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耗資  11 億美元、歷時  15 年的項目，旨在延長紐約州最大規模發電

廠的運營壽命：尼亞加拉電力項目  (NIAGARA POWER PROJECT)  

  

這是紐約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項目之一，直接支持  20 萬個就業崗位和  170 

億美元的資本投資   

  

更新建設紐約州最大規模的清潔能源生產廠，以幫助紐約州實現碳中和和清潔能

源目標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提供紐約州  10% 的能源   

  

查看該廠的照片，以及新一代尼亞加拉現代化與數位化項目的視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將

啟動為期 15 年的現代化和數位化項目，以顯著延長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的運營壽

命，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是紐約州最大的清潔電力來源，也是美國最大的水電項目

之一。這個延長使用壽命和現代化建設計畫稱作『新一代尼亞加拉  (Next 

Generation Niagara)』計畫，以羅伯特·摩西·尼亞加拉發電廠  (Robert Moses 

Niagara Power Plant) 為中心，該發電廠是尼亞加拉項目的主要發電廠。紐約電力

局計劃向該項目投資  11 億美元，使其成為本州近期最遠大的基礎設施項目之一。

『新一代尼亞加拉』計畫將有助於實現葛謨州長積極的清潔能源目標，使本州到  

2040 年過渡至 100% 無碳電力，並大力支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領導力和社

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前瞻性的規定，

該法案由葛謨州長在最近簽署成為法律。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是紐約州最大規模的清潔電力來源，這個現代化項目將使其

能夠繼續運營  50 年，」葛謨州長表示。「這項非同尋常的投資是我國主導的計畫

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計畫的目標是在  2040 年前使紐州約的電力系統脫碳，並將繼

續為全州的就業企業提供清潔、低成本的能源。」   

  

「這一重大投資是本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項目之一，將使歷史悠久的尼亞加

拉電力項目能夠繼續運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個項

目將支持數十萬個就業崗位，並推進我們積極的清潔能源目標。對本州最大規模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Niagara_Power_Project.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04efSlM2E&feature=youtu.b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executes-nations-largest-offshore-wind-agreement-and-signs-historic-climat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executes-nations-largest-offshore-wind-agreement-and-signs-historic-climate


的發電廠開展現代化建設將延續我們為對抗氣候變化而開展的工作，確保現在和

未來擁有更清潔、更綠色的環境。」   

  

這些改進將包括用體現先進數位技術的最新機器取代老化的設備，以優化水力發

電項目的性能。該項目將確保該電廠未來長期充當清潔能源發電廠，通過其低成

本的電力分配項目，包括葛謨州長設立的『充電紐約  (ReCharge NY, RNY)』計畫

來刺激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和全州的經濟發展。尼亞加拉項目通

過這些計畫直接支持  20 多萬個就業機會和  170 億美元的資本投資。『新一代尼

亞加拉』計畫還將在整個項目過程中支持大約  60 個工會建築工作。   

  

紐約電力局理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在 7 月 30 日的會議上批准了尼亞加拉項目

的主要資本投資，該項目於  1961 年開始運營。11 億美元的投資使『新一代尼亞

加拉』計畫成為紐約電力局歷史上最大的資本項目。   

  

該計畫將包括四個主要階段，將確保未來幾十年繼續安全可靠地運行，並將使紐

約電力局的旗艦工廠實現現代化，因為電力管理局正在推進其目標，成為美國第

一家端到端數字公用事業機構。這四個階段包括全面檢查羅伯特·摩西發電廠的壓

力管；翻修  630 噸的起重機，使該廠能夠開展機械工作；控制系統的升級和數位

化；建立新的備用控制室，更換已經結束使用壽命的機械部件。工程將於今年晚

些時候啟動。   

  

紐約電力局局長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正如『新一代尼亞加

拉』計畫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紐約電力局正在尋求確保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提供

的清潔低成本電力繼續為紐約州的清潔能源經濟提供動力，使其發展到未來。該

項目自然地延伸了紐約電力局為全州所有發電資產和輸電資產提供的精心管理，

也是我們支持葛謨州長關於紐約州無碳未來願景的承諾。」   

  

紐約電力局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新一

代尼亞加拉』計畫是紐約電力局有史以來最大、最全面的現代化和數位化項目。

羅伯特·摩西·尼亞加拉發電廠是紐約州現有可再生電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

致力於發揮領導作用，維持和增加我們為我們偉大的州提供的無碳電力數量。」   

  

