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宣佈成立社區顧問委員會  (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 CAC)，旨在對亞馬遜公司  (AMAZON) 總部項目進行引導   

  

社區參與者將對亞馬遜公司總部和長島市  (Long Island City, LIC) 的計畫制定提供

幫助   

  

小組委員會將重點進行項目制定、街區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發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和德布拉西奧市長今日宣佈成立社區顧問委員會，旨在對將要

在皇后區 (Queens) 長島市計畫要建造的亞馬遜總部項目進行信息分享和持續進行

社區建議征求。社區顧問委員會成員將透過三個小組委員會開展工作，為總部和現

場公共設施制定計畫、為街區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以使周邊社區獲益、為項目提

供培訓和招聘以確保為總部招到  2.5 萬到 4 萬名本地人才。  

  

社區顧問委員會由社區和經地方推選官員推薦的全市利益相關者組成。  在帝國州

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的領導下，往屆社區顧問委員會在開展

發展項目時取得了顯著成效，確保在項目開展過程中社區的首要任務和需求能得到

考量。  

  

「亞馬遜公司在長島市的新總部對我們的經濟和社區建議征求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

的機會，其將成為發展進程中重要的環節，」  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努力是為了

創造數萬個高薪崗位和數十億收入，並用這筆收入在該地區進行再次投資、加強基

礎設施建立、為紐約民眾擴大機會，所以我們期待與地方推選官員、社區組織和居

民合作，以確保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取。」   

  

德布拉西奧市長表示，「亞馬遜公司新總部將創造超過  2.5 萬個崗位，是紐約民眾

獲益，包括紐約市住房署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的居民和紐約

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的學生。社區顧問委員會將匯集來自



 

 

不同背景的利益相關者，為制定這一重要計畫貢獻力量。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非常重

要，其可確保這一項目帶來的投資和資源滿足長島市和周邊地區每個人的需求。」   

  

「亞馬遜公司選中紐約市是因為其人才儲備，而我們也致力於不斷壯大和發展這一

人才庫。 在與社會顧問委員會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將依賴亞馬遜公司激動人心的

職業培訓和人力發展項目確保其滿足長島市居民的需求，並為這一地區創造  2.5 萬

個新崗位。這一合作將確保我們的新鄰居不僅能從公司和技術崗位中獲益，也能使

建築、建築服務、酒店和其他服務領域的數千份間接工作獲益，」亞馬遜人力資

源全球運作  (HR Worldwide Operations) 人力運營部  (People Operations) 副總裁阿

戴·威廉姆斯  (Ardine Williams) 表示。 

  

社區顧問委員會架構   

社區顧問委員會的  45 名社區成員經與地方推舉官員和利益相關者討論后得到任

命。從一月起，社區顧問委員會全體成員每季度進行會面，三個小組委員會在規劃

期間約每月會面一次。  

  

紐約州經濟發展公司、長島市合作夥伴機構  (Long Island City Partnership) 的伊麗莎

白·魯斯金 (Elizabeth Lusskin) 和皇后區社區第二董事會  (Queens Community Board 

2) 的丹尼詩·克漢-史密斯  (Denise Keehan-Smith) 將領導項目規劃小組委員會  

(Project Plan Subcommittee)，就建造新總部為項目總規劃  (General Project Plan) 

的發展方向提出建議和問題。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YCEDC)，打造更好紐約協會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 的梅兒瓦·米勒 

(Melva Miller) 和獵人點公園保護組織  (Hunters Point Park Conservancy) 的羅博· 

巴士克 (Rob Basch) 將領導街區基礎設施小組委員會  (Neighborhood Infrastructure 

Subcommittee)，就建設更廣泛的長島市周邊地區向州市政府提出有關基礎設施重

點項目的建議，這些工作都建立在該市近期宣佈的《長島市投資戰略  (Long Island 

City Investment Strategy)》基礎上，該戰略是一項價值  1.8 億美元的投資計畫。  

  

亞馬遜公司、城市發展機構  (Urban Upbound) 的米切爾 G. 泰勒  (Mitchell G. Taylor) 

