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9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皮克斯基爾斥資 5,10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項目開始施工  

  
82 套多戶家庭建設項目包含適合家庭居住的公寓  

  
建設項目補充了皮克斯基爾的《中心區復興項目》，該計畫旨在提供更廣泛的經濟適用

住房機會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位於 645 號主街 (645 Main Street) 斥資 5,100 萬美元的住

房新建設項目已在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皮克斯基爾 (Peekskill) 開始施工，

該項目包括 82 套節能公寓。新的經濟適用建築群將預留給該地區 40% 至 80% 的中等收

入人群，從而有助於達到該市獲獎《中心區復興項目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的目標，即提供更多的住房選擇。645 號主街的建設項目是葛謨州長為

期 5 年的經濟適用住房計畫內容，該計畫空前斥資 200 億美元，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

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進行管理。  

  
「每個紐約民眾都理應得到一個安全體面的經濟適用地點安家，」葛謨州長表示。「這

一節能的新建設項目建立在我們在全州中心區持續投入的戰略化投資基礎之上，其將為家

庭和社區提供 80 多套全新的經濟適用公寓。」  

  
「我們承諾繼續投資於社區，幫助確保發展並提高紐約州全體民眾的生活品質，這包括建

造和維護經濟適用房機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皮克斯基爾斥

資 5,100 萬美元的這一多戶家庭經濟適用住房建設新項目是彰顯這一承諾的又一例證，

也顯示了紐約的明天更美好。在把這裡建造地比以前更好、更強大、更包容的過程中，我

們引領了後流行病世界的發展方向。」  

  
紐約州斥資 200 億美元的計畫彰顯了承諾，向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負擔得起的

住房，通過建造和保存超過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使住房更容易

獲得，並與無家可歸問題作鬥爭。這一建設項目在皮克斯基爾市《中心區復興項目計畫》

的開展範圍內進行，其補充了該計畫要提供更多元的住房選擇目標。  

 
項目竣工後，645 號主街將由 18 套一房公寓，50 套兩房公寓和 14 套三房公寓。其中一

套公寓將由物業主管居住。為居民提供的設施有美化過的庭院、配備廚房的社區室、健身

中心、洗衣房和現場管理辦公室。所有的公寓都將配備節能型電器和獨立控制的取暖和電

力裝置。五層樓的建設項目將建造在皮克斯基爾《中心區復興項目計畫》實施區域內兩英



 

 

畝的修復棕地上。其包括有 140 個停車位的停車場，該停車場有環保屋頂和地下雨水滲

透系統，該系統將把保留現場的表層水，從而減輕對市政系統的負擔。房頂上的光電太陽

能板將抵消能源開支。其他的節能措施包括高性能的建築包膜和冷暖空調系統，以及流動

性低的管道裝置。40% 到 80% 收入在地區中等收入水平及以下的個人和家庭將能負擔得

起這裡的房租。開發商是懷爾德波特夥伴股份有限公司 (Wilder Balter Partners Inc, 

WBP)，設計師是 L&M 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L&M Design Inc)。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對 645 號主街的投資包括投資在施工和永久免稅氣候債券上的 

2,190 萬美元，投資在聯邦低收入住房免稅額普通股上的 1,210 萬美元和在補貼上投資的

近 1,230 萬美元。其他的州政府資金包括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為《棕地清理項目 (Brownfield Cleanup Program, 

BCP)》付出的近 600 萬美元聯合收益，來自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低層住宅新建設 

(Low-rise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項目的超過 27 萬美元。威徹斯特郡住房實施

資金 (Westchester County Housing Implementation Fund) 和威徹斯特郡新住房土地收購

基金 (Westchester County New Homes Land Acquisition Fund) 分別提供了 570 萬美元

和 230 萬美元。  

  
645 號主街經由國際氣候債券項目認證，該項目為紐約民眾資助建造健康節能的家園，同

時還能減少本州的碳排放。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自 2011 年起就在 130 個建設項目上投資了超過 10 億美元，在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修建或預留了僅 1.3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公寓，

其中包括在威徹斯特郡投資近 8 億美元用於為 2 萬多人支持近 7,500 套住房。本州的投

資已經給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這些住宅區建設項目從其他資金中投入近 1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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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中心使命是為紐約工薪階層修建經濟適用好房源。完成這項

工作能重振皮克斯基爾等發展中的中心區，從而滿足各項要求。645 號主街建築群將在皮

克斯基爾建成更多元化的健康社區，其提供的 82 套經濟適用住房正是紐約民眾所需要的

和應得的。葛謨州長的住房計畫承諾將於大流行病肆虐期間在促進經濟恢復上做出切實貢

獻，對此我們表示驕傲。」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的《棕地清理項目》

正在推動全州社區清理先前的工業場地，並使數百個利用不足的地塊恢復生產使用。就保

障公眾健康、保護環境以及開發社區資產而言，對社區內前木炭碑磨粉厂 (Charcoal 

Tablet Mill) 等棕地房產實施清理和修復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項目將為皮克斯基爾的主街

