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水牛城  (BUFFALO) 中心區斥資  500 萬美元建造的亞歷山大公寓  

(ALEXANDRE APARTMENTS) 舉行剪綵儀式   

  

『改善水牛城基金  (Better Buffalo Fund, BBF)』項目為『歷史  500 樓群  (Historic 

500 Block)』街區增添了新商業空間和居住空間  - 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水牛城中心區亞歷山大公寓舉行剪綵儀式。  該項目

從屬於『改善水牛城基金』，主要對水牛城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reet) 510 號 

19,530 平方英呎的七層空置建築實施改造和歷史規模的整修。這棟建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混凝土建築曾是勒夫劇院的倉庫  (Loew's Theatre Warehouse)，以 500  

萬美元的代價把一樓改造成了新的商業 /零售空間，並把二至七樓改造成了  12 套

市價閣樓公寓。  『改善水牛城基金』從屬於『水牛城十億  (Buffalo Billion)』計畫，

專注於資助各類項目用於復興社區商業區和支持交通廊道發展。  

  

「由於持續投資於亞歷山大公寓這類項目，水牛城中心區持續蓬勃發展，」州長

葛謨表示。「這次改造重振這棟富於發展潛力的歷史建築，並推動一處日漸重要

的街區實現復興，從而吸引遊客和企業利用這個蓬勃發展的地區提供的各種資

源。」  

  

「該項目是又一項用於延續水牛城中心區發展勢頭的投資。」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參加今天的剪綵儀式時表示。「中心區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入駐並對

越來越多的建築實施改造，我們也隨之增建住房，以便勞動力隊伍縮短通勤時間，

享受優質生活。  作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本地居民，我經歷過本地區的艱難歲月，

我因此很自豪看到該市如今轉變成了全新的水牛城。」   

  

該房產由艾倫鎮街區  (Allentown) 的居民艾米·朱迪  (Amy Judd) 和馬克·朱迪 (Mark 

Judd) 購買，這些人憧憬著把荒廢的倉庫改造成多用途住宅樓，用於推動歷史街區

復興。這棟建築實施適應性再利用前，在快速發展的街區內已荒廢衰敗達數十

年。  這個建設項目將增加街區內的住宅數量，並改善商業空間的質量。  這棟建築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Alexandre_Apartments_Buffalo_Renderings_2018.pdf


 

 

是當地保護區內最高的建築，該區域在最近五年實施了多個再利用項目，包括新公

寓、餐廳、商業空間，甚至是業主自住的住宅。  

  

亞歷山大公寓有多套單間公寓和雙臥室公寓。  部分公寓按照《美國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建造，該項目包含節能機械設備、電子門

禁、Wi-Fi 控件、LED 照明設備以及節能電器。  商用空間租給了華盛頓街烘焙店  

(Washington Street Bakery)，這是一家做批發 /零售業務的麵包烘焙店。  

  

這棟有將近  100 年歷史的建築由托馬斯  W. 拉姆布  (Thomas W. Lamb) 設計，  

在  1920 年竣工，供勒夫劇院公司  (Loew's Theater Company) 放置劇場道具、舞台

用具以及劇場設備。中心區的這棟歷史建築空置並且不向該市繳稅長達  18 

年。  這棟建築位於水牛城中心區中央商務區的『歷史  500 樓群』街區內，是該街

區最後一棟待改造的歷史建築。  

  

該項目的資金來自下列來源：  

•  從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CPC) 取得  280 萬美

元的建設貸款。迄今為止，社區保護公司已給水牛城投資將近  1.92 億美

元，用於資助  2,500 套住房。 

•  社區保護公司透過與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 NYS CRF) 的合作關係資助並由紐約州抵押貸款局  (State of 

New York Mortgage Agency, SONYMA) 擔保的 200 萬美元長期貸款，該基金

由審計長迪納波利  (DiNapoli) 擔任受託人。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已給水牛城

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投資將近 1.36 億美元，用於資助建

設  4,000 多套住房。   

•  利用  75 萬美元的『改善水牛城基金』貸款補償對華盛頓街  510 號實施改造

產生的費用。『改善水牛城基金』利用兩輪計畫給  35 個項目撥款  2,000  

多萬美元。這些項目改造了超過  450 套住宅和超過  19 萬平方英呎的店面和

商業空間，還在水牛城吸引到  2.23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第三輪申請目前正

在審核中，撥款將在今年春季公佈。  

•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提供 5 萬美元的主大街  (Main Street) 撥款，協助建設建築物外墻面和

一樓的商業空間。  

•  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撥發 5 萬美元的補償款。  



 

 

•  伊利郡工業發展局理事會  (Erie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ECIDA) 

Board of Directors) 批准對建築材料給予大約  14.2 萬美元的銷售稅優惠， 

並一次性減免抵押貸款記錄費，這又節省了大約  19,125 美元資金。  

  

此外，華盛頓街 510 號的適應性再利用與改造項目將獲得聯邦政府以及紐約州提

供的古建築修復退稅額  (Historic Tax Credits)，該項目由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與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跡保存辦公室  (NYS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聯合管理。   

  

社區保護公司是一家非營利住房融資企業，40 多年來始終服務於紐約州各地社

區，與多位夥伴開展合作，這些夥伴了解投資於各類項目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為街

區注入新活力並使之保持歷史特征。包括此前曾是紐約州經濟活動中心的工廠和倉

庫在內，歷史建築可以作為新住房和零售空間重新恢復使用，再次用作街區支柱，

並帶動就經濟投資和發展。  

  

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受託人紐約州審計長托馬斯  P. 迪納波利  (Thomas P. 

