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2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280 萬美元的西塞羅  (CICERO) 經濟適用房與生活輔助住房住

宅區竣工   

  

斯普林村  (Spring Village) 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提供了  50 套住房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計畫，這項計

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耗資  1,28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建設

項目在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西塞羅鎮竣工。斯普林村擁有  50 套供 55 歲

及以上成人居住的節能全新公寓。10 套公寓配備輔助服務，以幫助有發展障礙或

智力缺陷的人群獨立生活。該項目由  CDS 住房股份有限公司  (CDS Housing, Inc) 

開發。  

  

「斯普林村和全州類似住宅區有能力改變人們的生活，」葛謨州長表示。「透過

為老年和生活輔助住房進行投資，我們將鞏固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和周邊地區的家庭和社區發展。」   

  

州長承諾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經濟適用房，該承諾體現在本州前所未

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宅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或保留超過  10 

戶套經濟適用房，其中  6,000 戶住宅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從而在提供住宅的同時處

理遊民問題。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已在紐約州中部地區投資超過  2.31 億美元，為 8,000 多個居

民建造或保留了超過  3,500 套經濟適用房。   

  

斯普林村是一棟新建的兩層建築，其中有一室和兩室公寓。50 套住房中有  5 套為

有身體殘疾的居民配備了完整的無障礙設施，2 套住房為有視力或聽力缺陷的人群

進行了改造。斯普林村臨近中心  (Centro) 巴士路線，方便進行購物和享受社區服

務。  

  



該建築群每層樓都有電梯和洗衣房，樓里還有休息廳、健身房、機房和獨立儲藏

間。電器、照明設施和門窗均獲得節能星評級。斯普林村參加了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的《低層新建築項目  (Low-Rise New Construction Pro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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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S 住房公司與卡尤加中心  (Cayuga Centers) 合作，為  10 戶公寓的居民提供現場

案例管理和協調服務，這一工作由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of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OPWDD) 資助。  

  

住房與社區重建廳透過聯邦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為斯普林村提供資金，這筆資金來

源於 780 萬美元的股票和住房信託基金  (Housing Trust Fund) 提供的 340 萬美元。

此外，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提供了  180 萬美元，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則提

供了 5 萬美元。CDS 沃爾夫基金會  (CDS Wolf Foundation) 提供了 7.5 萬美元。  

  

本州對斯普林村的投資支持州長設立的「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與構建高齡友善

州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 and Age-Friendly State)」倡議，為老年人保留負擔得

起的住房。該倡議是一項把健康因素融入各行業到政策制定中的聯合方案，旨在加

強社區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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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斯普林村所做的投資是證實州長承諾的又一有力證明，他承諾在紐約

州中部地區和全州擴大經濟適用房機會。這一住宅區為西塞羅的未來增添了信心，

這一復興工作促使紐約州中部地區不斷崛起。斯普林村提供了  50 套安全、現代化

的舒適住房，使最有需求的人們能夠在他們喜愛的社區中養老。我們對  CDS 住房

公司在這一項目上的開發合作以及其他幫助紐約民眾獨立生活的公司表示感謝。」  

  

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主任，即擁有醫學博士和理學碩士學位的希歐多爾·  

卡斯特納  (Theodore Kastner) 表示，「斯普林村等項目提供了綜合居住的機會，

使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士能夠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來。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很高興

能與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和其他資助方在這一項目上合作，這使葛謨州長在全州範圍

內實現增加居住機會又近了一步。」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斯普林村證明了能源效率方法如何在提供清潔、平價的健康居住環境條件下使紐

約的弱勢公民受益。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正在透過

全面的戰略方案實現地區復興，同時還為打造更安全、更環保的未來社區而減少有

害的碳排放。」   

  

https://www.health.ny.gov/prevention/prevention_agenda/health_across_all_policies/#_blank


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斯普林村就是我們想要在紐約範圍內開展更

多的項目類型。全州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都需要享受到優質的經濟適用房。我跟驕

傲能看到這一項目在我的選區收穫成效。我將努力確保紐約州繼續為我們社區開展

這一類有需求的投資項目。」   

  

眾議員阿爾博特·斯提匹  (Albert Stirpe) 表示，「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指望經濟無障

礙的居住條件能保障年長家人和殘疾的至親能過上安全獨立的生活。作為一名有殘

疾女兒的繼父，我尤其要對西塞羅鎮斯普林村開展的這一耗資  1,280 萬美元投資項

目表示感謝，感謝州長、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和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對完成這一項目

所提供的幫助。這些節能的新公寓不僅能幫助弱勢群體在他們稱之為家園的社區中

安家，還能延續我們促進紐約州中部地區經濟和發展的承諾。」   

  

奧農達加郡郡長萊恩·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為社區成員提供平價舒

適的住房是我這屆政府的工作重心。感謝紐約州在紐約州中部地區開展這項工作以

來的持續合作。」  

  

奧農達加郡郡長蒂姆·貝蒂斯  (Tim Burtis) 表示，「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後，我非

常激動能看到斯普林村公寓建成開放。這是奧農達加郡史無前例的項目，其為老年

人和殘障人士提供了經濟適用房。斯普林村等項目彰顯了我們對西塞羅社區及其居

民的承諾。」   

  

西塞羅鎮鎮長馬克·溫尼斯基  (Mark Venesky) 表示，「2018 年 10 月，我們一起宣

佈了這項斥資  1,280 萬美元的特殊項目，該項目專為老年人和我們社區需要幫助的

人們而開展。我們在短短的  29 個月就完成了藍圖規劃、獲得批准、融資和剪綵。

今天，我們宣佈奧農達加郡完成了這一『史無前例』的項目。我想要感謝  CDS 住

房公司、葛謨州長和他的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和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團隊，感謝奧農

達加郡和西塞羅鎮有遠見的團隊，你們的合作使這一令人激動人心的必要項目在短

時間內成為現實。」   

  

CDS 人生轉型機構  (CDS Life Transition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桑卡·斯諾斯  (Sankar 

Sewnauth) 表示，「我們的使命是為紐約州提供經濟適用房，斯普林村擁有延續

這一使命的機會。擁有得體的經濟適用房是一項基本權利。州和地方政府需保障每

個人都擁有這一權利，並在自己的社區中無憂無慮的生活，CDS 住房公司很高興

能對這一工作予以支持。我們可以預見西塞羅將擁有光明的未來。我們也期待能為

這一社區和全州的更多人提供服務。」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開展進程   

今天的公佈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

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超過  

56 億美元來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容性的經



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  (Great Recession) 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

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市  

(Oswego)、奧本市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如今，本地區透過葛謨州

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

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

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CDS 住房公司簡介   

CDS 住房公司剛剛慶祝了其在總公司  CDS 人生轉型機構下運營  40 餘載，前者為

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殘障人士、老年人和老兵提供優質的綜合住房。如需了解更多

關於 CDS 住房公司的資訊，請訪問  www.cdshousing.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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