帶來急需的經濟適用住房機會，從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改善生活質量。」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代理總裁兼執行長多瑞 M. 哈瑞斯 (Doreen M. Harris) 表

示，「這類活力項目將把未充分利用的前工業場地轉變成為安全舒適的經濟適用住房，

住房中採用清潔可再生的能源和節能技術，這是葛謨州長的願景核心，即全紐約民眾都能



 

 

參與到清潔能源的公平轉變過程中來。在我們繼續對抗氣候變化的影響之時，紐約州能源

研究與發展管理局期待與社區、利益相關者和姐妹部門合作讓更多此類項目開花結果，從

而在全州打造更清潔更環保的社區。」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在皮克斯基爾市的前棕地上慶祝

這項經濟適用住房項目開工，這令人興奮。這將為居民提供一系列活力的住房選擇，也標

誌了本州與皮克斯基爾的進一步合作關係，從而復興該市中心和刺激投資。 我對所有辛

勤工作實現這一里程碑的人員表示稱讚。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期待繼續與

各部門合作夥伴和皮克斯基爾合作，從而透過《中心區復興項目》推動社區的復興目

標。」  

  
參議員彼得·哈克海姆表示，「在有遠見的開放商和州、市郡官員的支持下，這一獲得成

功的合作關係以全面的方式解決了威徹斯特郡亟待解決的公平經濟適用住房問題。這一開

創性的工作是大量規劃、創造和合作的結果。這也彰顯了比爾·波特 (Bill Balter) 對建設項

目的堅決承諾，即滿足社區需求和尊重社區價值。」  

  
眾議員桑迪·加萊弗 (Sandy Galef) 表示，「我的榮譽來自於皮克斯基爾市對推動經濟適

用房而開展的工作。 教師、醫院工作人員和前線工人等服務我們社區的人值得在其服務

社區獲得住房。 在我們制定州預算時，我們並不是一直都清楚資金的去向，但我很高興

這筆錢分到了皮克斯基爾，這裡是為其活力社區長期承諾過經濟適用住房的城市。」  

  
威徹斯特郡郡長喬治·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經濟適用房一直以來都是我所在

政府的首要工作，因為這最終將建設更全面更具活力的社區。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了經濟緊張，對中低收入的人群更是如此。我很激動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署以這項斥資 5,080 萬美元的建設項目實現突破，從而為皮克斯基爾提供 80 多套供重要

工薪階層劇組的公寓。」  

  
皮克斯基爾市市長安德魯·瑞尼 (Andre Rainey) 表示，「切實的經濟適用房對於一個城市

的未來健康來說最具影響力，也最重要。645 號主街不只是皮克斯基爾的一處重要信資

產，它還進一步推動了有前景聯合開展的《中心區復興項目》的發展，並保持了我們社區

的傳統，即關心和滿足所有努力居民的需求。感謝葛謨州長和眾多合作夥伴在這一激動人

心的新建設項目上的合作。」  

  
懷爾德波特夥伴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威廉姆·波特 (William Balter) 表示，「645 號主街是

懷爾德波特夥伴股份有限公司和我們的開發團隊、地方利益相關者、皮克斯基爾市、威徹

斯特郡和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公司聯手努力的結果。在皮克斯基爾市中心區的步行地

段提供急需的經濟適用工薪住房，對此我們非常欣慰。」  

  
《中心區復興項目》簡介  

安德魯·葛謨州長於 2016 年實施了重大新項目——《中心區復興項目》。 州長透過《中

心區復興項目》旨在大力加速和擴大中心區和街區的復興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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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區復興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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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區復興項目》最開始實施的 4 年中，州政府承諾為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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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區復興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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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院領導的州政府員工小組和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共同

合作，以及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的支持。其他部門也參與了項目的審核和實施工作。  

  
皮克斯基爾被選為斥資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項目》獎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第四

輪獲勝方，從而邀請大家「看一看和探索皮克斯基爾！」《中心區復興項目》的目標區域

包括中心區和以文化教育機構為特色的濱水交通發展區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District)，一個屢獲殊榮的濱水和公園系統，以及一系列核心餐廳和精品零售商。  

  
《棕地清理項目》簡介  

環境保護廳對州政府的《棕地清理項目》進行嚴格監督，該項目已對全州約 456 個從前

遭受污染的物產進行清理，從而保護公共衛生和環境，並讓這些場所再進行生產利用。該

項目的目標是鼓勵私營部門對棕地進行清理，並推動其再開發來復興社區。《棕地清理項

目》是綠地開發項目的另一種選擇，旨在為城市棕地移除障礙和提供稅收福利。自《棕地

清理項目》實施以來，已有 827 份申請獲得批准，截至目前已有 456 個地點獲得竣工證

書 (Certificates of Completion)。如需瞭解更多有關《棕地清理項目》的資訊，請造訪環

境保護廳的網站：http://www.dec.ny.gov/chemical/845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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