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紐約電力局經濟發展撥款，以支持紐約州 2,292 個就業崗位  

  
充電紐約計畫、尼亞加拉水電分配和紐約電力局董事會授予的紐約州西部地區資金獎

勵，刺激了超過 5.8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  

  
撥款包括在全州創造 870 個就業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電力局董事會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s Board 

of Trustees) 已準予向 23 個實體頒發經濟發展撥款，將支持全州 2,292 個就業崗位、新

增 870 個就業崗位，並刺激超過 5.8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18 個實體通過充電紐約計

畫 (ReCharge NY) 能源撥款獲得撥款，其餘 5 個實體獲得尼亞加拉水電撥款和紐約州西

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企業融資獲得撥款。  

  
「這些經濟發展撥款將有助於我們為本州創造充滿希望和活力的清潔能源未來，」葛謨

州長表示。「通過一次次遵循我們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的藍圖，我們已經證明可以對清

潔能源進行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我們的社區，同時建立清潔能源基礎設施，造福

於紐約民眾的後代。」 

  
紐約電力局局長和水牛城居民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紐約電力局

今天正通過這些經濟發展激勵措施支持一些非常激動人心的項目，特別是在紐約州西部

地區，我很高興我們能够與紐約州的企業和社區站在一起，努力從這場嚴重的疫情中翻

開新的一頁。紐約電力局的水電和資金將為企業提供關鍵的財政救濟和長期安全，為他

們在紐約州的擴張和發展創造 870 個就業機會。」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今天的經濟發展撥

款將有助於振興紐約州經濟，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中

安全恢復。紐約電力局水電站的低成本電力是本州經濟發展活動的支柱，我們迫切希望

利用它來支持有需要的企業。」  

  
充電紐約計畫的撥款  

 
根據充電紐約計畫，已準予的近 11,900 千瓦 (kW) 低成本電力分配將定向到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紐約

市、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紐約州西部地區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 18 



 

 

家公司。這些撥款直接支持近 2,100 個就業崗位——732 個新創造的就業崗位和超過 

2.59 億美元的資本投資。  

  

請點擊此處查看充電紐約計畫今日發佈的電力分配和經濟發展撥款的完整名單。  

  
今年一月，州長宣佈將 5,100 千瓦的電力分配給氫燃料製造商普拉格能源公司 (Plug 

Power)，用於其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的擴建項目，該項目將創造近 380 個就業崗

位。  

  
葛謨州長實施的充電紐約計畫鼓勵企業保留並創造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在全州刺激資本

投資，這對紐約州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充電紐約計畫提供長達七年的電力合同。其中

有一半的電力，即 455 兆瓦來自於紐約電力局的尼亞加拉 (Niagara) 和聖勞倫斯-富蘭克

林 D. 羅斯福 (St. Lawrence-Franklin D. Roosevelt) 水力發電站。餘下的 455 兆瓦則是

紐約電力局透過批發市場購買的廉價電力。  

  
尼亞加拉水電分配  

 
紐約電力局董事會準予了尼亞加拉電力項目 (Niagara Power Project) 向紐約州西部地區

企業的三項 10 年期水電分配：  

  
美國安姆科硬包裝公司 (Amcor Rigid Packaging USA) 是一家遍佈食品、飲料、製藥和

家居市場行業的包裝產品全球製造商，將獲得 1,750 千瓦的水電分配，用於投資近 

1,900 萬美元在伊利郡 (Erie County) 奇克托瓦加郡 (Cheektowaga) 新建生產設施。該項

目將創造 24 個就業機會。  

紐約電力局董事會今天還批准向普拉格能源公司分配 1 萬千瓦的水電，用於其在阿拉巴

馬鎮 (Alabama) 紐約州西部地區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 (Western New York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k, STAMP) 的擴建項目。普拉格能源公司

