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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凍點公司在羅馬市新建的價值 510 萬美元的製造廠竣工  

  
該設施在羅馬市前電纜工地竣工，這為長達十年的社區主導的棕地重建工作帶來了復興

的頂點  

  
在羅馬市投資 1,000 萬美元的直接投資倡議是豐富和改善整個地區生活品質的戰略目標

的一部分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凍點公司 (Cold Point Corporation) 在羅馬市 (Rome) 新

建的 50,000 平方英尺、價值 510 萬美元的製造廠竣工。凍點公司專業設計和製造水源

熱泵、成套終端空調、冷凝機組，以及成套熱泵和空調，用於直接更換、翻新和新建築

應用。凍點公司設施的完工標誌著這個重要項目在羅馬市的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中取得的里程碑進展，以及在伊利大道棕地機會區 (Erie 

Boulevard Brownfield Opportunity Area, BOA) 確定的戰略地點，通過建立先進的製造

廠，這將有助於吸引人才和 21 世紀的勞動力來到羅馬市中心區，該製造廠擁有 50 多名

員工，步行 5 分鐘即可到達中心區的核心區域。新設施與中心區復興計畫資助的其他項

目（例如獨特的中心區品牌和路線規劃以及充滿活力的新城市空間）相結合，將把羅馬

市中心區改造成小型企業、娛樂和餐廳用途多樣化的目的地。  

  
「我們致力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地振興和建設紐約州，」葛謨州長表示。「凍點公

司在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的擴張是重振我們的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和展示我

們的地區經濟發展渠道的關鍵。這些投資加强了該地區的經濟，並將羅馬市和麥可山谷

地區帶入更加光明的未來。」  

  
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隨著凍點公司新製造廠的啟用，羅馬

市中心區的復興正在成為現實。位於羅馬市中心區附近，這座新的先進設施將吸引一批

有才華的勞動力到該地區，有助於該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該項目從屬於州超級基金計

畫 (State Superfund Program)，也是最近完成的由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牽頭的伊利大道機會區提名的一部分。這些合作幫助凍點公司的設施取得了成果，並代

表了羅馬市為更光明的未來而取得的進步。」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

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該項目將使羅馬市在凍點公司新設施成功的基礎上

繼續發展，這將吸引更多私人投資，並擴展該市核心區域的就業機會。此外，這是在前



 

 

羅馬電纜公司 (Rome Cable) 場地上創建商業和科技區的關鍵步驟，將為 21 世紀的先進

製造業和高科技企業帶來就業機會。」  

  
瓦倫公司 (The Whalen Company) 總裁兼執行長克雷格·萬納 (Craig Wanner) 表示，

「我們非常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麥可山谷經濟發展企業公司 (Mohawk Valley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Enterprises Corporation, Mohawk Valley EDGE) 和羅

馬市為實現新製造和分銷設施的願景所做的努力。 社區在我們的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因此，有機會成為中心區復興計畫的合作夥伴讓我們非常興奮。 擴大我們的能力並

為我們的員工而留在羅馬市，這對我們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 這個項目花了一段時間才

得以實現，但結果讓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還喜歡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可以使用當地的

承包商 C2C 建設公司 (C2C Construction) 處理該項目，該公司即使在疫情期間仍按時

完成了該項目。 這個項目是公/私合作加强社區的完美範例。」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新凍點公司工廠的建成是紐約州成功

的清潔項目發揮作用的最新例證，這些項目幫助將以前的工業地產轉變為經濟引擎、恢

復環境，並振興當地經濟。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很榮幸能與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羅馬市合

作，利用該州棕地計畫和超級基金計畫提供的資源開展這一激動人心的項目，以支持該

地區的持續振興，並幫助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新的 510 萬美元的設施位於亨利街 (Henry Street) 和南傑伊街 (South Jay Street) 的西

北角，包括在前羅馬電纜公司綜合體 (Rome Cable Complex) 3 號棕色地塊上建造一個 

50,000 平方英尺的先進製造設施。 凍點公司通過羅馬市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

畫資金和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3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就業 (Excelsior Jobs) 退稅額獲得

了 9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承諾留住 37 名員工並創造 24 個新工作崗位。凍

點公司確定需要新的設施來促進增長，並新增一條新的生產線和倉庫空間。  

  
該設施將容納更有效的工業佈局、至少新增一條生產線、兩倍的倉儲和配送能力，並在

短期內創造多達 15 個額外的就業機會。該地點一直是主要州機構合作夥伴和資金援助

的重點。帝國州發展公司、羅馬市、環境保護廳、羅馬工業發展公司 (Rom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和羅馬社區棕地恢復公司 (Rome 

