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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將利用第二輪經濟融合聯盟反貧困離計畫資助  39 個項目   

  

這個聯盟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反貧困工作   

  

該計畫旨在解決『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中概述的五個郡——該計畫是該地

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  2 輪斥資  3,000 萬美元的經濟融合聯盟  (Alliance 

for Economic Inclusion) 反貧困計畫  (Anti-Poverty Initiative, AEI) 選擇資助紐約州中部

地區 (Central New York) 的 39 個項目。經濟融合聯盟成立於  2017 年，由紐約州中

部地區五個郡的  24 個社區領袖團體組成，這些人代表地區不同的政府、企業和學

校，並致力於處理社區確認的經濟機會和困難。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在

本州的資助下實施了這項計畫，其中  1,60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第二輪的項目。  

  

「本屆政府直面貧困問題，繼續在紐約州各地開展戰略投資，用來增強我們社區的

權能，並創造經濟機會，」葛謨州長表示。「這些項目將有助於消除許多最脆弱

的紐約民眾經歷的成功障礙，並促成有意義的變革，同時繼續推動推動紐約州中部

地區崛起的積極勢頭。」   

 

經濟融合聯盟利用成效斐然的『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獲得資助，該計畫由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

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CNYREDC) 提

交，目標是解決卡尤加郡  (Cayuga)、科特蘭郡  (Cortland)、麥迪遜郡  (Madison)、奧

斯威戈郡 (Oswego)、奧農達加郡的貧困問題。根據  2018 年人口數據估算，紐約州

中部地區生活貧困的居民佔比  14.5%，即 107,531 人。在錫拉丘茲市 (City of 

Syracuse) 等人口較多的中心區域，貧困率明顯較高。   

  

獲得撥款的項目涉及廣泛的問題，分為六類：幼兒教育、交通運輸、勞動力發展、

高等教育、街區復興、資助初創企業。有一半以上獲得撥款的項目關注勞動力發

展，缺乏勞動力仍然是人們擺脫貧困面臨的重要障礙。   

  

入選的第二輪項目包括：   



 

 

  

錫拉丘茲市城市合作  (Syracuse Urban Partnership, SYRUP)：錫拉丘茲市城市合作

項目在貧困程度最高的社區發揮作用，為低收入社區居民提供商業機會，藉此幫助

他們在社區內創辦和經營成功的小企業，從而解決經濟不平等和不公平現象。錫拉

丘茲市城市合作項目的目標是構建代際財富，並利用協作方法在其街區復興的進程

中成為日常生活的領導者。第一年的預算：253,000 美元/預算總額：1,001,000 美

元。  

  

OnPoint 職業服務  (OnPoint Career Services)：該職業服務項目在奧斯威戈郡和卡

尤加郡提供職業服務，在  2017 年開始的成功實習計畫的基礎上，將在學年和寒假

期間擴大實習服務。第一年的預算：333,333 美元/預算總額：1,000,000 美元。  

  

科特蘭郡穩定與擴大早教托兒計畫  (Cortland County Stabilization and Expansion 

Program for Early Learning Childcare)：該計畫將在科特蘭郡提供兒童發展助理  

(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CDA) 培訓和資格證書，以穩定和擴大早期學習（出

生至 5 歲）護理系統。第一年的預算：280,659 美元/預算總額：629,889 美元。  

  

紐約州北部地區黑客  - 編碼職業  (Hack Upstate - Careers in Code)：在五個郡設立

編碼訓練營，向婦女和少數族裔人士傳授電腦程式設計，幫助他們在紐約州中部地

區消除貧困。在  24 週的培訓後，學生將獲得所需的科技技能，從而在當地用人單

位獲得實習機會和入門級軟體開發工作。第一年的預算：299,384 美元/預算總

額：618,000 美元。  

  

這些項目提供給五個郡並分配如下，卡尤加郡，2 個項目；科特蘭郡，3 個項目；

麥迪遜郡，4 個項目；奧內達加郡，22 個項目；奧斯威戈郡，3 個項目。五個項

目還合併了多個郡。分配的資金百分比與各郡的貧困人口總數相符。   

  

如需查看 39 個選定項目的完整列表，請點擊此處。  

  

經濟融合聯盟提供給反貧困工作的  3,000 萬美元資金補充州政府提供給紐約州錫拉

丘茲市承諾獎學金基金  (New York State Syracuse Promise Scholarship Fund) 的 

2,000 萬美元資金，該基金為錫拉丘茲市高中畢業生提供獎學金。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

克  J. 格特勒  (Eric J. Gertler) 表示，「只有當我們擁有積極的夥伴關係，致力於提

供對每個人都有效的解決方案時，經濟機會才會出現。經濟融合聯盟繼續通過戰略

計畫提供這些解決方案，為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全體民眾創造通往成功的堅實道

路。」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AEI_Round_2_Allocation_Recommendations_ESD.pdf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  