將投資 2.9 億美元建設一座氫燃料生產設施和一座 450 兆瓦的變電站，為該綜合設施提

供服務。紐約電力局董事會今天還批准了紐約州西部地區電力收益計畫 (Western New 

York Power Proceeds program) 撥發的 150 萬美元資金。  

  
普拉格能源公司承諾在新的生產設施中創造 68 個工作崗位，每天將生產 45 噸綠色氫

氣。上個月，州長建議紐約電力局董事會考慮支持該項目。  

  
紐約電力局董事會批准了一項 400 千瓦的水電撥款給潘恩製藥公司 (Pine 

Pharmaceuticals)，以擴建其在托納旺達鎮 (Tonawanda) 的製造廠。這家藥品外包公司

於 2018 年 5 月遷至河景太陽能科技園 (Riverview Solar Technology Park) 25,000 平方

英尺的大樓，將投資 860 萬美元，將設施規模擴大兩倍、創造 40 個新的就業崗位，並

保留現有的 94 個就業崗位。今年早些時候，州長宣佈了擴建項目。  

  
尼亞加拉郡低成本水電分配給電力局尼亞加拉電力項目半徑 30 英哩範圍內的公司，或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境內的企業。這些水電關係到該地區數萬份現有崗位。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3d81ceb3-621af78c-3d833786-000babda0031-bb457ca8a9e20de9&q=1&e=a4f0b1b7-e161-45cf-bb01-a0bb011c8e9c&u=https%3A%2F%2Fwww.nypa.gov%2F-%2Fmedia%2Fnypa%2Fdocuments%2Fdocument-library%2Frny-allocations%2FRNY-New-Allocations-March-2021.pdf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announces-2Dhydrogen-2Dfuel-2Dcell-2Denergy-2Dprovider-2Dplug-2Dpower-2Dbuild-2Dnew-2Dinnovation&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q-wgmR8lbA9STIXR1hux0sdOnn2-ON8g-KMhCMPcdHM&m=Dyi8jGt0Oz0J43Shgc4WR5HU6Qmwlzhz6ouhvxEv6Bg&s=l-s934WNceLpGa6GUBSaH5XSAVj_j814SzghUqZZa7s&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announces-2Dplug-2Dpower-2Dinvest-2D290-2Dmillion-2Dnew-2Dhydrogen-2Dfuel-2Dproduction-2Dfacility&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q-wgmR8lbA9STIXR1hux0sdOnn2-ON8g-KMhCMPcdHM&m=Dyi8jGt0Oz0J43Shgc4WR5HU6Qmwlzhz6ouhvxEv6Bg&s=SJz163Cw-qpcM5KMFS4po813TOV_yhZqekq6oFkxxDo&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announces-2Dexpansion-2Dpharmaceutical-2Dplant-2Dtonawanda&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q-wgmR8lbA9STIXR1hux0sdOnn2-ON8g-KMhCMPcdHM&m=Dyi8jGt0Oz0J43Shgc4WR5HU6Qmwlzhz6ouhvxEv6Bg&s=mUk3-bxPq8xgCQYLXOK2GBe4UQbmOUi1gCpCybeF6-w&e=


 

 

  
紐約州西部地區電力收益撥款  

  
紐約電力局董事會通過紐約州西部地區電力收益計畫批准了三項對企業的融資撥款（包

括上文提到的為普拉格能源公司提供 150 萬美元獎勵以支持其在阿拉巴馬鎮的擴建）。  

  
伊士曼機器公司 (Eastman Machine Company) 獲得 17 萬美元，將其位於水牛城的建築

新增 7,400 平方英尺，將容納新的倉庫空間、帶有夾層的入口大廳和第二個裝貨碼頭，

以大大提高效率。該項目還將新增急需的辦公空間，擴大公司的工程和技術服務，加快

交貨期和交貨期，提高競爭力。這項斥資 160 萬美元的擴建工作預計會創造 6 個新崗

位。  

  
喀什米爾中心 (Center for Kashmir) 獲得 22.5 萬美元資金，在尼亞加拉瀑布市一座有 

100 年歷史的教堂建立了一座博物館。該博物館將展出 600 多幅喀什米爾原畫、蝕刻

畫、素描和文物，價值約 200 萬美元，是喀什米爾以外地區最大規模的收藏品。這座教

堂需要 136 萬美元的重新設計和再利用，包括精確的氣候和照明控制以及安全措施，以

保護這些珍貴的展品。  

  
紐約電力局撥發的款項是通過出售紐約電力局尼亞加拉發電廠未使用的水電產生的淨收

益以及葛謨州長在 2012 年簽署成為法律的電力收益立法而實現的。  

  
在紐約電力局的經濟發展網頁上進一步瞭解紐約電力局如何幫助企業找到成功的力量。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

「我要感謝紐約電力局，並祝賀伊士曼機器公司獲得充電紐約計畫發放的資金，用以實

施其擴建計畫。作為紐約州西部地區擁有 125 年歷史的最古老的公司之一，這項投資和

擴張將有助於提高伊士曼機器公司的效率，並有助於提高他們現在和未來的生產力。」  

  
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我非常高興電力收益資金將用於文

化目的，這將改善尼亞加拉瀑布市的旅遊體驗。」  

  
眾議員莫妮卡 P. 華萊士 (Monica P. Wallace) 表示，「這一水電分配將在奇克托瓦加郡

創造幾十個就業機會，並幫助我們的社區因 2019 冠狀病毒病而經歷了一年多的經濟困

難後重建。我感謝紐約電力局利用其低成本水電吸引新雇主到紐約州西部地區投資，並

支持我們社區現有的企業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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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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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58119b22-078aa21d-58136217-000babda0031-cfa761b7d0520040&q=1&e=a4f0b1b7-e161-45cf-bb01-a0bb011c8e9c&u=https%3A%2F%2Fservices.nypa.gov%2Fservices%2Fgreen-energy%2Flow-cost-hydropower


 

 

碳中和。這一工作以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為基礎，包括為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

能源所做的 40 億美元投資、在 2019 年為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的 15 萬個崗位提供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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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確保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 40% 的收益至

少有 35% 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即在最終使用節約

能源方面减少現場能源消耗 185 萬億英國熱量單位。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的

輸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電力局不

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的營

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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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