DiNapoli) 表示，「為紐約州公職人員退休系統保障可靠的投資收益是我的主要職

責。  我們實現這個目標並投資於地方社區，對州退休基金而言是個最佳組合。  

我們很高興參與水牛城這項激動人心的計畫。」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  

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把利用不足的建築改造成市中心區的

住宅，正如新建改造的亞歷山大公寓，這能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歷經數十年衰退後吸

引年輕人留在這裡或回到這裡，這是我們對該地區制定的一項長期戰略投資，也是

『改善水牛城基金』的目標。」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很自豪支持亞歷山大公寓的商業空間與外觀建

設項目，把歷史街區內一棟空置破敗的建築改造成可供居民和全市利用的資產。  

該項目很好地表明，紐約州在葛謨州長帶領下正在重塑城鄉社區實現復興，整合住

房和零售以創造活力四射的街區。」   

  

亞歷山大公寓有限公司管理人員艾米 ·朱迪  (Amy Judd) 表示，「早在  2014 年，  

我們收購了華盛頓街  510 號的這棟建築，這棟建築在當時令人厭惡，是主大街街

區  500 棟歷史建築的負擔。如今，我們非常高興地向大家展示自那時起取得的所

有成就。我的先生和我本人由衷感謝各方為該項目提供財務支持，包括社區保護公

司、水牛城城市發展公司  (Buffalo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帝國州發展公

司、水牛城廣場機構  (Buffalo Place)、國家電網、美國國家公園服務局古跡退稅額

計畫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Historic Tax Credit program)、紐約州古跡保護退稅額

計畫  (NY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Tax Credit program)。他們相信我們能夠實現願



 

 

景，若沒有他們幫忙，我們無法做到這一切。我們的設計員和業務員辛勤工作，  

把這處空置的場所改造成活力四射的居住地。我們傑出的鄰居投資於一家全新的企

業，這家企業將租用一樓的商業空間，並創造全新的工作，這正是水牛城中心區需

要的。一棟建築接著一棟建築，該街區已被我們這樣的普通人做了改造。我們很自

豪看到本市實現的改變，並夢想著迎接更多這樣的日子。」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紐約州『改善水牛城基金』再次帶動

水牛城實現改造，並設法維護歷史建築並為之重塑活力，這些建築從屬於地方社區

的構造和歷史。  把原本的勒夫劇院倉庫改造成亞歷山大公寓，這是個值得慶祝的

改造項目，祝賀艾米·朱迪  (Amy Judd) 和馬克·朱迪  (Mark Judd) 實現願景。」  

  

女眾議員克麗絲特爾  D. 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D. Peoples-Stokes) 表示，

「這個 500 萬美元的項目是適應性再利用的範例。主大街  500 + 600 棟建築持續

復興帶來的活動和活力已拓展至華盛頓街。因為『改善水牛城基金』、紐約州抵押

貸款局以及社區保護公司，這類項目才得以實現。祝賀艾米 ·朱迪 (Amy Judd) 和馬

克·朱迪  (Mark Judd) 實現願景和激情，並期待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建設更多優質項

目。」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亞歷山大公寓

建設項目體現了私人部門、紐約州以及伊利郡工業發展局在重建社區方面發揮的協

同效應。各方在完成該項目方面都出了力，該項目增添了該市的活力。這是個合理

規模的項目，為華盛頓街的住宅和商業組合錦上添花。」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作為水牛城城市發展公司的

主席，我們很高興提供  75 萬美元的貸款用於支持亞歷山大公寓項目。  我們與艾

米·朱迪  (Amy Judd)、馬克·朱迪  (Mark Judd)、帝國州發展公司以及公私領域夥伴合

作，斥資 500 萬美元對這棟歷史建築實現了令人驚歎的改造，這推進了本屆州政

府的工作，用於在水牛城中心區創造適合生活、工作、娛樂的環境。」   

  

社區保護公司高級副總裁兼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董事托馬斯 ·麥克戈拉瑟  (Thomas 

McGrath) 表示，「亞歷山大公寓體現了社區保護公司的使命，即投資於住房項目

用於復興古建築，從而振興紐約州的歷史中心區。我們很自豪支持艾米 ·朱迪  (Amy 

Judd) 和馬克·朱迪  (Mark Judd) 這類借款人，他們設想把荒廢的倉庫改造成資源，

用於滿足該社區今後的經濟需求和住房需求。感謝葛謨州長、布朗  (Brown) 市長以

及所有地方在任官員，並感謝朱迪  (Judd) 家族的合作，感謝審計長迪納波利  

(DiNapoli) 和我們在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的投資人承諾投資於本州各地的住房機

會。」  

  

伊利郡工業發展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史蒂夫 ·維瑟  (Steve Weathers) 表示，「伊利

郡工業發展局認可服刑城市中心區具有的重要經濟意義，亞歷山大公寓完美地展現



 

 

了小型獨立開發商可以透過哪些途徑利用我們的適應性再利用項目，用於恢復使用

這些荒廢的建築。」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負責管理『改善水牛城基金』基金的撥款以及迴圈貸款基金用於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專案，這些專案注重現有覆道內的發展，並鼓勵備選交通方式以

及步行條件。最高可以使用  200 萬美元的缺額融資，用於那些可以推動巴雷街  

(Bailey)、格蘭特街 (Grant)、美恩街  (Main)、尼亞加拉街  (Niagara) 和尤迪卡街  

(Utica) 廊道上距離水牛城中轉車站四分之一英里步行距離內的房屋建設、就業和

零售業發展的項目。從此處進一步了解『改善水牛城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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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訂閱  

 

http://www.esd.ny.gov/BusinessPrograms/BetterBuffaloFund.html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DE45F857468373AA85258252006848D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