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提供  200 多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

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三輪撥款   

  

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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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五指

湖地區。撥款將帶動超過  470 萬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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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說，五個獲得撥款的項目將滿足五指湖地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區域的需求。

大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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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湖地區  93% 的居民（即超過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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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湖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畫的鎮   

  

  

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Alabama  $51,032  $110,788  208  

Alexander  $24,098  $44,244  99  

Le Roy  $16,067  $27,265  94  

Bethany  $15,278  $27,052  71  

Elba  $12,128  $29,856  47  

  

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Ossian  $99,875  $225,776  70  

Springwater  $71,197  $111,246  403  

York  $37,016  $60,137  201  

Portage  $35,557  $67,344  32  

Groveland  $30,558  $53,752  175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Greece  $106,326  $151,895  675  

Rochester (City)  $33,237  $47,481  211  

Wheatland  $15,437  $22,053  98  

Hamlin  $6,616  $9,451  42  

Riga  $2,048  $2,925  13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Bristol  $26,779  $38,255  170  

Canandaigua  $24,888  $35,555  158  

Naples  $24,730  $43,377  146  

Phelps  $18,902  $31,285  96  

Seneca  $18,587  $28,624  107  

  

奧爾良郡  (Orleans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Barre  $12,758  $30,635  51  

Yates  $6,773  $11,165  29  

Shelby  $5,670  $15,051  21  

Albion  $4,568  $8,594  15  

Ridgeway  $2,678  $3,826  15  

  

塞尼卡郡  (Senec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Tyre  $101,748  $224,033  388  

Fayette  $46,148  $100,092  172  

Junius  $45,203  $104,275  169  

Covert  $26,621  $38,030  169  

Romulus  $16,382  $29,473  93  

  

韋恩郡  (Wayn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Galen  $92,454  $213,498  328  



 

 

Butler  $59,065  $125,091  256  

Sodus  $35,124  $68,354  158  

Huron  $31,660  $57,194  154  

Rose  $27,878  $65,113  102  

  

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Arcade  $509,893  $748,312  222  

Wethersfield  $105,055  $256,394  384  

Eagle  $45,952  $117,076  70  

Castile  $36,542  $65,858  176  

Middlebury  $30,086  $44,552  179  

  

耶茨郡  (Yates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Milo  $48,827  $81,642  215  

Potter  $46,939  $85,366  257  

Barrington  $27,022  $38,900  112  

Middlesex  $25,046  $35,865  158  

Benton  $20,476  $43,824  100  

Italy  $17,957  $25,653  114  

  

  

五指湖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Armstrong  

Telecommunications, Inc.  
2  $638,985  $406,518  $1,045,503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1  $8,592  $2,148  $10,740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1,986,542  $1,680,454  $3,666,996  

Total  5  $2,634,119  $2,089,120  $4,72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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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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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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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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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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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