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提供  4,300 多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

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三輪撥款   

  

19,774 住宅和企業將獲得高速互聯網   

  

推進州長設立的目標，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寬帶接入   

  

第三輪撥款和人口普查區  (Census Block，CB) 數據請見此處   

  

可搜索的郡市撥款資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4,36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首

府地區。撥款將帶動超過  7,100 萬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19,774 戶

住宅及其他場所提供高速互聯網。這些撥款代表著第三輪同時也是最後一輪計畫，

從而兌現州長做出的承諾，在本州歷史上首次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高速互聯網。  

  

「提供高速互聯網對紐約州居民和企業有著前所未有的作用，」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利用州投資、私人資金和聯邦資金，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理性並且有

競爭力，紐約州必將引領全國成為首個實現全面連通寬帶的州。」   

  

16 個獲得撥款的項目將共同滿足首府地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的需求。將近  

1,400 英哩的寬帶基礎設施將實施部署，從而為該地區的居民和公司提供新經濟機

會。新紐約寬帶計畫設立於  2015 年，首府地區  73% 的居民（即超過  37.1 萬戶家

庭）缺少寬帶。  

  

今天公佈的地區撥款從屬於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共計  2.255 億美元的撥款。這筆

州投資將帶動第三輪共計  3.855 億美元的寬帶基礎設施投資，並支持為將近  12.9 

萬個場所提供寬帶連接。這些撥款包括此前公佈的第三輪資金，以及紐約州為補充

計畫資金額外提供的  1,580 萬美元的撥款。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3-awards
https://nysbroadband.ny.gov/phase-3-municipality


 

 

首府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畫的鎮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Berne  $1,415,679  $1,854,997  524  

Colonie  $1,028,246  $1,296,060  469  

Rensselaerville  $975,643  $1,340,013  431  

Westerlo  $542,644  $839,069  1,156  

Albany (City)  $134,745  $174,592  228  

  

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Claverack  $518,311  $1,010,853  169  

Ghent  $398,113  $516,561  175  

Taghkanic  $397,742  $904,938  121  

Livingston  $141,346  $287,456  43  

Gallatin  $85,465  $278,212  26  

  

格林郡  (Green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Lexington  $1,384,542  $3,157,129  484  

Catskill  $1,375,613  $2,017,220  787  

Cairo  $1,221,008  $1,752,890  703  

New Baltimore  $553,355  $695,772  311  

Greenville  $383,001  $680,185  227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Hoosick  $1,963,276  $2,757,812  277  

Grafton  $338,455  $444,561  100  

Pittstown  $337,648  $568,881  124  

Petersburgh  $105,001  $192,759  18  

Berlin  $64,801  $83,088  12  

Schaghticoke  $41,749  $73,377  70  

  

薩托拉加郡  (Saratog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Stillwater  $98,136  $124,533  88  

Northumberland  $85,336  $114,642  106  

Saratoga  $66,708  $89,594  142  

Moreau  $38,273  $56,732  223  

Day  $25,988  $40,541  163  

  

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Duanesburg  $1,776,353  $2,694,026  328  

Princetown  $211,356  $307,028  94  

Rotterdam  $74,032  $109,513  74  

Glenville  $630  $900  4  

  

沃倫郡  (Warre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Johnsburg  $3,245,431  $4,063,293  944  

Thurman  $2,025,459  $2,593,396  755  



 

 

Stony Creek  $742,530  $934,027  273  

Warrensburg  $220,587  $285,420  106  

Chester  $13,860  $19,864  87  

  

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White Creek  $4,157,207  $6,098,124  609  

Hebron  $3,485,295  $6,296,700  1,074  

Cambridge  $2,948,047  $5,043,638  540  

Putnam  $1,177,977  $2,396,929  379  

Jackson  $1,166,745  $2,033,025  283  

Easton  $1,152,084  $2,551,207  448  

Salem  $1,111,167  $2,367,439  482  

Hartford  $1,095,927  $2,105,305  410  

Dresden  $847,463  $1,620,282  704  

Argyle  $689,386  $1,307,554  352  

Hampton  $653,604  $1,181,897  385  

Granville  $588,270  $988,461  581  

Fort Edward  $451,739  $899,665  182  

  

  

首府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Fairpoint Communications  1  $436,846  $112,678  $549,523  

G-Tel Teleconnections  2  $882,761  $1,229,907  $2,112,668  

Hudson Valley Wireless  2  $2,707,251  $1,033,029  $3,740,281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1,721,946  $1,398,216  $3,120,162  

Middleburgh Telephone  

Company (MIDTEL)  
1  $2,318,108  $579,523  $2,897,630  

Mid-Hudson Data Corp.  2  $4,474,125  $2,010,932  $6,485,058  

MTC Cable  1  $1,578,674  $1,941,133  $3,519,807  

Slic Network Solutions  2  $17,495,854  $12,845,773  $30,341,628  

Verizon Communications  3  $12,002,391  $6,260,124  $18,262,514  

Total  16  $43,617,956  $27,411,315  $71,029,271  

  

更多與第三輪撥款相關的資訊，包括人口普查數據塊，請見此處。  居民和企業主

可以從此處搜索第三輪郡市撥款。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新紐約寬帶計畫率先實現全州寬帶連接，確

