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奧爾巴尼市  (ALBANY) 斥資  2,680 萬美元的艾達亞伯勒  (IDA 

YARBROUGH) 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竣工   

  

二期項目在艾伯丘街區  (Arbor Hill Neighborhood) 建造了  76 套現代化住宅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耗資  2,680 萬美元的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發計畫  

(Ida Yarbrough Homes Redevelopment initiative) 第二階段已經完成，目前有  76 套公

寓可供不同收入水準的家庭使用。新建設項目的官方名稱為  280 North，包括拆除

部分過時的艾達亞伯勒公共住宅綜合體，代之以現代化的經濟適用房，並繼續振興

艾伯丘街區。   

  

「奧爾巴尼市和艾伯丘街區繼續復蘇之際，我們必須建造新的經濟適用房，以確保

所有居民都能參與重建工作，」葛謨州長表示。「随着增加这些新的经济适用公

寓，我们致力於建设更有活力和经济多样化的奥尔巴尼市中心區。」  

  

「奧爾巴尼市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發項目將極大地促進艾伯丘街區的發展，為當地

家庭增加現代化的住房選擇，」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該項

目延續社區的振興工作，增加新的住房存量，並提高該地區的生活品質。這項投資

是我們 200 億美元五年住房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旨在增加和保護經濟適用房，

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都有可以稱之為家的好地方。」   

  

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發項目體現了葛謨州長的承諾，即利用史無前例的  200 億美

元五年期計畫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的經濟適用房，建造或維護超過  10 萬戶

經濟適用房，並為其中  6,000 套住房提供生活輔助服務。本計畫是應對全州住房問

題的全面方案，其中包括多戶和單戶家庭住房社區開發計畫，用於提供住房並打擊

無家可歸問題。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出資建造或維護了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4,700 多套多戶型經濟

適用房，其中奧爾巴尼市近  1,900 套住房利用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超過  1.3 億

美元的資源得以實現。   

  

280 North 項目包括兩個位於北珍珠街  (North Pearl Street) 和雲雀大道  (Lark Drive) 

拐角處的部分，即一棟七層的多戶住宅建築，其中有  62 套公寓，一棟三層建築，

其中有 10 套公寓。該建築群還包括位於雲雀街  (Lark Street) 531 號的兩座複式公



 

 

寓。為無家可歸的家庭預留了  12 套住房，另外  12 套住房將為行動不便、視力和

聽力有障礙的家庭提供並完全適應其需求。   

  

該項目旨在容納大的家庭，包括單居室公寓、兩居室公寓、三居室公寓、四居室公

寓和五居室公寓。該建設項目符合企業綠色社區  (Enterprise Green Communities) 標

準和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標準，擁有充足的綠色空間，包括社區花園和由再

生材料和回收材料建造的操場。280 North 的便利設施包括沿街停車場和路外停車

場，並毗鄰公共交通設施。此外，通過首府地區醫師健康計畫  (Capital District 

Physicians' Health Plan, CDPHP)，租戶可以免費獲得配有心血管設備和重量訓練設

備的現場健身中心。   

  

最初的艾達亞伯勒住宅建於  20 世紀 70 年代，由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  (Albany 

Housing Authority, AHA) 管理。 通過拆除原有的和過時的建築，奧爾巴尼住房管理

局重新配置了建築，增加了更多的住房，從而提供更多的綠色空間和娛樂用途。   

  

該項目共分四期，建成後將為家庭提供  335 套公寓和多達  6 至 8 個家庭自有住房

機會。作為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的環節，

第三階段最近獲得了  20 萬美元的撥款，並於七月宣佈，將在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

發項目開發多達  10 套新的自有住房。   

  

本州對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發項目的投資結合謝裡丹山谷嚮  (Sheridan Hollow 

Village) 和學院閣樓 (Academy Lofts) 等發展項目，這些項目支持該市的艾伯丘街區

戰略計畫——改造空置的建築、為社區注入新能源，並改善住房選擇和生活品質。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提供聯邦和州低收入住房信貸  (Low-Income Housing 

Credits)，創造了  1,800 萬美元的股權，另外還提供  200 萬美元的補貼。紐約州住

房與社區重建廳資金吸引到科凱銀行  (Key Bank) 的 320 萬美元投資、奧爾巴尼住

房管理局的  110 萬美元投資，地方項目支持公司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LISC) 住房穩定基金  (Housing Stabilization Fund) 和奧爾巴尼市提供的

額外資金。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在這裡發生的變化是非常顯著的。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我們已經在網

上推出了 160 多套新公寓，幫助穩定和改善這個新興的艾伯丘街區。正如葛謨州

長堅信的，經濟適用房應該鼓勵多樣性、機會和包容性，280 North 是採用平價但

傑出的配置，適合大的家庭，是一個可以紮根和成長的地方。」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該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將有助於進一

步改變奧爾巴尼市日益增長的艾伯廣場  (Arbor Square) 街區。 不同類型的公寓沿

線還建有充足的綠色空間、社區花園以及通往附近各種便利設施的通道。  我感謝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transformational-projects-albanys-clinton-square-part-10-million-awar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ompletion-academy-lofts-project-arbor-hill-0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為使我們社區成為更好的生活、工作和養育家庭的地方所

