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市長沃倫  (WARREN) 宣佈顧問小組將監管

『羅切斯特市河道  (ROC THE RIVERWAY)』改革計畫   

  

顧問小組將利用公共過程改造杰納西河  (Genesee River)， 

並利用州政府提供的  5,000 萬  美元撥款按照優先順序建設項目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

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沃倫 (Lovely Warren) 今日宣佈挑選

出 12 個社區成員擔任顧問小組代表，該小組將負責監管本州對『羅切斯特市河

道』改革計畫提供的投資。  紐約州和羅切斯特市的這項合作計畫將復興該市在杰

納西河沿線的濱水區。  葛謨州長已批准該小組在五月前提供建議，用於增加公共

利用率，並幫助重塑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未來。  這項改造工程建立在水牛城  

(Buffalo) 濱水區改造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之上，將把傑納西河重新定位為羅切斯特

市中心區的核心地帶。  

  

「『羅切斯特市河道』項目將為該市的歷史帶來轉折點，」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利用公私資金以及地區的自然資源鼓勵投資，這些投資將創造就業崗位，  

並發展旅遊業，從而幫助帶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前進。」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將透過『五指湖加速發展』紐約

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URI) 為該項目提供多達  5,000 

萬美元資金。這項全面投資利用公共資金鼓勵未來的私人投資，從而釋放羅切斯特

市濱水區的充分潛力。  

  

顧問小組將利用公共過程審核相關計畫並確定優先順序，從而對沿岸地區提供公私

投資。該小組的成員包括地方利益相關方，由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 和鮑勃·杜菲  (Bob Duffy) 共同擔任組長，小組成員包括：  

• 麗莎·巴蓉 (Lisa Baron)，格林托帕公司  (Greentopia)  

• 克萊蒙特·宗 (Clement Chung)，羅切斯特城市聯盟  (ROC City Coalition)

（前任主席）  

•  維羅妮卡·達舍 (Veronica Dasher)，羅切斯特市電氣集團  (Rochester 

Gas & Electric)  

•  肖恩·鄧伍迪 (Shawn Dunwoody)，鄧伍迪視覺咨詢公司  (DUNWOODE 

Visual Consulting)  

• 吉姆·霍維 (Jim Howe)，大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  諾曼·瓊斯 (Norman Jones)，羅切斯特市  

• 尼克爾·馬克萊  (Nichole Malec)，星座品牌公司  (Constellation Brands)  

• 歐金尼奧·馬林 (Eugenio Marlin)，伊洛維美國行動聯盟  (Ibero American 

Action League)  

• 瑪莉·貝茨·波普 (Mary Beth Popp)，北美啤酒廠 (North American 

Breweries)  

•  海蒂·齊默-邁爾 (Heidi Zimmer-Myer)，羅切斯特市中心區建設公司  

(Rochester Downtow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羅切斯特市為該小組的工作提供起點，為『羅切斯特市河道』改革計畫制定了概念

方案，該方案包含將近  30 個可供斟酌的項目，包括：升級查理斯·卡洛公園廣場  

(Charles Carroll Park Plaza)、更新杰納西門戶公園  (Genesee Gateway Park)、把羅

切斯特市河畔會議中心  (Rochester Riverside Convention Center) 改造成主要公共場

所、復興寬街水渠  (Broad Street aqueduct)，等等。這個概念方案支持該市近期更

新的地方濱水區復興計畫  (Local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 方案。該方案與

杰納西河地區的利益相關方合作制定，用於吸引千禧一代、增加娛樂機會，並帶動

濱水區發展。市中心改造的一個關鍵元素是吸引公共和私營投資，以改善濱水區

域。完整的方案請見網站：www.cityofrochester.gov/roctheriverway。 

  

顧問小組將召開一系列公共會議，用於聯繫有興趣加入這個變革機會的社區和利益

相關方。首次會議將於  3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4-6 點在位於州街  (State Street) 

的門羅社區大學中心區校區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Downtown Campus) 召開。

公眾也可以在  www.cityofrochester.gov/roctheriverway/ 為該方案提供反饋建議，並

且可以在 Twitter @ROCtheRiver 關注該計畫的進展。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 ·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羅切斯特濱水改造』將為

傑納西河帶來前所未有的針對性投資，為濱河區域帶來新的增長機遇與潛力。我很

高興與鮑勃·杜菲 (Bob Duffy)、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 以及顧問小組內諸位可敬

http://www.cityofrochester.gov/roctheriverway
http://www.cityofrochester.gov/roctheriverway/


 

 

的社區夥伴合作，釋放大杰納西地區的力量，用於為全體公民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更加安全活躍的街區，以及更好的教育機會。」   

  

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

羅切斯特區商會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羅切斯特市河道』改革計畫必將為羅切斯特市杰納西河濱水區帶來巨大

變化。顧問小組在該過程中將與社區以及地方領導人員合作，該過程將關注羅切斯

特市中心區創新區域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的理性發展。該項目將創建目標

區域，用於為中心區帶動旅遊業和就業，從而幫助帶動羅切斯特市和五指湖地區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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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河流廊道，從而為利用不足並且不受重視的區

域帶來新就業崗位和遊客，這表明這類投資已經使水牛城  (Buffalo) 濱水區恢復活

力，並體現了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投資創造的經濟效益。」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我很高興能夠支持沃倫市長和市議會  

(City Council) 的努力，透過『羅切斯特濱水改造』專案來突顯傑納西河的美麗景

致。紐約州的投資將給市中心 -傑納西河走廊的振興帶來深遠影響，並將帶來關鍵

的基礎設施改造。」   

  

參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紐約州第 55 參議會選區以其水路和豐富

的淡水資源為特征。  就塑造本市及其中心區今後在地區和國內外的形象而言，

『羅切斯特市河道』計畫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該顧問小組匯聚諸多富於創造力

並且卓有成就的人員，確保最終結果將有利於居民和遊客。」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喬 ·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我們長期致力於復興濱水

區並鞏固區域經濟，『羅切斯特市河道』顧問小組在此期間將發揮重要作用。我期

待與這些人以及政府和社區內的諸多夥伴合作，從而推進這個激動人心的項目。」   

  

眾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杰納西河具有歷史意義和經濟意

義，投資於這個復興項目將推動我們的地方經濟發展。在鮑勃 ·杜菲 (Bob Duffy)  

和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 領導下，並憑著顧問小組提供的承諾，『羅切斯特市

河道』計畫將把杰納西河確立為中心區社區的重點項目，並支持該市最新的地方濱

水區復興計畫  (Local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有了這個令人激動並且多

元化的團隊，地方政府和企業將合作在全年吸引更多遊客前往中心區，並為社區中

心區帶來最好的休閒娛樂活動、教育活動以及商業活動。」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承諾給羅切斯特市提供空前規模的投資，為城市中心區

及其附近區域的各個項目提供總額  1 億多美元的投資。這一承諾現已吸引了超過  

8 億美元的私募投資，並促成新建了羅切斯特市中心創新區。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  

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

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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