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環保銀行  (NY GREEN BANK) 將從私人部門籌資至少  10  

億美元用於加快部署清潔能源解決方案並抗擊氣候變化   

  

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與紐約氣候就業機會聯盟  (Climate Jobs NY)  

以及工人研究所  (The Worker Institute) 共同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主持峰會   

  

紐約氣候就業機會聯盟達成的里程碑包括持續建設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  

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使用太陽能、新環境正義措施和培養勞動力   

  

紐約州發佈新的清潔能源產業報告，顯示全州有將近  15  

萬份環保工作並詳細闡述了未來的增長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環保銀行將設法額外籌集至少  10 億美元的私人

部門資金，用於為清潔能源項目增加提供資金。這些額外的資金將向第三方投資者

籌集，紐約環保銀行將利用這些資金為紐約民眾創造更大的環境效益和成本效益，

並超出紐約州的界線拓展可投資項目的範圍。  

  

「鑒於聯邦政府拒絕採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並否認現實情況，紐約州加倍努力創造

清潔能源未來，」葛謨州長表示。「紐約環保銀行的這次擴張將抗擊氣候變化，

並在全州創造高薪清潔能源工作，從而幫助為全體紐約民眾創造更加清潔環保的未

來。」  

  

紐約環保銀行擁有可靠的業績記錄，促成了對紐約州將近  14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

資，有鑒於此，退休基金和保險公司等第三方實體對該銀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些實體想利用該銀行作為投資工具，用來尋找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項目。籌集到的

額外資金可投資於美國各地的項目，從而拓展交易規模和槓桿，並增加利用投資資

金部署的清潔能源數量。  

  



 

 

「極端天氣已成為新常態。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保護環境，並利用清潔能源保障更加

可持續的環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葛謨州長承諾擴張

紐約環保銀行，該銀行是美國同類銀行中最大規模的公私清潔能源金融實體，這個

承諾將保障紐約州實現更加清潔環保並且更具經濟效益的未來，並在清潔能源領域

創造數不清的新職業路徑。」   

  

紐約環保銀行還將與其他州以及慈善實體合作，協助在其他州建設地方環保銀行。

紐約環保銀行為幫助這些新的環保銀行，可以提供財務支持、中間部門和後勤部門

服務、盡職調查、承銷支持和總體技術支持。作為籌集第三方資金的下一措施，  

紐約環保銀行將針對咨詢服務發佈《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 RFP)》，用於評

估方案以策劃這項工作並加以實施，並最終協助獲取第三方資金。《招標書》預計

在今年年底前發佈。  

  

立即創造氣候就業機會！(Climate Jobs Now!) 峰會   

在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 五週年的前夜，紐約州召開了立即創造氣候就

業機會！峰會。峰會由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召開。在這場峰會上，

紐約氣候就業機會聯盟的代表人員與工會領袖以及氣候倡導者共同討論了紐約州進

步的清潔能源政策從哪些途徑推動經濟發展並創造高薪工作。  

  

紐約氣候就業機會聯盟達成的里程碑   

  

穩健開發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   

今年六月，葛謨州長公佈了美國歷史上由州發起的最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建議征詢

計畫，該計畫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以及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實施。今年六月起，紐約州收到大型清潔能源項目開發商提交的  200 多份

提案。提議的項目包括風電場、水電設施、沼氣、公共事業規模的太陽能電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開發的大量項目包括  4,000 多兆瓦的可再生發電產能，

這些產能每年能夠製造  950 多萬兆瓦時的電力，比此前的建議征詢計畫製造的電

力多出六倍以上。這些項目一旦建成，將為紐約州的電力供應增添創歷史規模的可

再生能源。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決定獲撥款的項目，紐約

電力局將在  2018 年年初做出決定。事實表明，同類項目能夠帶給紐約州的收益比

地方納稅人的支出高三倍，並給社區、勞工團體、地方商品和服務產生切實的影響

力。 

  

提高能源效率並增加使用太陽能   

按照六月宣佈的公告，作為紐約電力局『建設智慧紐約  (BuildSmartNY)』計畫和

『K-太陽能  (K-Solar)』計畫的內容，該機構截至  2020 年將對能源效率和太陽能增

加投資 3 億美元。自公佈該公告以來，紐約電力局已批准了  27 份新的能源效率定



 

 

制項目投資，這些項目的投資總額超過  1.58 億美元。紐約電力局完成了多個能源

效率項目，這些項目的投資總額為  8,150 萬美元，每年將節省  277,000 百萬英熱  

(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 MMBTU) 並減少  2.5 萬噸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排放量，或相當於道路上減少  4,800 輛車。  

 

