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區  (DOWNTOWN ROCHESTER) 為變革性的 

「羅切斯特市河道  (ROC THE RIVERWAY)」專案而開展工程  

 

新視野計畫  (Vision Plan) 包括  13 個改造杰納西河  (Genesee River) 河濱區的項目  

 

顧問小組建議組建中心區河濱管理實體  (Downtown Riverfront Management 

Entity)，領導此項工作的開展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

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13 個變革性工程，旨在振興羅切斯特市中心區杰納

西河沿岸未充分開發的地區，這  13 個工程是《羅切斯特市河道》專案所包括的工

作內容。 這些工程由《羅切斯特市河道》指定顧問小組提出，該小組制定了新的

《視野計畫》，透過公私定向投資優先對該地區進行變革。顧問小組於今年  2 月

組建，是州長宣佈斥資  5,000 萬美元作為州對該專案支持的工作內容。  

 

「《羅切斯特市河道》是一項關鍵性的專案，用於挖掘羅切斯特市中心區杰納西河

濱地區的發展潛力，」州長葛謨表示。「這項計畫不僅將推動旅遊業的發展，  

刺激經濟投資，也能鼓勵投資活動，有助於使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繼續向前

發展。」 

 

該小組由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兼門羅社區大學校長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President) 安妮·克雷斯  (Anne Kress) 和羅切斯特市商會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兼首席執行官鮑勃·達飛 (Bob Duffy) 共同領導，為制定一項全面計

畫而開展多方面的工作，旨在振興河濱地區。這些工作包括向社區和地區利益相關

者征求意見，重點發展可推動河流健康和活力的項目。這些工作重點關注地區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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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公共藝術和教育，保護該地區的環境、文化、歷史和自然資源。該顧問小組隨

後參照其調查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交由州長批復。  

 

《羅切斯特市河道》專案還將對該市最新的《當地河濱地區復興計畫  (Local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進行支持，該計畫旨在吸引千禧一代、增加娛

樂休閒機會、促進河濱沿岸地區發展。  

 

「在羅切斯特市開展的重大投資活動有助於城市建設，作為『羅切斯特市河道』  

專案內容的項目將把改造工程推向新高度，」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很榮幸能與羅切斯特市等社區合作，并開展振興計畫使居民受益，

使經濟得到增長。發展中心區河流沿岸地區能為振興該區域創造新機會，進一步推

動《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戰略的開展。」  

 

《羅切斯特市河道視野計畫》將制定地區分成了  3 個河濱區域，并制定了具體的

目標，其中有：  

 

中心區： 

• 在中心區高地處加強小道連通性，連接前溝渠  (Aqueduct) 平台和藍十

字體育館 (Blue Cross Arena)；修繕查爾斯·卡羅爾廣場  (Charles Carroll 

Plaza) 

南河  (South River)： 

•  增加划船活動  

•  重新自然化河濱地區  

•  河流為導向的發展計畫  

高落差瀑布  (High Falls) 區：  

•  娛樂、探險、綠色能源  

• 重新固定龐德瑞尼斯大橋  (Pont de Rennes) 

建議使用 5,000 萬美元政府承諾資金的項目有：  

 

重新設計溝渠  (耗資 450 萬美元) - 該項目保證移除寬街  (Broad Street) 大橋橋頂，

資金將用於完成最後設計，包括對法院街  (Court Street) 和主街  (Main Street) 上的

溝渠兩側設計新的河道。  

 

http://www.cityofrochester.gov/roctheriverway/


 

 

倫道爾圖書館  (Rundel Library) 北側平台 (耗資 150 萬美元) - 因結構性問題和公

共安全問題，北側平台已關閉。資金將用於進行必要修繕，從而使北側平台重新開

放，作為戶外圖書館、咖啡廳和規劃之用。  

 

藍十字體育館  (Blue Cross Arena) (耗資 600 萬美元) - 資金將用於修建一個外部河

流階地，從而擴大體育館內視野範圍，同時還對館內陳舊設施進行重大修繕。今天

是體育館交由佩古拉體育和娛樂公司  (Pegul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管理的第一

天，該公司近期與羅切斯特市簽訂了運營該場館的臨時協議。  

 

會展中心  (Convention Center) (耗資 500 萬美元) - 資金將繼續用於進行必要修

繕，從而吸引來更有競爭力的會議和其他商業機會，修繕工程建立在此前對自動扶

梯系統和河流階地修繕的基礎上，並會把重點放在把該中心和河濱地區連接工程

上。 

 

主街到安德魯斯街的河道  (耗資  2,000 萬美元) - 資金將用於修繕查爾斯·卡羅爾公

園  (Charles Carroll Park)、交叉路口車庫  (Crossroads Garage)、交叉路口公園  

(Crossroads Park) 和姐妹城行人大橋  (Sister Cities Pedestrian Bridge)，這些工作極大

的提高了從主街到安德魯斯街 (Andrews Street) 河流兩岸的非機動交通模式。  

 

前街步行道  (Front Street Promenade) (耗資  125 萬美元) - 資金將用於在安德魯斯

街  (Andrews Street) 到內環  (Inner Loop) 的河流沿岸修建一條步行道。這與擬定修

建的一座多功能建築物一道，將建立在該地區現有和未來的投資活動基礎上。  

 

羅切斯特市滑冰公園  (ROC City Skate Park) (耗資 100 萬美元) - 全新的公共滑冰

公園將修建在  I-490 道格拉斯 - 安東尼大橋  (I-490 Douglass-Anthony Bridge) 下， 

該公園直接通往河流小道  (Riverway Trail)，并將中心區和南偉奇  (South Wedge)  