主教、拉瓜迪亞社區大學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的蓋爾·梅洛 (Gail Mellow) 

和信息技術高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gh School) 的金·伍茲-鮑威爾 (Jean 

Woods-Powell) 將領導人力發展小組委員會  (Workforce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制定一套從學校過渡到職場的人力戰略，以確保來自不同背景的

額紐約民眾得到能進入亞馬遜公司的技能和培訓，從而匹配該公司為紐約市帶來的  

2.5 萬到 4 萬個崗位。該公司、州政府和市政府承諾斥資  1,500 萬美元，每一方斥

資 500 萬美元用於開展關注技術培訓和紐約市招聘的勞動力發展新計畫，並重點

關注未被關注的勞動力群體。由這一計畫進行支持的項目包括以社區為基礎的技術

加速培訓項目、實習，以及以工作為基礎的高中學生學習機會。  



 

 

  

該項目遵照州政府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法規和使用目標。紐約州已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使用

率制定了全國最高目標，即  30%。 

  

社區顧問委員會將由指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 領導，該委員會由每個小組

委員會的聯合主席組成，成員來自紐約州經濟發展公司和紐約市經濟發展公

司。 所有代表長島市的推選官員都已收到成為當然成員的邀請。五個區的區長都

已認識到這一項目將為全市帶來的人力機會，他們都將成為人力發展小組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我們為開展亞馬遜項目才剛開始對環境進行評估和開啟開發進程。我們

鄭重承諾將全程保持積極的社區參與度和透明度。我們期待與長島市、最了解社區

的皇后區社區成員以及全市的合作夥伴合作，從而確保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機會能

為全體紐約民眾帶來福祉，並與社區無縫銜接。」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詹姆斯 ·帕切特  (James Patchett) 表示，

「社區顧問委員會將確保在亞馬遜新總部在長島市落成期間，市民能夠參與進來。

以社區為基礎的規劃對於在長島市引導戰略投資來說非常關鍵。我們期待與推選官

員、當地居民、社區組織和商業領導人合作，從而利用這一機遇規劃出能夠鞏固未

來皇后區西部地區  (Western Queens) 的藍圖。」  

  

「利益相關者在這一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勢在必行，他們能夠直接決定這一具有歷

史意義的規劃如何使社區獲益，」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

「這一進程應包括開展基礎社區投資以加強生產力，以及支持現有住房發展和紐約

等聯盟地區的勞動協議制定。成立社區顧問委員會是為了確保最終結果能體現社區

的規劃和憂慮。」   

  

「積極人士同意參與到多元化的社區顧問委員中，並為領導這一計畫的開展提供重

要的方向指導和反饋，對此我表示感激。在開展這一工作的過程中，實現經濟住

房、改善交通和反遷移工作非常重要。這一項目將為基礎設施和人力發展提供重要

福利，體現出我們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多用途社區的長期願望，」女眾議員凱瑟

琳·諾蘭  (Catherine Nolan) 表示。「我尤其要感謝米切爾泰勒主教和拉瓜迪亞社區

大學的蓋爾·梅洛校長，他們同意出任人力發展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作為紐約州眾

議院教育委員會  (NYS Assembly Education Committee) 主席和勞動委員會  (Labor 

Committee) 的上任主席，我深知擴建學校、開展培訓項目、為小企業提供幫助、

為皇后大橋屋村  (Queensbridge Houses) 和皇后區西部地區所有街區、學生和家庭

提供支持和資源有多麼重要。我保證社區顧問委員會能夠為長島市的發展而聆聽、

努力和奮鬥。」   



 

 

  

「我的目標是辛勤工作，使社區顧問委員會能夠制定出一套穩健的人力發展進程，

從而為保證社區擁有必不可少的平等人力資源建造所需的人造基礎設施。」拉瓜

迪亞社區大學校長蓋爾 ·梅洛博士表示。  

  

「社區顧問委員會的利益相關者將為亞馬遜的開發進程帶來考慮周全的考慮和反

饋。我期待能幫助長島市社區和經濟能在非營利組織或作夥伴的幫助下繁榮發展取

得成功，」皇后區社區第二董事會主席丹尼詩 ·克漢-史密斯表示。  

  

