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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提供  1,830 萬美元的  

新紐約寬帶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二輪撥款  

 
紐約州中部地區逾  5,900 個家庭和企業將透過第二輪撥款獲得高速寬帶  

 
推進州長設立的目標，即到  2018 年年底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寬帶接入  

 
第二輪撥款和人口普查區  (Census Block，CB) 數據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1,83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給紐

約州中部地區的八個項目。這些撥款將為  5,934 個家庭和企業首次提供高速寬帶，

並吸引 460 萬美元的私人配套資金，對首府地區的第二輪公私投資由此達到  2,290 

萬美元。透過第一輪和第二輪撥款，該計畫為整個地區的高速寬帶提供總額超過  

2,560 萬美元的公私投資。自該計畫設立時起，葛謨州長就為全州  230 多萬個家

庭、企業、機構升級寬帶。  

 

「寬帶如今與電力在將近一個世紀前一樣，對創造經濟機會和推動創新而言不可或

缺，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來說是絕對的必需品，」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撥款將為

家庭和企業提供所需的高速互聯網用來參與現代化經濟並取得成功，朝著為紐約州

全體民眾提供寬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輪撥款共將帶動  2.68 億美元的公私投資，並將支持共計  54 個項目，這些項

目覆蓋服務不足且資源匱乏的社區內的  89,514 個家庭和機構。與查特通訊公司  

(Charter) 根據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的指示開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高速寬帶擴建和升級相結合，第二輪撥款將確保紐約

州  98% 的民眾獲得所需的高速寬帶從而在現代化經濟中取得成功。  

 

獲撥款的項目包括紐約州中部地區的  1 座圖書館和  385 個企業和社區錨機構（政

府大樓、醫療中心、高等教育機構、幼兒園到  12 年級基礎教育學校、公共安全場

所）。八個獲得撥款的項目覆蓋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四個縣，面向服務不足的地區和

資源匱乏的社區。該項目將在整個地區鋪設將近  866 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為紐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awards


約州的居民和公司帶來新經濟機會。  

 

紐約州中部地區獲益於寬帶擴建第二輪撥款的鎮  

 

卡尤加縣  (Cayuga)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Locke $2,189,211 $2,735,964 756 

Moravia (Village) $2,067,588 $2,583,966 714 

Genoa $1,818,551 $2,272,732 628 

Moravia (Town) $1,786,697 $2,232,923 617 

Victory $1,701,715 $2,126,706 494 

克特蘭縣  (Cortland)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Taylor $602,295 $752,712 158 

Willet $434,567 $543,096 114 

Virgil $401,890 $502,169 295 

Lapeer $400,259 $500,220 105 

Harford $343,609 $429,457 182 

麥迪遜縣  (Madiso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Georgetown $426,943 $533,568 112 

Brookfield $400,995 $509,872 98 

Lebanon $293,524 $366,828 77 

奧斯威戈縣  (Oswego)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Boylston $907,255 $1,133,832 238 

Redfield $514,619 $643,140 135 

紐約州中部地區第二輪撥款：  

公司  項目  州撥款總額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3 個項目  $5,604,006  

Haefele TV Inc. 2 個項目  $525,320  

New Visions Communications 1 個項目  $11,310,921  



Otsego Electric Cooperative 1 個項目  $220,541  

TDS Telecom 1 個項目  $615,903  

寬帶計畫辦公室  (Broadband Program Office) 正在為即將在  30 天內開始的第三輪撥

款最後定稿《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這輪撥款將設法滿足該計畫的目

標，即為紐約州剩餘的服務不足且資源匱乏的社區提供高速互聯網接入。第三輪撥

款將由溝通美國基金  (Connect America Funds) 補充提供  1.7 億美元資金，聯邦通

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近期把這筆資金分配給了紐約州。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新紐約寬帶計畫成功實現了州長提出的願

景，讓帝國州  (Empire State) 全面實現寬帶連接。今日公佈的第二輪撥款將帶來數

百萬美元的州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用於部署項目，從而為企業、學校、社區提供寬

帶，所有這些機構都需要利用高速寬帶參與全球經濟。」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寬帶與創新執行副總裁傑弗里 ·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表

示，「我們要感謝所有參與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的人，並祝賀今天的優勝

者。今天的撥款讓我們能夠為最亟需的紐約州民眾提供優質寬帶服務。」  

 

紐約州居民可以從此處透過葛謨州長設立的新紐約寬帶計畫查看所在人口普查區關

於第二輪撥款的資格和金額。人口普查區按縣匯總，用於確定在哪些地區實施擴

建。 

 

新紐約寬帶計畫簡介  

認識到寬帶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並基於此前州政府在寬帶部署方面的投資，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2015 年在立法機構的支持下設立了斥資  5 億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

畫。該計畫為紐約州提供撥款用於支持各類項目，從而為紐約州境內服務不足且資

源匱乏的地區提供高速寬帶接入，該計畫優先面向服務不足的地區、圖書館以及教

育機會中心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enters)。 

 
『服務不足』的地區是指有線寬帶運營商提供的最快網絡下載速度低於每秒  25 兆

比特  (Megabits per second，Mbps) 的地區。『資源匱乏』的地區是指唯一有線寬

帶運營商提供的寬帶服務網絡下載速度介於每秒  25 至 99 兆比特之間的地區。該

計畫是州政府提供的國內最大規模並且最具抱負的寬帶撥款，目標是到  2018 年年

底前在整個紐約州境內實現寬帶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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