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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提供  3,92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

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二輪撥款  

 
首府地區逾  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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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給首

府地區的 11 個項目。這些撥款將為  32,737 個家庭和企業首次提供高速寬帶，並

吸引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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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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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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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撥款的項目包括首府地區的  18 座圖書館和 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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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個獲撥款的項目覆蓋首府地區的七個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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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 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為紐約州民

https://nysbroadband.ny.gov/sites/default/files/phase-2-awarded-census-blocks.xlsx


眾帶來新的經濟機會。  

 

首府地區獲益於寬帶擴建第二輪撥款的鎮  

 

奧爾巴尼縣  (Alban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Ravena (Village) $53,241 $65,856 1,176 

Coeymans $13,356 $16,520 295 

Westerlo $2,626 $3,248 58 

Rensselearville $1,041 $1,288 23 

哥倫比亞縣  (Columbia)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opake $4,241,198 $5,301,237 1,353 

New Lebanon $2,718,608 $3,398,093 868 

Chatham (Town) $2,564,621 $3,205,590 891 

Chatham 
(Village) 

$2,558,734 
$3,198,261 

814 

Livingston $2,338,091 $2,922,424 1,278 

Ghent $1,931,710  $2,414,486  687  

Ancram $1,784,499  $2,230,510  579  

Taghkanic $1,565,107  $1,956,249  731  

Gallatin $1,515,300  $1,893,999  768  

Hillsdale $1,447,444  $1,809,205  490  

Canaan $1,422,701  $1,778,285  465  

格林縣  (Greene)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Lexington $1,384,192 $1,729,914 401 

Jewett $897,481 $1,121,640 260 

Halcott $225,833 $322,554 80 

Catskill (Village) $95,345 $117,936 2,106 

Cairo $69,901 $86,464 1,544 

倫斯勒縣  (Rensselaer)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Stephentown $4,626,084 $5,782,294 1,543 

Berlin $1,485,762 $1,857,095 515 

East Nassau 
(Village) 

$568,924 
$711,107 

213 



Petersburgh $348,239 $435,278 111 

Nassau $219,414 $274,247 87 

薩拉托加縣  (Saratoga)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Hadley $379,127 $473,800 200 

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Princetown $321,661 $402,040 46 

Duanesburg $300,683 $375,820 43 

Rotterdam $118,875 $148,580 17 

沃倫縣  (Warre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Johnsburg $1,177,190 $1,471,149 621 

Stony Creek $642,620 $803,091 339 

首府地區第二輪撥款：  

 

公司  項目  州撥款總額  

Fairpoint 2 個項目  $27,157,161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2 個項目  $2,637,923 

Gtel Teleconnections 2 個項目  $5,259,217 

Mid-Hudson Data Corp. 1 個項目  $849,818 

MTC Cable 3 個項目  $2,507,505 

Pattersonville Telephone 
Company 1 個項目  $7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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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senator-schumer-senator-gillibrand-congressman-tonko-and-congressman-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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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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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