「這是我們市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對皇后區西北地區  (Northwestern Queens)  

來說意義更加重大。亞馬遜的到來將振興周邊商業的發展，並激發社區年輕企業家

的創業頭腦，」城市發展機構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米切爾  G. 泰勒主教表示。

「這是一個為皇后大橋屋村、雷文斯伍德  (Ravenswood)、阿斯托利亞  (Astoria)  

和伍德賽德  (Woodside) 居住在公共住房的居民創造真正就業的機會。我們將聯合

領導這一小組委員會，並為這些居民未來奠定基礎，使他們能夠引領東海岸硅谷  

(Silicon Valley of the East Coast) 的發展。」   

  

「長島市合作夥伴機構很榮幸能參與到社區顧問委員會中來，我本人被任命為副主

席。長島市是一個高度多元化的多用途社區。我們期待與社區顧問委員會成員和整

個社區合作以確保多方的聲音能被採納進這一項目中，這些聲音來自於商業、  

技術、工業、零售、文化、大小企業，以及居民和學生，」長島市合作夥伴機構

總裁伊麗莎白·魯斯金表示。「這樣做才能實現對各行業的作用加以鞏固和平衡，

同時為更多的社區帶來福祉。這是紐約州和紐約市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機會。如果

能夠對其充分加以利用，則能為這兩者和長島市未來帶來長期的積極影響。」   

  

「能與社區領導人一起為包括交通在內的基礎設施等必要升級工作籌款，對此我非

常激動，」獵人點南部公園保護組織  (Hunters Point South Parks Conservancy)  

主席羅博·巴士克表示。「此外，隨著更多的人在我們社區居民和工作，為水濱地

區提供更便利的通道、擴建公園和綠地很有必要。我喜歡住在長島市，我希望能夠

盡我所能確保我們的社區為每個人保持熱情和充滿活力的狀態。」   

  

「我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加入人力發展小組委員會，並為我們社區的兒童和年輕人

發聲。來自不同背景的紐約民眾有機會得到來自亞馬遜的戰略支持和資源將對未來

有積極的影響，這點非常重要，」信息技術高中校長金·伍茲-鮑威爾表示。「作為

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和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將在亞馬遜與我們城市合作的轉型階段利

用我的平台與其進行建設性的創新合作。」  

  

社區顧問委員會完整名單如下：  

  

項目規劃聯合主席：  



 

 

皇后區社區第二董事會主席，丹尼詩 ·克漢-史密斯   

長島市合作夥伴機構總裁，伊麗莎白 ·魯斯金  

  

街區基礎設施聯合主席：  

獵人點公園保護組織主席，羅博·巴士克  

打造更好紐約協會執行副主席，梅兒瓦·米勒  

  

人力聯合主席：  

拉瓜迪亞社區大學校長，蓋爾 ·梅洛校長  

城市發展機構首席執行官和主席，米切爾  G. 泰勒主教  

信息技術高中校長，金·伍茲-鮑威爾  

  

社區顧問委員會成員： 

佩爾斯科拉斯公司  (Per Schola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普利尼奧·阿亞拉 (Plinio 

Ayala)  

荷蘭科爾斯公民協會  (Dutch Kills Civic Association) 候選主席，安東尼奧斯·貝那塔

托斯 (Antonios Benetatos)  

32BJ 服務業僱員國際公會  (32BJ SEIU) 財務主管，凱爾·布拉格  (Kyle Bragg)  

長島市居民，保羅·卡米利瑞  (Paul Camilierri)  

曼度卡迪斯餐廳  (Manducatis Restaurant) 所有者，吉爾娜·切爾博內 (Gianna 

Cerbone)  

甘特瑞家長協會  (Gantry Parents Association) 董事會主席，梅根·塞瑞拓 (Meghan 

Cirrito)  

阿斯托利亞住房住戶協會  (Astoria Houses Tenant Association) 主席，克羅地亞· 

康格爾 (Claudia Coger)  