保全體居民和企業獲得高速互聯網服務。利用全部三輪計畫提供公私投資將支持該

地區和全州的新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工作。」   

  

帝國州發展公司創新與寬帶計畫執行副總裁傑弗里 ·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表示，  「我們祝賀第三輪計畫的優勝方，並且高興地宣佈  40 多次新公私合作將

為本州所有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提供優質高速寬帶服務。這將實現州長設立的遠

大目標，為全體民眾在全州提供寬帶服務，並使紐約州成為全國首個實現全面寬帶

連接的州。」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寬帶互聯網接入提供機會，供學生跟進

家庭作業，供醫生和護士提供遠程醫療服務，供企業家和小型企業起家並蓬勃發

展。我始終努力為紐約州爭取寬帶資金，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這項工作，這將實現一

項重要的措施，用於從頭開始為數千戶住宅和企業增加提供寬帶服務。我們在這個

問題上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包括更新寬帶網，使之能夠精確體現我們地區各個社

區體驗到的速度水平和訪問級別。這是重要的第一步。」   

  

國會女議員愛麗絲·史提法尼克  (Elise Stefanik) 表示，  「寬帶互聯網對於在  21 世

紀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功是至關重要的，感謝這份公告確保本地區的家庭能夠獲得這

項亟需的資源。增加提供寬帶將增加我們地區的商業活動，並為我們的孩子增加教

育機會。我們必須在地方、州和聯邦層面上繼續合作，以確保首府地區的家庭獲得

需要的資源。」   

https://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3-awards
https://nysbroadband.ny.gov/phase-3-municipality


 

 

  

新紐約寬帶計畫設立於  2015 年，當時紐約州  30% 的民眾，大約  242 萬個地點缺

少寬帶。這是八個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Upst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轄區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轄區只有  35% 的紐約民眾擁有

寬帶服務。因為該計畫第一輪撥款和本州開展的其他升級項目，寬帶接入量增加了  

220 多萬個地點，覆蓋紐約州  97% 的民眾。第二輪計畫提供的撥款隨後把寬帶覆

蓋量拓展至  8 萬多個地點，覆蓋紐約州  98% 的民眾。今天，伴隨公佈第三輪計畫

的撥款，該計畫實現了其在全州普及寬帶的使命，提供最後關鍵資金以確保紐約州

全體民眾在  2018 年年底前獲得高速互聯網。  

  

該計畫的目標是全州各地獲得至少每秒  100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並在最偏遠的

地區提供每秒  25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全面兌現公佈的承諾後，紐約州  99.9%  

的民眾將獲得高速寬帶，其中將近  99% 的人將享受到每秒至少  100 兆的速度。  

該計畫優先面向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分配的寬帶資金有將近  90% 發放給各類項

目用於滿足本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的需求，從而首次把這些地區銜接起來。  

  

利用第一、二、三輪計畫，寬帶計畫辦公室  (Broadband Program Office) 目前透過

與  34 家企業開展公私合作，共撥款給 123 個項目。這些項目將在九個區域經濟發

展委員會區域部署寬帶，從而滿足紐約州北部地區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所有

沒有或缺乏寬帶服務的郡的需求。這些項目共將滿足超過  25.4 萬個地點的需求，

並將部署超過  2.1 萬英哩的光纖。  

  

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在第三輪計畫中，某些獲得資助的項目還將獲得聯邦連接美國基金  (Connect 

America Fund, CAF) 提供的多達  1.7 億美元的額外資金。因為葛謨州長、帝國州發

展公司和紐約州國會代表開展的工作，聯邦通訊委員會將把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這

些資金重新提供給紐約州。聯邦資金原本可能轉移給其他州，但如今將保留在紐約

州。 

  

連接美國基金的資金由聯邦通訊委員會在  2015 年直接分配給弗萊森電訊公司  

(Verizon Communications)，用於連接紐約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弗萊森電訊公司

拒絕接受這項支持。但是，因為葛謨州長設立的寬帶計畫，以及紐約州與聯邦通訊

委員會開展的合作，弗萊森電訊公司將再次為本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部署新的高

速寬帶服務。  

  

因為該計畫競爭性的第三輪過程，弗萊森電訊公司將獲得撥款用於帶動  1.48 億美

元的全州新寬帶撥款，其中包括  8,530 萬美元的州撥款、1,850 萬美元的連接美國

基金支持和將近  4,500 萬美元的私人融資。這些項目將為纽约州北部地区  18,314 

個場所提供光纖網絡，其中包括符合連接美國基金要求的轄區內的  7,767 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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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括此前公佈的資金，以及近期公佈的符合連接美國基金要求的轄區內的另外  

2,799 個場所。弗萊森電訊公司針對這些新增的住宅提出的優勝報價最初被認為成

本過高，但是紐約州成功協商，以更低的價格把該項目提供給弗萊森電訊公司。  

這些額外的住宅補充了提供給弗萊森電訊公司的合同，這些住宅如今將獲得優質的

寬帶服務。  

  

共計  11 家公司預計將獲得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  6,600 多萬美元的補助金，用於支

持全州 47,735 個場所。從家族式電話公司到美國知名的電信公司，紐約州支持與

各種規模的寬帶服務機構開展公私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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