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確保紐約州

中部地區的每個人實現經濟繁榮和平等是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一項優先事

項。通過經濟融合聯盟、委員會以及我們的州合作夥伴和地方合作夥伴，我們正在

努力確保這些項目將惠及本地區所有五個郡的每個人，從而為全體民眾創造機

會。」  

  

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經濟融合聯盟在紐約州中部地區做了大量工

作，解決了貧困人口面臨的許多障礙。投資於長期機會，幫助我們的街區和社區發

展企業，這不僅是克服這些障礙，而且是發展企業和積累世代財富的最佳途徑。錫

拉丘茲市城市合作項目和第  53 行政區的其他團體正在做這項工作，我感謝州政府

繼續支持他們。」   

  

眾議員威廉姆  A. 巴克雷  (William A. Barclay) 表示，「這些項目都是對紐約州中部

地區社區的重要投資，鞏固了各項工作來幫助人們擺脫貧困和創造繁榮機會。有了  

3,000 萬美元資金，社區領導人和地方官員可以加強各項計畫以改善兒童早期教

育、提供職業培訓和技能發展，並增加新企業發展的潛力。這些計畫可以提供即時

的幫助，同時提供未來可以感受到的好處。」   

  

眾議員蓋裡·芬奇  (Gary Finch) 表示，「這些有目標的合理的工作為勤勞的人們創

造真正的機會。我很感激本州提供投資。從支持小企業到促進兒童早期教育，從投

資新興的科技行業到擴大實習計畫，這些都是幫助人們為有意義的職業生涯做好準

備、擺脫貧困並進入中產階級的解決方案。」   

  

眾議員帕梅拉·亨特  (Pamela Hunter) 表示，「與社區領導人合作，制定面向這些

社區的個性化方案，經濟融合聯盟反貧困離計畫增加了這些反貧困措施的有效性和

可持續性。奧農達加郡的計畫數量凸顯了錫拉丘茲市南部區域等地區過高的貧困

率，這也表明了我們致力於結束世代貧困，並通過新機遇幫助我們的家庭實現經濟

獨立。」  

  

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這一輪經濟融合聯盟資

助的項目有望直接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來幫助創造變革。這些獲得資助的項目是各

類計畫，為人們提供學習的機會，使人們有機會克服阻礙他們過上更有成效的生活

的狀況。」   

  

眾議員阿爾·斯提匹  (Al Stirpe) 表示，「我們在紐約州中部地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

戰是世代貧困。為這些計畫提供資金將有助於應對這一挑戰，並使當前這一代人有



 

 

機會打破這一貧困迴圈。我很高興看到  OnPoint 職業服務和錫拉丘茲市城市合作

這類傑出的計畫正在得到這種至關重要的支援。」   

  

奧農達加郡郡長萊恩·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今天標誌著我們在消除

社區貧困方面又向前邁出了積極的一步。雖然我們為最近出現的數據感到鼓舞，但

最新一輪的反貧困計畫無疑將幫助我們取得進展。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團隊對這項工

作予以配合。我們齊心協力，就能確保貧困對人們而言只是一個瞬間，而不是一種

生活方式。」   

  

錫拉丘茲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成功地幫助人民和家庭擺脫貧困，需

要政府和社區夥伴持續有效地合作。經濟融合聯盟為實現這種夥伴關係提供了結構

和資源。經濟融合聯盟在幫助錫拉丘茲市和奧農達加郡減少社區貧困方面發揮了關

鍵作用，我們感謝葛謨州長的持續支持。」   

  

經濟融合聯盟計畫以地區為核心，設立用於解決衛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為有需要的

民眾提供經濟適用房，並增加就業機會和技術培訓機會。具備此類特點的計畫將獲

得優先考慮，例如解決體制變革問題、提供適合大規模受眾的經濟高效的解決方

案、基於協作、合作和 /或聯盟的解決方案，在撥款期結束後仍能續存的可持續解

決方案。  

  

經濟融合聯盟資金每年撥款  690 萬美元，自從撥發第一輪資金以來，在兩年多的

時間裡，其中許多項目已經成功實施，並對整個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社區產生影響。

在過去的一年裡，奧農達加郡還在該地區舉辦了技術講習班，為新一輪的撥款做準

備，重點關注幫助解決本地區許多居民面臨的交通障礙的申請。申請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截止，委員會今年收到了  72 份申請。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  (CNY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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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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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戈市、奧本市  (Auburn) 

等地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

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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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新崗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rojects-be-funded-through-alliance-economic-inclusion-anti-poverty
https://esd.ny.gov/central-ny-rising-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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