展項目  - 獲得  35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高校區社區發展協會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sity Distri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c., UDCDA)  

高校區社區發展協會股份有限公司將與德拉凡大街沿途的業主合作，使用撥款對多

用途商業大樓中的四家商業店面和四套朱找房進行恢復。  這項工作以高校區社區

發展協會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成果為基準，旨在把德拉凡大街復原成為東側  (East 

Side) 繁榮的商業走廊和小商業活動中心。   

  

對歷史悠久的艾倫敦大樓進行改造  - 獲得  50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艾倫敦協會股份有限公司  (Allentown Association Inc.)  

艾倫敦協會將使用撥款在歷史悠久的愛倫敦翻新商業門面和翻新大樓。預計這一項

目將利用當地和私人資金延續艾倫敦商業區的振興工作。   

  

水牛城地方主街復興工作  - 獲得  30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水牛城地方股份有限公司  (Buffalo Place, Inc.)  

水牛城地方公司將利用撥款對建築進行翻新，預計項目總開支將達到  2,108,308 美

元。這些項目將利用私人資金恢復閒置和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大樓，為吸引一層住戶

而增建用地，並開發急需的住宅新單元房。這些項目將為街道帶來生氣、為主街增

添活力，並延續水牛城地方公司的中心區復興工作進程。   

  

《塞納卡街項目三期  (Seneca Street Project Phase III)》  - 獲得 35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活力塞納卡聯盟股份有限公司  (Coalition for a Vibrant Seneca, Inc.)  

活力塞納卡聯盟股份有限公司將利用資金為塞納卡街走廊增添活力，使這裡更適宜

步行。《塞納卡街項目三期》在前兩次撥款推動的工作基礎之上，以維延德大街  

(Weyand) 和貝利大道  (Bailey) 之間的區域為目標，並利用了奧農達加公園  

(Onondaga Park) 和塞尼卡布魯福斯公園  (Seneca Bluffs) 之間的街景改造成果開展

工作。  

  

水牛城尼亞加拉北街黑岩石  2 期工作  - 獲得  37.5 萬美元撥款   

申請方：BRR 聯盟股份有限公司  (BRRAlliance Inc.)  



 

 

BRR 聯盟股份有限公司將利用撥款對水牛城黑岩石鎮  (Black Rock Village) 尼亞加

拉街上的店面和公寓進行翻新。對尼亞加拉街和市場廣場  (Market Square) 的翻新

工作內容包括歲店面進行必要翻新；為新商業創建新場地；升級平價住宅單元房。   

  

本計畫排除了下列四處標的區域：貝利大道、百老匯大道  (Broadway)/菲爾摩爾村 

(Fillmore)、菲爾摩爾村 /馬丁·路德·金街區  (Martin Luther King, MLK) 以及傑斐遜大道  

(Jefferson Avenue)。因為這些地區的資金已透過  5,000 萬美元的東側經濟發展廊道

基金 (East S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idor Fund) 特別規劃撥款。  

  

紐約州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WNYREDC) 聯合主席兼水牛城州立大學  (Buffalo State 

College) 校長凱瑟琳·康威-圖納  (Katherine Conway-Turner) 博士表示，「今天的

公告是水牛城改造基金支持轉型項目的又一例證。  我們的戰略方法運用精明增長

原則復興了街區，為我們美麗的社區吸引來私人投資。」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在本州水牛城改造基金的持續投資幫

助下，我們地區將在交通網沿線繼續打造活力街區、創造新機會、增加這些路線之

間的聯繫。  對精明增長的戰略重點工作將為我們地區帶來切實的復興結果，這一

結果從我們建造的適宜步行和無障礙社區中就能得以體現。」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  D. 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D. Peoples-

Stokes) 表示，「州長透過水牛城改造基金發放的這筆  580 萬美元資金將幫助水牛

城繼續打造更具活力的多用途密集街區。  這筆資金將用於恢復店面、翻新商業場

地，並在交通走廊上建造住房，這些工作將吸引人們來到這些曾經被以往的街區。

感謝葛謨州長對我們市的持續投資。」   

  

眾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水牛城改造基金透過為項目提供資金，從

而對水牛城的未來進行投資，這項工作將有助於我們繼續開展水牛城的開發工作。  

我們社區獲得的這筆投資將重新激活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房產，並復興我們市的各個

街區。 這一項目是我們親眼在水牛城所見的復興工作的重要內容。感謝葛謨州長

的領導力和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投資。」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  C. 波隆卡茲  (Mark C. Poloncarz) 表示，「水牛城

改造基金正在對水牛城歷史悠久的街區和社區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同時還將恢復

這裡的活力、塑造其特點，並將這裡和全市連接起來。新住房和零售機會是這些投

資項目的成果，整個社區都能從改造工作中獲益。」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再次強調，水牛城改造基金

將為我們市的街區和沿途商業走廊發展具有變革性的項目。在第四輪撥款中，另有  

10 個項目獲得近 590 萬美元的州資金，這些項目將再建造  129 套住宅單元房，並



 

 

復興超過 18.3 萬平方英呎的街區店面和商業場地。  我的政府很驕傲能與葛謨州長

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合作，為復興水牛城的街區和商業走廊延續水牛城改造基金的戰

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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