此外，紐約電力局還正在為紐約州機構、市、鎮、郡、鄉處理幾個項目，包括為紐

約州的七座公園內的十八個地點設計太陽能發電裝置並建造這些裝置。  

  

紐約州立大學斥資  1,50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   

今年六月，葛謨州長宣佈作為紐約氣候就業機會聯盟工作日程的一項內容，給紐約

州立大學各校區的勞動力發展與培訓計畫  (Workforce Development & Training 

Programs) 投資  1,500 萬美元。紐約州立大學各校區正在設立實踐社團  (Community 

of Practice) 用於培養清潔能源勞動力，從而拓展最佳實踐和培訓機會以支持紐約

州清潔能源產業。各校區已經提交了申請書，評委正在審核這些申請書。  

  

新的環境正義與勞動力發展措施   

州長在今年六月還宣佈成立環境正義工作組  (Environmental Justice Working 

Group)，用於向紐約州提供建議，把環境正義與公正過渡原則整合到所有機構政策

內，並幫助制定環境正義計畫，包括社區影響撥款、環保勞動力培養計畫、『公正

過渡』計畫。該工作組在  9 月  6 日召開會議，下次會議安排在下月初。  

  

發佈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清潔能源產業報告  (Clean Energy Industry 

Report)》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今天還發佈了《清潔能源產業報告》，該報告顯示，  

清潔能源工作目前在紐約州各地僱用  14.6 萬人，清潔能源工作的增速比紐約州平

均就業增長率高兩倍，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增速為  3.4%。就業增長率

預計將繼續快速上升，該報告預計就業增長率截至今年年底將再次翻倍，達到  

7%。  

  

《清潔能源產業報告》對清潔能源就業數據、地理分佈以及用人單位的需求加以跟

蹤和分析，從而為紐約州提供有用的觀點，使之設法實現氣候目標、創造就業，  

並在全州提供經濟機會。新近報告的數字展現了紐約州在過渡至清潔能源經濟的過

程中取得的進展，以及根據州長制定的氣候變化計畫培養的勞動力。該報告的進一

步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今天公佈的公告體現了葛謨州長帶領清潔能源和氣候領域取得的顯著進展。」

紐約州能源與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霍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關於紐約環保銀行的公告，這次機會設法籌集第三方資金，  

提供新機會用於為市場帶來更大的信心、帶動成本下降，並創造更大的規模。」   

  

http://www.nyserda.ny.gov/clean-energy-jobs


 

 

「葛謨州長帶頭接納領先全國的清潔能源政策，此舉帶來的直接後果是，紐約州各

地的清潔能源企業創造數千份工作，並比以往更快地發展經濟，」紐約州能源研

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紐約州以

事實證明，帶頭抗擊氣候變化是創造全新本土產業的難得機會，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機構今天發佈的  2017 年《清潔能源產業報告》進一步證明，紐約州正在充分

利用當下的機會。」   

  

「紐約電力局正在拓展能源效率工作，並加倍投入用於減少全州溫室氣體排放

量，」紐約州電力局  (NYP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紐約電力局與州機構以及地方市政當局合作，在紐約州各地部署能源效

率技術，從而保護環境，並為納稅人減少能源費用。」   

 

「我們很高興能夠公佈計畫，籌集另外  10 億美元資金用來資助紐約州以外地區的

清潔能源項目，」紐約綠色銀行行長阿爾弗雷德·格里芬  (Alfred Griffin) 表示。

「我們擁有可靠的業績記錄和具備獨特才能的團隊，因此已充分準備進入新興的清

潔能源市場，我們很高興獲得機構投資者的回應，這些投資者嘗試對可持續基礎設

施部署資金。」   

  

「葛謨州長無比堅定地支持創造穩定的中產階級工作，以及保護我們的環境。他的

願景是抗擊氣候變化並創造就業，這表明工會、政府、業界、環境領袖可以聚在一

起，探索有利於環境和勞動者的大膽想法，」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嘉里·拉巴貝

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主席馬里奧·西倫托  (Mario 

Cilento)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大膽方法，用於確保紐約州再次

帶頭過渡至新能源和新經濟。在環境和創造長期優質工會工作以幫助構建中產階級

方面，勞工運動很自豪帶頭建設更加光明美好的未來。」   

  

「塞拉俱樂部  (Sierra Club) 感謝葛謨州長承諾把紐約州建設成可再生能源經濟強

州。紐約州持續發揮帶頭作用，這向整個美國表明，在全體民眾過渡至  100% 清

潔能源的過程中，抗擊氣候變化與帶動經濟發展以及創造能夠養家糊口的工作是可

以同步實現的，」塞拉俱樂部紐約州高級代表人員麗莎 ·迪克斯  (Lisa Dix)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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