Community Brownfield Restoration Corporation) 於 2008-2009 年合作，完成了一項耗

資 300 萬美元的羅馬電纜綜合設施 3 號場地棕地修復工作。   

  
州參議員約瑟夫·格里佛 (Joseph Griffo) 表示，「我很高興凍點公司在羅馬市的製造廠

已經完工，而且該市的一處舊棕地已經重新開發。這一設施將增强羅馬市中心區的核心

區域，並為麥可山谷地區提供可能的經濟機會。」  

  
眾議員瑪麗安娜·布特斯科 (Marianne Buttenschon) 表示，「我很高興羅馬電纜公司綜合體 3 

號棕地的場地被選中接受中心區復興計畫今年撥發的資金。這筆撥款證明了麥可山谷地區傑出的

民眾在當地開展的工作及其適應力。羅馬都市強勁的中心區復興倡議應用展示了該地區對復興和

可行的經濟發展項目的渴望，這些項目將恢復該市的自然資產。這項新的投資標誌著羅馬市復興



 

 

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將進一步增強其充滿活力的中心區、改造勞動力和便利設施，使居民和遊

客在未來幾年受益。」  

  

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郡長小安東尼 J. 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示，

「凍點公司新製造設施的建成，對羅馬市和奧奈達郡都有巨大的利益。全面改造前羅馬

電纜公司場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里程碑將大大有助於振興該市的核心區。」  

  
羅馬市市長賈桂林 M. 伊佐 (Jacqueline M. Izzo) 表示，「今天宣佈凍點公司製造設施竣

工，這是迄今為止完成的最重要的中心區復興計畫項目之一。利用紐約州的支持和 9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凍點公司能够完全現代化其製造廠，從 17,500 平方英尺

擴大到 50,000 平方英尺的新設施。隨著製造業空間的擴大，凍點公司還將在其位於中心

區的新地點新增 50 名員工。這些正是我們在中心區復興計畫中設想的項目類型。」  

  
羅馬市在第二輪中心區復興計畫中被提名為優勝方。羅馬市中心區復興計畫中的目標投

資區域擁有豐富的商業、文化、交通和休閒資產，能夠在市內構建一處生機勃勃、適宜

步行的區域。中心區復興計畫中即將推行的促進性專案將在高級製造業、網絡技術、無

人操作係統、精釀食品和飲品製造業中刺激就業增長，而這些行業正在推動本地區的變

革改造。  

  
該市計劃進一步促進開發和鼓勵創新、協調居民回歸、推動藝術類企業的發展，鼓勵民

眾使用替代性交通方式、尊重多樣化。有了中心區復興計畫的驅動，羅馬市將提供必要

的生態係統，吸引和保留青年才俊及其家人。  

  
羅馬市制定了一項戰略投資計畫 (Strategic Investment Plan)，旨在利用 1,000 萬美元的

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籌集 30 萬美元的規劃資金以振興其中心區。地方規劃委員會 

(Local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包括市政代表、社區領導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該委員

會將領導這項工作，並由私人部門的專家和州規劃人員組成的團隊提供支持。羅馬市中

心區的戰略投資計畫將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開發專案、交通專案、住房專

案、社區專案。這些專案要符合社區設立的中心區復興願景並已準備好實施。  

  
中心區復興計畫簡介  

2016 年，安德魯·葛謨州長發起了一項重大的新舉措——中心區復興計畫。州長透過中

心區復興計畫旨在大力加速和擴大中心區和街區的振興工作，從而使其成為全州所有 10 

個地區的活動中心和投資推動器。 中心區復興計畫代表著空前創新的從計劃到實施戰

略，該戰略在戰略化規劃後立即開始開展工作。   

  
在中心區復興計畫最開始實施的四年中，州政府承諾為振興做好準備並且有潛力吸引再

開發、商業、就業創造、更大的經濟和住房多元化以及機會的中心區投資 4 億美元。參

與該計畫的社區由紐約州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根據中心區的改造潛力提名，每個社區獲得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制定中心區

戰略投資計畫，並執行有帶動作用的重要項目，用於推動社區實現復興願景。中心區復

興計畫由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領導。社區獲得了私營部門的專家、州務廳領導的州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rome-10-million-mohawk-valley-region-winner-second-round-downtown#_blank


 

 

政府員工小組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共同合作，以及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YS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的支持。其他部門也參與了項目的審核和實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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