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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在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 主持區域可持續發展與協同  

治理會議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FERENCE) 
 

住房與城市發展部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 部長朱麗安·卡斯羅
特  (Julián Castro)、社區發展專家、地方當選官員和商業領袖齊聚一堂分享首府地

區經濟發展戰略  

 
供當地政府和非營利機構使用的《手冊》是瞭解州政府補助和計畫的一站式資

源，請參見：www.ny.gov/growth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第八屆地區可持續發展大會取得圓滿成功，本

次大會聚集了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朱麗安 ·卡斯羅特  (Julián Castro)、多位社

區發展專家、本地當選官員和商業領袖，共同分享首府地區的成功經濟發展戰略。

本次會議是州政府向當地政府和非營利機構宣傳現有可用資源的一次活動，旨在在

全紐約範圍內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在今天的大會上，葛謨州長還強調了一份新

編手冊，這將作為申請州政府撥款的一站式介紹資料——其中提供了  100 多項創

新型融資計畫的完整清單、背景介紹和網路連結。  

 
「創新投資、推動理性增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採用採取的自下而上法，我們利用自身資源在首府地區及周

邊地區構建可持續經濟，」葛謨州長表示。「本次大會匯聚專家和社區領袖鞏固

我們既有的成功、分享難題和優勢、並建立合作關係以創造新機會並幫助確保整個

地區獲得更加光明的未來。」  

 

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朱麗安 ·卡斯羅特  (Julián Castro) 表示，「紐約州具備

成功所需的一切要素：高產的勞動力、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堅強的領導人員、準備好

面對新挑戰的公眾。今天的可持續發展大會朝著構建機會社區來為該地區全體民眾

促進繁榮發展邁出了新的一步。」  

 

可持續發展和合作治理大會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ference) 源于安德魯·葛謨還在擔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

(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時在 1999 年召開的一次會議，即：

『跨越鴻溝：讓本地區為所有人造福：構建聯邦政府議程』(Bridging the Divide: 

Making Regions Work for Everyone: Shaping the Federal Agenda)。那次會議邀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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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義、智慧發展、城市振興等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向各種利益攸關方介紹他們的

理念，召開專家組討論。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現正在將州政府機構、當地政府和社區合作夥伴之間

的跨機構合作確定為工作重點，從而實現集體效應最大化。五指湖地區是這種自下

而上的發展模式的經典範例。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即可看到這種模式所取得的

成就。 

 

截至目前，紐約州已對首府地區投資了逾  37 億美元，用於幫助本地區實現目標。

自  2010 年 10 月以來，該地區的私營部門新增了  3.1 萬份工作，增長率高達  

7.8%，截至  2016 年 10 月，私營部門提供的工作總數達到  434,500 份。如今，該

地區的失業率已經顯著下降，從  2010 年  10 月的 7.0% 降至今年同期的  4.0%。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葛謨州長已經向大家證明了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和戰略投資對於地區的發展是何其重要，您在首府地區的任何地方都能看

到這樣的例子。感謝州長的領導和願景，我們將持續在紐約全州範圍內在創造和保

護就業方面加大投資，推動新行業的發展，改善城鎮和鄉村各大社區。我們已取得

的進展是毋庸置疑的，而這一系列會議正是逐漸獲得成功的關鍵。」  

 

在合作治理大會上，演講人和專家組討論分別審視了案例分析、分享了最佳實踐、

並討論了相關範例，深入瞭解紐約州如何作為一名合作夥伴，以建設可持續發展的

整體社區，並推動自下而上的經濟發展工作。兩位可持續發展專家在會上發表了主

題演講： 

  朱麗安·卡斯特羅  (Julian Castro) - 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  

  拉斐爾  E. 塞斯特羅  (Rafael E. Cestero) - 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CPC) 總裁 /首席執行官兼紐約市住房保護與發展局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前局長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日在會議期間宣佈紐約州現已獲得發行近  1 

億美元『綠色債券  (Green Bonds)』所需的國際認證，用於開發對環境和氣候產生

積極影響的住房工程。紐約州是當前全國首個獲得氣候債券標準委員會  (The 

Climate Bond Standards Board) 認證的經濟適用房債券的州。該委員會代表國際非

營利機構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為全球各地啟動的有利於緩解

氣候變化影響的項目提供融資支援。  

 

副州長還宣佈已撥款  630 萬美元給九個項目用於幫助保護首府地區  2,764 英畝面

臨威脅的耕地。這些項目支持保護耕地供農業使用，並利用永久保育協議防止耕地

退化。 

 



葛謨州長在過去六年間發起或改革過的其他可持續發展項目包括：  

  更清潔、更綠色的區域可持續發展計畫  (Cleaner, Greener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Plans)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土地銀行法  (Land Bank Act)》，用以改建閒置房地產  

  啟動打擊僵屍房的立法工作  

  完整街道設計計畫  (Complete Streets design initiative) 

 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哈德遜谷農田保護和紐約南部農業促進項目 (Hudson Valley Farmland 

Preservation and Southern Tier Agricultural Industry Enhancement Programs) 

  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棕地再開發改革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Reform) 

  歷史保護稅收減免  (Historic Preservation Tax Credit) 

  氣候智慧社區補助金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Grants) 

  《社區風險和彈性法  (Community Risk and Resiliency Act)》 

社區保護公司總裁 /首席執行官兼紐約市住房保護與發展局前局長拉斐爾  E. 塞斯特

羅  (Rafael E. Cestero) 表示，「在社區保護公司，我們認為住房對於把資源匱乏的

街區改造成可持續發展的繁榮社區而言至關重要。在過去幾年，我們目睹了州長制

定的經濟發展策略在為紐約州境內大大小小的城市吸引新住房、企業以及基礎設施

方面發揮的效用。我們期待繼續合作幫助推進各項計畫，這些計畫對於保護紐約州

的住房存量、振興我們的城市以及為紐約全體民眾創造更多價格適中且可持續發展

的社區而言至關重要。」  

 

紐約州運河集團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負責人布萊恩·斯特拉頓  

(Brian Stratton)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在紐約州北部地區實施的策略，首府地區

的經濟每天都在持續增長，我們必須確保該發展勢頭向未來良好延續。本次大會為

當地市政領導和企業領導提供機會碰面，共同制定我們需要的有前瞻性的發展方

法。是州長的領導力令我們取得如今的成就，利用這些行業利益相關者的專業知

識，我們將繼續把本地區和本州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斯克內克塔迪市市長蓋瑞·麥卡錫  (Gary McCarthy) 表示，「21 世紀經濟取得成功

要求採用關注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以及利用獨特的地區資源，而葛謨州長正是採取這

種策略在整個紐約州北部地區快速實現經濟發展。由於葛謨州長的領導力，首府地

區已發展成為這些政策的典範，透過匯聚我們公私部門最優秀的人才，本次大會將

發揮重要作用以制定方案解決我們社區如今面臨的最大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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