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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為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提供  3,130 萬美元的新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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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可山谷逾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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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給麥

可山谷的 11 個項目。這些撥款將為  7,314 個家庭和企業首次提供高速寬帶，並吸

引  810 萬美元的私人配套資金，對麥可山谷的第二輪公私投資由此達到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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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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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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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項目覆蓋麥可山谷的六個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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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 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為紐約州民眾帶來新的經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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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麥可山谷獲益於寬帶擴建第二輪撥款的鎮  

 

福爾德縣  (Fulto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Ephratah $778,427 $972,840 220 

Bleecker $682,893 $853,446 193 

Oppenheim $584,222 $730,122 182 

Johnstown $24,768 $30,954 7 

赫基蒙縣  (Herkimer)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Ohio $3,468,705 $4,335,368 712 

Norway $1,958,454 $2,447,778 402 

Russia $1,797,686 $2,246,841 369 

Webb $590,877 $738,450 169 

Fairfield $365,383 $456,675 75 

蒙哥馬利縣  (Montgomer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harleston $1,026,109 $1,282,380 290 

Glen $803,195 $1,003,794 227 

Minden $707,661 $884,400 200 

Florida $447,529 $559,360 64 

St Johnsville $63,690 $79,596 18 

奧奈達縣  (Oneida)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Steuben $1,947,919 $2,434,684 425 

Western $1,189,703 $1,487,065 217 

Floyd $469,412 $586,740 84 

Remsen $275,988 $344,916 78 

Boonville $197,574 $246,960 112 

奧奇戈縣  (Otsego)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Pittsfield $756,185 $975,228 156 

Butternuts $665,201 $831,336 188 

Edmeston $496,018 $627,530 126 

Richfield $488,874 $631,476 81 

Plainfield $409,343 $527,088 78 

斯科哈里縣  (Schoharie)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Broome $1,200,595 $1,500,540 281 

Middleburgh $1,183,505 $1,479,180 277 

Summit $1,153,597 $1,441,800 270 

Fulton $922,877 $1,153,440 216 

Gilboa $701,638 $932,773 197 

麥可山谷第二輪撥款：  

 

公司  項目  州撥款總額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2 個項目 $7,801,418  

Middleburgh 
Telephone 
Company (MIDTEL) 

1 個項目 $6,831,856  

Mohawk Networks, 
LLC 

1 個項目 $395,147  

MTC Cable 2 個項目 $796,861  

Newport Telephone 
Company, Inc. 

1 個項目 $8,101,765  

Oneida County 
Rural Telephone 

1 個項目 $3,285,885  

Otsego Electric 
Cooperative 

2 個項目 $3,621,561  

Pattersonville 
Telephone 
Company 

1 個項目 $44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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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