皇后區社區第二董事會土地使用部  (Land Use) 主席，麗薩·安·德勒 (Lisa Ann 

Deller)  

紐約愛爾蘭中心  (New York Irish Center) 執行主任，保羅·芬尼根 (Paul Finnegan)  

紐約市立大學繼續教育和人力發展項目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校長，安琪·卡馬特 (Angie Kamath)  

時光兒童組織  (Hour Children) 執行主任，泰薩·菲茨傑拉德  (Tesa Fitzgerald) 修女  

紐約市兒童發展組織  (NYC Kids RISE) 執行主任，黛布拉-艾倫·格里克斯坦  (Debra-

Ellen Glickstein)  

皇后區商會  (Queens Chamber of Commerce) 部長兼首席執行官，湯姆·格雷奇 

(Tom Grech)  

霓虹燈 (Neon) 藝術家和  CB2 成員，肯尼·格林伯格 (Kenny Greenberg)  

雅各布 A. 里斯安置房機構  (Jacob A. Riis Settlement House) 執行主任，克里斯· 

漢維 (Chris Hanway)  

追求組織 (Pursuit)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許巨凱 (Jukay Hsu)  



 

 

老阿斯托利亞街區協會  (Old Astoria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主席，理查德· 

庫贊尼 (Richard Khuzami)  

1199 培訓基金會 (1199 Training Fund) 前主席和長島市居民，黛比·金 (Debby King)  

巧克力工廠劇院  (The Chocolate Factory Theater) 執行主任，希拉·萊萬多夫斯基  

(Sheila Lewandowski)  

阿斯托利亞社區教會  (Community Church of Astoria)，科文·梅森 (Corwin Mason)  

教士  

伍德賽德住房住戶協會  (Woodside Houses Tenant Association) 主席，安妮·克頓· 

莫里斯 (Annie Cotton Morris)  

紐約市就業和培訓聯盟  (NYC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Coalition) 執行主任，喬伊·

奧爾蒂斯 (Joey Ortiz)  

獵人點社區聯盟  (Hunters Point Community Coalition) 主席，湯姆·帕伊諾  (Tom 

Paino)  

社區事務與戰略項目  (Community Affairs & Strategic Initiatives) 和紐約市建築施工貿

易委員會 (NYC Building Trades Council) 主任，桑托斯·羅德里格茲  (Santos 

Rodriguez)  

紐約市技術  (TechNYC) 組織執行主管，朱莉·薩繆爾斯 (Julie Samuels)  

紐約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洛·斯賽蘇拉 

(Carlo Scissura)  

拉瓜迪亞社區大學技術和創新項目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s) 主任，  

塞瑪·沙哈 (Seema Shah)  

皇后大橋屋村住房住戶協會  (Queensbridge Houses Tenant Association) 主席，艾普

利·辛普森 (April Simpson)  

M 女士糖果公司  (Lady M Confections) 辦公室主任，艾瓦瑞茲·斯莫尼特  (Alvarez 

Symonette)  

皇后區社區第一董事會  (Queens Community Board 1) 主席，瑪麗·托尼亞麗  (Marie 

Torniali)  

皇后區男女生多樣俱樂部  (Variety Boys & Girls Club) 執行主任，馬修·特洛伊 

(Matthew Troy)  

財富團 (The Fortune Society) 就業服務和教育部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Education) 助理副總裁，安德烈·沃德 (Andre Ward)  

雷文斯伍德住房住戶協會  (Ravenswood Houses Tenant Association) 主席，卡羅·威

爾金斯 (Carol Wilkins)  

區域規劃協會  (Regional Plan Assocation)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湯姆·懷特 (Tom 

Wright)  

法院廣場公民協會  (Court Square Civic Association) 交通和安全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and Safety Committee) 主席，吳·弗蘭克 (Frank Wu)  

紐約市合作組織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瑟琳 S. 懷爾

德 (Kathryn S. Wylde)  



 

 

森尼塞得社區服務機構  (Sunnyside Community Services) 執行主任，茱蒂絲·贊格威

爾 (Judith Zangwill)  

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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