街區連接起來。羅切斯特市剛剛接到消息，其將獲得來自於托尼 ·霍克基金會  

(Tony Hawk Foundation) 的 25 萬美元「娛樂建設」撥款。  

 

杰納西門戶公園  (Genesee Gateway Park) (耗資 200 萬美元) - 資金將用於改造現

有的杰納西河小道  (Genesee Riverway Trail)，透過擴寬進入南偉奇街區的公園河流

實現，這一工程建立在現正在霍普山街  (Mt. Hope Avenue) 和南偉奇街區進行的工

程基礎上。  

 

科恩山  (Corn Hill) 導航機構  (耗資  25 萬美元) - 科恩山導航機構運營著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上的遊船。資金將為一艘新船提供額外資源，用於在南河地區開展活

動。 

 

高落差瀑布平台公園  (High Falls Terrace Park) / 啤酒廠線小道  (Brewery Line 

Trail) (耗資  100 萬美元) - 作為該市最古老的公園之一，高落差瀑布公園還沒有發



 

 

揮出其最大價值。資金將用於修建一條新小道，即啤酒廠線小道，將該地區連接起

來，其位於公園中和杰納西啤酒廠  (Genesee Brewery) 附近。  資金還將用於對現

有公園和小道進行升級，連接高落差瀑布，增加該地的觀賞性。  

 

龐德瑞尼斯大橋  (耗資  400 萬美元) - 資金將用於對現有大橋進行必要的結構性維

修，為大橋的設計和改造工程提供資金。  

 

跑道橋  (Running Track Bridge) (耗資  50 萬美元) - 跑道橋的前身是一座步道橋，

現已廢棄。資金將用於未來對大橋進行現代化改造，使其使行人能夠在埃爾卡密諾  

(El Camino)、埃傑頓  (Edgerton) 和高落差瀑布之間穿行。  

 

中心區  / 河濱管理實體  (耗資 300 萬美元) - 該小組還建議組建一個管理實體，  

這對於實現長期成功、穩定和規劃非常關鍵。資金將用於研究最適合羅切斯特市的

管理實體為何，其需承擔以下基本責任：  

 

•  規劃 

•  維護 

•  營銷 

•  公共藝術、設施  

•  基礎設施 

•  制定專案 

每一個項目都經由一系列公開會議才能決定，並與羅切斯特市的戰略計畫相一致。

所有為支持這些項目的開展而簽訂的合約必須公開競標，這一過程公開、公平、  

有競爭力。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杰納西河的新通道是《羅切斯特市河道》戰

略的工作內容，其可用於振興羅切斯特市中心區。在該市自然資產的作用下，將產

生一系列連鎖反應，從而吸引遊客和商業的到來，并刺激當地經濟發展。」  

 

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

羅切斯特區商會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我們想對所有參與到這一偉大進程中的人表示感謝。這是一次切實的合

作成果，顧問小組與社區、地區利益相關者一起制定出一份計畫，我們堅信這一計

畫是推動變革性「羅切斯特市河道」計畫開展的切實方案。這一專案將建立在羅切

斯特市中心創新區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大規模改造的基礎之上，有助於構

建一個令人興奮不已的環境，使得各個年齡層的居民都能享受這裡的生活、工作與

休閒。」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  A. 沃倫  (Lovely A. Warren) 表示，「安德魯·葛謨州長深有

遠見，他最初透過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五指湖加速發

展》專案進行的  5,000 萬美元投資給《羅切斯特市河道》計畫以動力，我們的城市

最終將利用杰納西河的所有潛力，從而創造工作崗位，建設美好社區。我還想感謝

《羅切斯特市》顧問小組和數百名參與到社區建設進程中的公民，感謝你們為制定

《視野計畫》而付出的辛勤勞動。這是羅切斯特市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即將見證

一次前所未有的投資活動和在河濱地區開展的活動，這有助於改造我們的城市，  

為公民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建設更安全更有活力的社區，以及創造更好的教育機

會。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我們社區的

歷史與河道和我們的未來休戚相關。透過重新規劃和發展羅切斯特市河濱地區，  

我們將實現杰納西河的全部經濟潛力，提高生活水平，為居民和遊客創造更多的娛

樂機會，同時也能對重要的環境資產進行保護。」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12 個項目由顧問小組挑選，並由紐約

州斥資  5,000 萬美元，其有著長遠的發展，并將振興中心區  - 杰納西河走廊，也會

為社區人民修建重要的基礎設施，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我很高興能夠支持沃倫  

(Warren) 市長和市議會  (City Council) 的努力，透過『羅切斯特市河道』專案來突

顯傑納西河的美麗景致和增加其便利性。」  

 

參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在我們實施『羅切斯特市河道』專案的同

時，羅切斯特市地區的潛力正在大放光彩。」  作為紐約州參議院文化事務、旅遊

業、公園和娛樂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Committee on Cultural Affairs,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 主席，我將繼續對這項旨在增加造訪本地遊客數量

的專案予以支持。這項專案考量了當地社區的願望，對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杰納西河具有歷史意義和經濟意

義，投資於這個復興項目將推動我們的地方經濟發展。在鮑勃 ·杜菲  (Bob Duffy)  

和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 領導下，並憑著顧問小組提供的承諾，『羅切斯特市

河道』計畫將把杰納西河確立為中心區社區的重點項目，並支持該市最新的地方濱

水區復興計畫  (Local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有了這個令人激動並且多

元化的團隊，地方政府和企業將合作在全年吸引更多遊客前往中心區，並為社區中

心區帶來最好的休閒娛樂活動、教育活動以及商業活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  

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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