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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埃爾麥拉市  (ELMIRA) 中心區兩個多用途住房建設項目竣工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  (Libertad Elmira) 和希芒渡口公寓  (Chemung Crossing) 建造了  

135 套新的經濟適用房   

  

一層的商業空間和社區設施推進埃爾麥拉市中心區的振興工作   

  

這些建設項目作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  (Southern Tier Soaring)』綜合經濟

發展戰略的內容完成建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埃爾麥拉市中心區兩個新的多用途住房建設項目竣

工。自由埃爾邁拉公寓和希芒渡口公寓共將建造  135 套經濟適用房和將近  6,000 

平方英呎的一樓商業空間。這兩個建設項目是大規模州政府投資的一部分，目的

是幫助建設更有活力、更適宜步行的埃爾麥拉市中心區。   

  

「這些多用途建設項目將為埃爾麥拉市中心區帶來活力，並推動該市持續復

興，」葛謨州長表示。「通過在自由埃爾邁拉公寓和希芒渡口公寓的戰略投資，

我們正在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增加經濟適用房和服務，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強

大、更公平的紐約州。」   

  

這是州政府為促進埃爾麥拉市中心區的復興而進行的最新投資。2016 年，葛謨州

長撥款 1,000 萬美元給埃爾邁拉市，以此作為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的內容。中心區復興計畫的重點是把埃爾邁拉市中心

區改造成充滿活力的步行街區，這里將成為有吸引力的地方，供紐約民眾生活、

工作和建設更美好的社區。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斥資  2,000 萬美元把長期空置、歷史悠久的約翰  W. 鐘斯法院公

寓 (John W. Jones Court Apartments) 改造成多功能設施。該建築位於鮑德溫街  

(Baldwin Street) 624 號，現在包括  90 套經濟適用房，以及一層的啟蒙計畫  (Head 

Start) 設施和合作食品市場。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是  2019 年紐約州歷史建築保護獎  (New York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Award) 的獲得者。該獎項表彰在保護和復興紐約州歷史資源和文化資

源方面的卓越成就。   

  

約翰 W. 鐘斯法院公寓建築於  2017 年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該建設項目以『逃亡奴隸』和『地下逃亡線  (Underground 

Railroad)』參與者約翰  W. 鐘斯 (John W. Jones) 的名字命名，在二戰  (World War 

II) 後建成，專門為非裔美國人服務。這座建築在  1999 年之前一直由埃爾麥拉市

房屋委員會  (Elmira Housing Authority) 運營，後來成為東部第二居所無家可歸者收

容所 (Second Place East)，該收容所於  2003 年關閉。  

  

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的 60% 甚至更低的家庭均能

負擔得起這些公寓。二十套公寓將預留給以前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這些人將利

用葛謨州長設立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獲得服務和支持。支持服務由經濟機會計畫有限公司  (Economic 

Opportunity Program, Inc., EOP) 提供。  

  

對自由埃爾邁拉公寓的資助包括將創造  590 萬美元股本的聯邦政府低收入住房退

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 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另外提供的  870 萬美元補助金。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授予了聯邦和州古跡退稅額，創造了  530 萬

美元的股本。這個項目的開發商是維奇諾加團  (Vecino Group)。  

  

希芒渡口公寓   

  

希芒渡口公寓是在南大街  (South Main Street) 街區附近建設的分散的場地、多功能

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該項目包括在舊空地上興建六棟樓宇，以及修復兩棟歷史

建築。8 棟樓裡共有  45 套經濟適用房。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的 60% 甚至更低的家庭均能負擔得起這些公寓。七套公寓留給有

生理殘疾或大腦受過損傷的人士。   

  

這兩棟歷史建築分別位於南主街  (S. Main Street) 226-230 號和西亨利街 (W. 

Henry Street) 204-206 號，由當地建築師休倫  O. 史密斯 (Huron O. Smith) 設計，建

造於 1887 年。它們是維多利亞哥特式  (Victorian Gothic) 建築與多功能商業建築融

合的完整範例。這兩處房產現在都有一層的商業空間和上層新裝修的公寓。   

  

本州對這個斥資  1,520 萬美元的住宅區的投資包括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項資金創造了  910 萬美元的股本，另外還有紐約

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提供的 340 萬美元的補助金，以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提供的 3.1 萬美元資金。

希芒渡口公寓還獲得了聯邦和州聯邦和州古跡退稅額，創造了  110 萬美元的股

本。其他資金還包括埃爾麥拉市提供的資金。這個項目的開發商是住房願景公司  

(Housing Visions)。  

  

州長承諾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安全可靠、價格適宜的住房。該承諾現已寫入本州

推出的、前所未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房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

經濟適用房並處理遊民問題，建造或保留超過  10 萬戶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住宅

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住房。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已在紐約州南

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投資 1,700 萬美元，為將近 5,000 個居民建造或保留了超過  

