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奧爾巴尼市  (ALBANY) 中心區改造項目方案   

  

雷伯恩建設公司  (Redburn Development) 將投資  7,800 萬美元修復並改造七棟主

要建築   

  

該項目位於該市的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區域內，並將幫助帶動未來投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位於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的雷伯恩建設夥

伴公司 (Redburn Development Partners) 將投資至少  7,800 萬美元改造奧爾巴尼市

中心區的七棟房產。這個改造項目涉及改造和修復七棟遭忽視的陳舊建築，這些建

築的總面積超過  45 萬平方英呎的空間，從而建造新的混合收入公寓、商業及零售

空間，以及亟需的停車位。  

  

「奧爾巴尼市正在蓬勃發展，這筆重要投資必將進一步吸引新企業和居民進入該地

區，」州长葛谟表示。「整修這七棟遭忽視的房產將創造新工作和混合收入住

房，這將為後世民眾鞏固該地區，從而延續該市中心區的復興趨勢。」  

  

「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整修了斯克內克塔迪郡中心區的空置建築，在最近幾年促進

發展和經濟機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雷伯恩建設夥伴

公司的這次重要投資將改造七棟廢棄建築，利用公寓及商業和零售空間的規劃方案

為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帶來新生機。我很自豪在今年年初宣佈奧爾巴尼市成為中心區

復興計畫的優勝方，這筆追加的州投資將推進我們的工作，從而發展中心區並鞏固

整個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經濟。」  

  

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將給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七棟主要建築投資至少  7,800 萬美

元，從而建造  350 套混合收入公寓和  5 萬多平方英呎的商業及零售空間，這預計

將吸引至少  450 個新居民入住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已同意提供  500 萬美元基於績效的資本撥款，包括首府地區的

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基金提供的 200 萬美元資



 

 

金。其他支持可以利用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管理的潛在聯邦和州古跡退稅

額  (Federal and State Historic Tax Credits) 實現。 

  

該等土地包括：  

  

•  肯摩爾酒店  (Kenmore Hotel)（珍珠北街  74 號 (74 North Pearl Street)）-  

翻修建於 19 世紀末期的  10.5 萬平方英呎空置建築，使之成為戰略化組合的

居住、商業、零售、餐飲、屋頂活動空間。  

•  斯圖本運動俱樂部  (Steuben Athletic Club)（斯圖本公寓  1 號  (1 Steuben 

Place)）- 把奧爾巴尼市首個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改造成混合用途設施，提供公共娛樂、餐飲、商用及居

住空間。 

•  尼克伯克大樓  (The Knick)（舍瑞丹大道  16 號 (16 Sheridan Avenue)）- 把原

有的尼克伯克新聞  (Knickerbocker News) 總部改造成商用空間，提供 133 套

經濟適用房，供收入低於  4 萬美元的民眾在蓬勃發展且適宜步行的社區內

生活。 

•  資本包括劇院與車庫  (Capital Repertory Theatre and Garage)（珍珠北街  

111 號  (111 North Pearl Street)）- 建造中心庭院和新零售 /商業 /餐飲空間， 

並翻修泊車庫，包括車庫外立面和標誌性的螺旋梯。  

•  哥倫比亞大街  39 號  (39 Columbia Street) - 在地面層建造新孵化器空間， 

在上層提供藝術家工作室空間和住宅。  

•  肯尼迪車庫  (Kennedy Garage)（哥倫比亞大街  43 號  (43 Columbia Street)）- 

翻修建於 20 世紀  30 年代的 6.8 萬平方英呎泊車建築，並在頂層建造新住

宅。 

•  哥倫比亞大街  55 號 (55 Columbia Street) - 整修將近  4,500 平方英呎的雙層

建築，用於補充哥倫比亞大街沿線的建設工作。   

  

今年九月，奧爾巴尼市被選為第三輪中心區復興計畫首府地區的優勝方。這些建築

位於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復興計畫區克林頓廣場  (Clinton Square) 街區內，並將透過

修復顯眼的標誌性建築來促進重要的私人部門投資。改造這些建築，連同被選中利

用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的項目，將建造一個中心，用於在中心區和該

市的倉庫區  (Warehouse District) 銜接並帶動經濟活動和增長。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支持中心區復興的地區投資是我們經濟建設戰略的核心，修復這些房產將創造場

所供民眾居住、工作和娛樂，從而給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帶來新生機。」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奧爾巴尼市中心區歷史街區  



 

 

(Historic District) 在 1980 年列入《紐約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New York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旨在保護我們首府城市的歷史資源，並創造

機會以求振興其地標建築。多個古跡退稅額計畫在全州取得的成功表明，保護歷史

建成環境能夠創造經濟機會，並以環境可持續的方式朝著豐富紐約州的歷史社區前

進。」  

  

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負責人傑夫·布爾  (Jeff Buell) 表示，「我們很高興在奧爾巴尼

市中心區建設項目，並宣告該市現已做好復興準備。我們無比感激紐約州認識到重

要城市核心區的重要意義，並與我們合作改造紐約州首府地區最重要的區域。」   

  

首府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apital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會長兼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校長哈威丹·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首府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會長兼秘鑰銀行  (KeyBank)  

市場部總裁路茨·馬奧尼  (Ruth Mahoney) 表示，「首府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持

續尋找並支持各類項目投資於我們的城市中心區，這些項目提供各類住房、商業空

間、餐館和泊車位，這將推進各項工作，從而在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創造有吸引力並

且適合步行的社區。」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透過融合州資金和重要的私人投資，

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主要建築將實施改造，從而大力促進該地區持續復興。感謝州

長以及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內的諸位夥伴支持這個改造項目。」   

  

眾議員派翠西亞 ‧費  (Patricia Fahy) 表示，「簡而言之，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提供

的這  7,800 萬美元投資，連同紐約州提供的支持，將改變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面

貌。我們經常過度使用『變革』一詞，但用來描述這筆大規模投資是再合適不過

的，尤其是用在住宅房產內。我感謝希恩  (Sheehan) 市長和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

開展的工作，及其信任奧爾巴尼市的未來。」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我支持並認可保護歷

史建築的重要性，我很激動這些奧爾巴尼市中心區房產將得到整修、修復和改造。

這些投資將帶來回報，為該區域帶來更多居民和遊客，並給空置建築和使用不足的

建築帶來生機。感謝州長支持首府地區的這類投資，並感謝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幫

助書寫奧爾巴尼市歷史的新篇章。」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奧爾巴尼市中心區是

首府地區的歷史、文化和娛樂中心，支持這些項目將進一步重振該中心區的活力，

並延續我們的工作以解決街區衰敗問題。修復這些建築是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經濟建設進程中的又一筆重要投資，感謝葛謨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和雷

伯恩建設夥伴公司為此開展的工作。」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這個具有變革意義的改造項

目對於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持續復興是至關重要的。感謝葛謨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

司幫助最大程度提高雷伯恩建設夥伴公司在紐約州首府城市的這筆大規模投資產生

的影響力，這個多方面的項目將大大增加中心區的住宅機會、商業機會和零售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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