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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提供  3,150 萬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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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北部地區逾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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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二輪撥款給紐

約州北部地區的  14 個項目。這些撥款將為  12,349 個家庭和企業首次提供高速寬

帶，並吸引  840 萬美元的私人配套資金，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第二輪公私投資由

此達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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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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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的  4 座圖書館和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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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個獲撥款的項目覆蓋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六個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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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 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為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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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州民眾帶來新的經濟機會。  

 

紐約州北部地區獲益於寬帶擴建第二輪撥款的鎮  

 

克林頓 (Clinto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Altona $968,318 $1,210,264 226 

Mooers $750,820 $938,400 184 

Black Brook $709,484 $886,443 443 

Ausable $341,129 $426,213 213 

Chazy $324,675 $405,811 67 

埃塞克斯 (Essex)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Jay $1,880,212 $2,349,174 1,174 

Westport $1,280,268 $1,600,155 233 

Wilmington $1,106,667 $1,382,691 691 

Keene $771,994 $964,620 466 

Essex $468,953 $586,019 235 

漢密爾頓 (Hamilto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Morehouse $1,247,175 $1,558,784 256 

Indian Lake $1,101,862 $1,376,688 871 

Arietta $1,050,613 $1,312,656 656 

Lake Pleasant $323,512 $404,202 202 

Long Lake $302,692 $378,189 226 

傑斐遜 (Jefferson)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ape Vincent $1,316,742 $1,755,578 199 

Lyme $780,782 $1,040,996 118 

Brownville $628,596 $838,090 95 

Alexandria $414,206 $517,722 86 

Clayton $291,139 $388,168 44 

劉易斯 (Lewis)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Croghan $657,991 $822,465 373 

Watson $650,935 $813,645 369 

West Turin $550,384 $687,960 312 

Lyonsdale $525,687 $657,090 298 

Montague $455,125 $568,890 258 

圣勞倫斯 (St. Lawrence)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單元數  

Russell $1,622,510 $2,163,252 273 

Stockholm $1,000,916 $1,251,536 143 

Hermon $956,865 $1,275,764 161 

Lawrence $881,926 $1,102,752 126 

Macomb $851,297 $1,064,111 233 

紐約州北部地區第二輪撥款：  

 

公司  項目  州撥款總額  

Cable Communications of 
Willsboro 1 個項目 $226,184 

Castle Cable TV Television, 
Inc. 1 個項目 $632,559 

Champlain Telephone 
Company 1 個項目 $1,362,901 

Chazy and Westport 
Telephone 2 個項目 $2,821,185 

Citizens of Hammond 1 個項目 $1,395,688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2 個項目 $7,304,640 

Mohawk Networks LLC 1 個項目 $5,996,010 

Newport Telephone Company  1 個項目 $1,247,175 

Slic Network Solutions  2 個項目 $3,746,744 

TDS Telecom 2 個項目 $6,78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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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senator-schumer-senator-gillibrand-congressman-tonko-and-congressman-collins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awards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