2,000 套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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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明白，經濟適用房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它將人們和企業帶回

城市中心區。自由埃爾邁拉公寓和希芒渡口公寓都對歷史建築進行了翻新，使埃

爾邁拉市的歷史特色和建築特色在未來的歲月中得以保留。祝賀我們所有的合作

夥伴，我們一起幫助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在葛謨州

長領導下，這兩個項目表明，具有歷史意義的退稅額既可以用來保護過去，又可

以用來滿足  21 世紀紐約民眾的需求。這項工作將清除荒廢的建築，並在未來多年

造福於埃爾麥拉市中心區及其居民。」   

  

參議員托馬斯·奧瑪拉  (Thomas O'Mara) 表示，「我們仍然感激這些長期投資，以

確保埃爾麥拉市、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和整個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家庭和居民

享有安全的經濟適用房和多功能設施。  這些投資極大地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並

有助於加強我們社區的整體結構。」   

  

眾議員克里斯托弗·弗蘭德  (Christopher Friend) 表示，「這兩個項目都是受歡迎

的，並令人印象深刻地翻修了極其顯眼的建築。我要感謝並祝賀負責任的公私團

體，他們通力合作，實現了多年來一直列在地區願望清單上的艱巨重建項目。我

們當然感謝這些願意在我們社區冒險的私人開發商。這些新公寓將為許多家庭和

個人提供優質住房。」   

  

希芒郡郡長克里斯托弗·莫斯  (Christopher Moss) 表示，「自由埃爾邁拉公寓和希

芒渡口公寓的開放是希芒郡和埃爾米拉市歷史建築令人興奮的新起點。我們很自

豪能夠參與促成自由埃爾邁拉公寓，該公寓不僅創造了住房，它還將成為我們做

出巨大貢獻的退伍軍人的社區。希芒渡口公寓計畫對於我們社區的發展至關重

要，通過為我們的居民提供經濟適用房來對郡市產生積極的影響。我們向參與這



個項目的每個人表示感謝，感謝他們使這個項目獲得了成功，並為未來的成功開

闢了道路。」   

  

埃爾邁拉市市長丹·曼德拉  (Dan Mandell)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自由埃爾邁拉公

寓和希芒渡口公寓竣工，為我們的中心區帶來了  135 套新的經濟適用公寓和新的

商業活動。感謝葛謨州長、我們的州合作夥伴、住房願景公司、維奇諾集團和經

濟機會計畫有限公司與我們合作，為埃爾邁拉市的居民創造新的可能性。」   

  

經濟機會計畫有限公司執行長安德魯·奧甘伍米  (Andrea Ogunwumi) 表示，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項目代表了付諸行動的夢想和願景，該項目重建尊重歷史並

構建未來的社區。與退伍軍人、居民和社區合作夥伴一起，這個創新的項目提供

了兒童保育教室、健康和保健服務、有舞蹈課的健身房和電腦圖書館，旨在支援

和解決影響住房穩定問題。此外，合作食品和精釀飲料市場為居民和企業家提供

了微型企業創業機會。自由埃爾邁拉公寓代表了社區復興的下一個階段，經濟機

會計畫有限公司致力於加強我們社區的結構。」   

  

維奇諾集團總裁瑞克·曼扎多  (Rick Manzardo) 表示，「作為一家以使命為導向的

公司，維奇諾集團對自由埃爾邁拉公寓獲得的這一認可深感榮幸。我們完全相信

社區的力量，並通過發展工作創造居所，還創造讓生活充滿機會和選擇的家園。

自由埃爾邁拉公寓完美體現了這一點。通過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和經濟機會

計畫有限公司合作夥伴的持續支持，自由埃爾邁拉公寓不僅實現了目標，而且超

出了預期。」   

  

住房願景公司總裁兼執行長本·洛克伍德  (Ben Lockwood) 表示，「住房願景公司

非常高興能成為埃爾邁拉市的合作夥伴，隨著希芒渡口公寓的開放，埃爾邁拉市

又重新煥發了活力。埃爾邁拉市主街  (Main Street) 上的歷史建築的適應性再利用

對該社區商業租戶和住宅租戶而言首開先河，結合了幾個社區物業的重新開發。

與埃爾邁拉市一起，我們為該市提供優質、便捷、經濟的商業和居住體驗。」   

  

『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   

  

今天發佈的公告從屬於『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

展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紐約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

地區投入了超過  46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吸引人才隊伍、發展商業並推動創新。如

今，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失業率已降至大蕭條  (Great Recession) 之前以來的最低水

準。稅收減少，企業選擇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約翰遜城村  (Johnson City) 和

康寧市 (Corning) 等地發展和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正利用這筆投資推進



『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本州  5 億美元的投資將激勵私人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提交的計畫預計將創造多達  1.02 萬個新就業崗位。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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