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1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大眾汽車清算金撥款 1,100 萬美元，用於在紐約州增加電動汽車快充站  

  
新項目將加快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安裝工作進程，從而加快使用電動汽車和在弱勢社群加

大對電動汽車的使用範圍  

  
擴大清潔交通工具的使用範圍支持著葛謨州長全國領先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

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為建造本州的快充站網絡已撥款 1,100 萬美元，用於更廣泛地使

用電動汽車 (electric vehicles, EV)。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將對《直流電快充站 (Direct Current 

Fast Charger, DCFC)》項目進行管理，從而在本州快充站有限的地區擴大電動汽車基礎

設施範圍，並將在弱勢社區優先加強充電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清潔交通工具的使用範圍支

持著葛謨州長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中設立的目標，即在 2050 年以前減少 85% 的溫室氣體排放。  

  
「紐約將繼續成為減少溫室氣體方面的全國模範。不論所有紐約民眾的居住地在何處、經

濟狀況如何，我們必須確保他們都能使用上開電動汽車所需的基礎設施，這是我們的工作

內容，」安德魯 M. 葛謨州長表示，「這筆投資將用來修建必要的基礎設施，從而讓更多

消費者能夠選擇清潔的電動交通工具，同時還要使電動汽車成為全體紐約民眾可使用的選

擇。」  

  
「我們將使用清潔的再生能源來重塑紐約的未來，」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大眾汽車 (Volkswagen) 的這筆清算款將使我們能夠在全州範圍內進一步擴大電

動汽車快充站的範圍。這有助於推進我們的承諾進程，即減少碳排放量和大幅節省燃料成

本。在我們在全州範圍內修建更多電動汽車充電站之時，我們鼓勵紐約民眾購買電動汽

車。我們想保障紐約州能繼續領導把現在和未來建設得更好、更清潔、更環保。」  

  
這一項目建立在葛謨州長 7 月發佈的「準備就緒 (Make Ready)」公告基礎上，該公告涵

蓋一整套重要的清潔交通項目，旨在加速紐約向更清潔交通轉型的進程。這是州政府向大

眾汽車聯邦清算金撥款 1.277 億美元的工作內容。其還將為解決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REDC) 消費

者的需求問題而構建便捷顯眼的充電站，這是州政府清潔交通全面戰略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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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電快充站》項目將為供電動汽車使用的公共充電站支付 80% 的開銷。資金將透過

兩輪撥款發放到特定的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區域，在此過程中將選出快充站開放商，讓他

們在四個或以上的地點每個地點建造至少四座直流電快充站。每輪在每個符合要求的地區

經濟發展委員會地區一個開發商僅會有一份計畫會獲得獎金。若在兩輪結束還有資金剩

餘，則項目會繼續開展至第三輪。  

  
為支持《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的目標，即面向所有的直接使用者擴大清潔能源和

可持續基礎設施的使用範圍，該項目要求至少 25% 的充電站要建在距離弱勢社區半英哩

的範圍內。此外，在這一項目規定下，在農村地區修建充電站的開放商可能符合條件針對

兩個不同地點提交方案，此內容將支持兩輛車在兩個地點同時充電。  

  
鼓勵申請人在同一地點修建 2 級電動汽車充電站和分配能源資源，如能源儲存和太陽

能，以及直流電快充站。雖然未作要求，但涵蓋這些元素的方案會獲得評審委員會的加

分。2 級充電站的資金由《充電紐約 (Charge NY)》項目提供，分配能源資源的資金由紐

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能源儲存和太陽能項目所提供。  

  
第一輪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18 日。第一輪重點關注以下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地

區：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第二輪資金將於 2021 年 7 月發

放，發放對象包括第一輪符合要求的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以及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和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如有需要開展第三輪，則預計該輪回涵蓋前

兩輪包括的所有地區。  

  
交通業是紐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大來源，佔本州總排放量的約 36%。今天的公告建立

在紐約州為實現紐約交通業電氣化而進行的 10 億美元投資基礎之上，這一內容是葛謨州

長氣候和清潔能源全面計畫的重要部分。透過減少碳排放來構建更清潔的空氣和更健康的

社區，電動汽車的使用不斷增長和必要基礎設施範圍擴大使包括低收入或弱勢地區的人員

在內的全體紐約民眾受益。透過《電動汽車準備就緒 (EV Make Ready)》、《電動汽車

變革紐約 (EVolve NY)》和《充電紐約》等多個項目的開展，州政府正在迅速增加充電站

的數量，並將在 2021 年年底實現紐約擁有至少一萬個充電站的目標。超過 2.9 萬筆清潔

駕駛退款 (Drive Clean Rebates) 已幫助全州的居民購得電動汽車，從 2010 年起已在全

州範圍內售出超過 6.5 萬輛車。  

  
依照《紐約清潔交通 (Clean Transportation NY)》計畫，大眾汽車聯邦清算款預留的資金

已戰略性的投資到紐約州。該計畫由多個州政府部門執行，其將大眾汽車清算款資源用於

最大化實現紐約在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的全國領導力工作上的福利。紐約州策略化地把清

算資金用於槓桿投資，這預計將給紐約州的道路上帶來至少價值 3 億美元的清潔汽車和

基礎設施。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爾·賽

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將大眾汽車的清算款用於擴建電動汽車基礎設施，此

https://www.nyserda.ny.gov/ny/disadvantaged-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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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將推動葛謨州長承諾的實現，即緩解交通業受到的氣候影響。今天的公告還將加大社區

對電動汽車基礎設施的使用，多數社區深受環境污染的影響。」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代理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裡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減少碳排放需要全州經濟中所有行業的努力，優先使用清潔交通工具是葛謨州長氣候領

導力工作的重點。透過在弱勢社區等缺乏這類基礎設施的地區增加充電站，這些項目將有

助於實現我們設定的減碳目標，同時還能確保電動汽車駕駛能夠用得上可靠的充電服

務。」  

  
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總裁暨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基尼奧內

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透過此次新的撥款機會，更多公共直流電快充站將修建

在全州服務匱乏的地區，這些地區目前僅有有限的電動汽車快充站或完全沒有。這一項目

結合紐約州電力局開展的《電動汽車變革紐約》充電基礎設施項目，再加上州政府、公私

部門聯合開展的工作，這些都增加了公共充電選擇及太陽能和儲備等分配能源資源。該項

目將使紐約州引領電動交通行業的改革。這些在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方面開展的工作還

將有助於本州推進葛謨州長宏偉的氣候領導力目標，並進一步鞏固紐約電動交通倡導州的

地位。」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

議程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創造就

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州正走上一條

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路：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

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

上，包括為全州 67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

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以

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潔能源投資產

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能

耗減少 185 立方米。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簡介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是一家公眾福利企業，提供客觀資訊和分析、創新計畫、專業

技術以及資金來幫助紐約州民眾提高能源效率、節省成本、使用再生能源並減少對石化燃

料的依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專業人員致力於保護環境並創造清潔能源工作。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自 1975 年起即在紐約州建立各種合作關係，力求推動創新能

源解決方案。如需進一步了解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計畫和撥款機會，請訪問 

nyserda.ny.gov 或在 Twitter、Facebook、 YouTube 或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  

  
###  

    

 

https://www.nyserda.ny.gov/
https://twitter.com/nyse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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