參議會能源委員會  (Senate Energy Committee) 主席、參議員凱文  S. 帕克  (Kevin 

S. Parker) 表示，「葛謨州長打算延長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的運營壽命，這將增加我

們的清潔能源，並為紐約民眾創造更多的綠領就業機會。感謝葛謨州長致力於應

對氣候變化，並確保紐約州的清潔能源未來。」   

  

州參議員羅博·奧特  (Rob Ortt) 表示，「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是全州最大的可再生能

源和清潔能源來源，是我們應該繼續最大化利用的資源。如果我們要充分利用本

地區這一獨特的自然資源，就必須投資尼亞加拉電力項目設施和升級其設備，以



便我們能夠繼續利用瀑布製造的清潔可靠的電力。這項擬議的  11 億美元投資將使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的壽命在今後幾十年裡得到延長，並使我們整個地區受益。」   

  

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電力

局提出投資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的設想，使其能夠繼續成為清潔可再生能源領域的

領導者，並為世界樹立榜樣。尼亞加拉電力項目將利用上帝賜予我們的自然資

源，在不留下任何碳足跡的情況下生產清潔能源。」   

  

尼亞加拉瀑布市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作為清潔水電的誕生地，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已成為全國領先的發電廠之一。根據州長的領導和對自然環境

的承諾，尼亞加拉電力項目將繼續率先利用綠色可再生資源，並充當全世界其他

地區的光輝榜樣，表明州長的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設立的重要

目標不僅是可行的，而且真正可能。」   

  

紐約電力局還擁有並營運紐約州將近三分之一的高壓電線。這些電線從紐約電力

局的三處大型水力發電設施和風力發電設施傳輸電力，包括其尼亞加拉旗艦發電

廠，連接近  7,000 兆瓦再生能源至紐約州的電力網。這包括超過  6,200 兆瓦的水

力電力以及約  700 兆瓦，也就是約紐約州產生的超過三分之一風力電力至電力

網。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簡介  

尼亞加拉莫霍克電力大樓  (Niagara Mohawk) 的舍爾科夫發電站  (Schoellkopf Power 

Station) 在 1956 年倒塌，尼亞加拉地區數以萬計的工作崗位和該市近  25% 的稅基

消失，聯邦電力委員會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此後在 1957 年發放了一份許

可證，批准紐約電力局批准重新開發尼亞加拉瀑布市水力發電。紐約電力局雇傭

了 11,700 名工人，在三年內挖掘出了  1,200 萬立方碼的岩石。龐大的工程建造出

了宏大的主體結構，該機構長  1,840 英呎、寬 580 英呎、高 384 英呎。1961 年尼

亞加拉大瀑布發電項目第一次發電時，它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設施，美國

總統約翰 F. 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稱其為『北美洲  (North American) 效率和決

心的典範』。尼亞加拉電力項目經過  60 年的運營，並於  2007 年獲得了一份為期  

50 年的聯邦運營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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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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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www.nypa.gov ，並關

注我們的 Twitter 頁面  @NYPAenergy、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81d4026-d425e744-881fb913-000babd9f75c-46f1b194f25688aa&q=1&u=http%3A%2F%2Fwww.nypa.gov%2F
https://twitter.com/NYPAenergy
https://www.facebook.com/NYPAEnergy
https://www.instagram.com/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118b7130-4db3d652-11898805-000babd9f75c-a9789457fb34c30b&q=1&u=https%3A%2F%2Fnypaenergy.tumblr.com%2F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ew-york-power-authority


紐約州綠色新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變化計畫，它使紐約州走上

了想包括發電、交通、建築、工業和農業在內的所有經濟領域實現完全碳中和的

道路。州長的計畫還確立了到  2040 年實現電力部門零碳排放的目標，比美國任何

一個州都要快。近期通過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依法規定了州長《綠色新政》清潔能源的數個

宏偉目標：截止  2035 年安裝 9 千兆瓦的離岸風力；截止  2025 年完成 6 千兆瓦

的分佈式太陽能，截止  2030 年完成 3 千兆瓦的能源儲備。   

  

《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要求有序公平的向清潔能源過渡，從而在創造就

業的同時刺激綠色經濟的發展。其建立在紐約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

為全州 46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29 億美元投資，紐約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2012 年來分佈性太陽能板塊增長  1,700%。《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

護法案》還指示紐約州部門和機構與利益相關方合作並制定出計畫，使溫室氣體

排放量能在  2050 年前從  1990 年的水平基礎上減少 85%，並向著以下目標努力，

即透過把 40% 的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資源投資在弱勢社區中使他們獲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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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a394b14-6601ec76-3a3bb221-000babd9f75c-49fb6f0e229b7d51&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B74BDDD03AD7B54A8525844800671C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