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提供  2,200 多萬美元的新紐約寬

帶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三輪撥款   

  

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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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紐

約州中部地區。撥款將帶動超過  3,750 萬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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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獲得撥款的項目將共同滿足紐約州中部地區多個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的需

求。將近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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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中部地區  56% 的居民 

（即超過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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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中部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畫的鎮   

  

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Genoa  $3,465,785  $5,566,813  483  

Venice  $2,956,321  $5,063,230  425  

Summerhill  $1,852,946  $3,129,114  265  

Moravia  $886,140  $1,435,013  123  

Locke  $854,528  $1,405,038  146  

Springport  $708,235  $1,125,961  112  

Scipio  $113,421  $221,035  40  

Niles  $92,636  $194,843  59  

Sempronius  $66,257  $133,987  18  

  

克特蘭郡  (Cortland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Solon  $2,457,728  $3,641,734  444  

Freetown  $1,565,564  $2,107,176  353  

Lapeer  $969,346  $1,211,739  242  

Truxton  $887,878  $1,127,728  218  

Cuyler  $627,150  $789,943  172  

  

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Lincoln  $37,193  $90,549  83  

DeRuyter  $31,028  $48,825  186  



 

 

Brookfield  $29,610  $47,194  184  

Fenner  $20,335  $48,706  33  

Eaton  $19,845  $28,353  125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Tully  $184,882  $267,137  81  

Fabius  $120,728  $167,603  89  

Syracuse (City)  $120,488  $172,222  764  

Spafford  $97,207  $136,567  27  

Otisco  $41,694  $54,229  33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Redfield  $1,950,111  $5,515,647  590  

Constantia  $19,863  $99,645  29  

Williamstown  $11,503  $41,017  39  

Boylston  $10,868  $16,440  67  

Granby  $9,608  $13,725  61  

  

  

紐約州中部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Clarity Fiber Solutions  1  $6,775,142  $1,693,785  $8,468,927  

Haefele TV, Inc.  1  $7,845  $7516  $15,361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779,468  $514,238  $1,293,706  



 

 

Verizon Communications  2  $15,249,762  $12,487,940  $27,737,703  

Total  6  $22,812,217  $14,703,479  $37,51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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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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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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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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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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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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