作的努力。」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奧爾巴

尼市艾伯廣場附近  280 North 經濟適用房開發項目竣工。我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

重建廳以及葛謨州長對這個項目的持續支持。奧爾巴尼市持續目睹為全市居民提供

經濟適用房而提供的重大投資，這筆資金是利用公共資金實現公共目的的範例。」   

  

眾議員派翠西亞·費  (Patricia Fahy) 表示，「我感謝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致力於用

新的經濟適用房取代現有的、過時的公共住房。這個新的住宅開發項目將有助於培

育艾伯廣場街區的社區意識，為居民提供新的花園和操場，並為他們提供現代化和

負擔得起的生活。」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經濟適用房是活力社區的組

成部分。艾達亞伯勒住宅二期再開發計畫的完成，確保了在未來數年內，中低收入

的個人和家庭都能得到現代化住房。  感謝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和葛謨州長為促進

紐約州首府城市  (Capital City) 經濟適用房建設所作的承諾。」   

  

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執行理事史蒂夫·隆戈  (Steve Longo) 表示，  「奧爾巴尼住房

管理局很自豪繼續重建艾達亞伯勒住宅，該項目去年完成了一期工程，現在把鑰匙

交給一期的新居民，令人驚歎的節能的  280 North 建築。我們可以被指定為這個項

目的主要開發商，但像這樣的工作是私營部門、奧爾巴尼市、紐約州和聯邦機構的

許多夥伴合作的結果。此外，很高興我們的重建工作與普羅克特協作公司  

(Proctors Collaborative)，奧爾巴尼酒廠  (Albany Distillery) 和死亡願望咖啡館  (Death 

Wish Coffee) 最近多個社區投資和開發項目同步開展。作為多年期綜合艾伯丘街區

計畫的一部分，我們期待著進入三期和四期。」   

  

紐約州經濟適用房協會  (New York State Association for Affordable Housing) 總裁

兼執行長朱莉·米爾斯坦  (Jolie Milstein)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  280 North 這樣

的項目為奧爾巴尼市的居民提供經濟適用房機會。這個建設項目是中低收入家庭混

合收入住房的傑出例子，包括為以前無家可歸的人留出住房。該項目是紐約州住房

與社區重建廳和葛謨州長共同努力擴大經濟適用房的又一例證，這一夥伴關係應成

為其他州應對全國住房危機的樣板。」   

  

普羅克特協作公司執行長菲利普·莫瑞斯  (Philip Morris) 表示，「多年來，奧爾巴

尼住房管理局一直把重新開發艾達亞伯勒住宅作為優先事項。如今，隨著數百套市

價經濟適用房選擇、奧爾巴尼酒廠和死亡願望咖啡館等新景點的出現，以及首府保

留劇目劇院  (Capital Repertory Theatre) 的新綜合體，成果很快就會顯現了。看起來

像個本壘打！」   

  



 

 

首府地區醫師健康計畫總裁兼執行長約翰  D. 班尼特  (John D. Bennett) 博士表示，

「由內科醫生創立的首府地區醫師健康計畫瞭解身體健康對一個人的整體健康所起

的作用。我們很高興能與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合作，在  280 North 內開設最新的健

身中心 (Fitness Connect)，為居民提供免費和方便的健身場所。」   

  

科凱銀行首府地區行長露絲·馬洪尼  (Ruth Mahoney) 表示，「這個項目是科凱銀行

社區建設貸款承諾和重點幫助人們在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蓬勃發展

的的一個例子。通過這些新住房以及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為各種背景的人們提供的

教育和資源，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正在努力解決我們地區的經濟適用房問題。科凱

銀行以成為合作夥伴而自豪。」   

  

艾達亞伯勒住宅再開發項目的第一階段於  2017 年完成，包括 11 座新建建築，61 

座聯排別墅和花園公寓。該建築群位於北明珠街  (North Pearl Street) 270 號，有 17 

套兩居室住宅；22 套三居室住宅；19 套四居室住宅和  3 套五居室住宅。十套住房

已經預留給以前無家可歸的家庭。一期的建設開始於 2016 年 7 月，包括拆除原來

的艾達亞伯勒住宅低層建築。所有新住房均已入住。   

  

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簡介：   

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自  1948 年成立以來，已逐步發展成為滿足居民和社區需求

和願望的領導機構。今天，除了住房之外，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還為家庭提供創造

成功生活的基礎，通過高品質的租賃、住房、就業和小型商業機會，鼓勵投資於個

人和社區。對於那些希望將自己和社區的未來轉變為可選擇的未來的人，我們是有

能力的合作夥伴。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albanyhousing.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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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bf824f9-67dcd298-3bfaddcc-0cc47a6d17e0-7af4bc6f9ff609c0&q=1&u=http%3A%2F%2Fwww.albanyhousing.org%2F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e091206c-bcb5d60d-e093d959-0cc47a6d17e0-60367a85595e3b15&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F8F207705E2906DE85258495005B6E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