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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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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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麥

可山谷地區。撥款將帶動超過  5,720 萬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1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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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個獲得撥款的項目將共同滿足麥可山谷地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

的需求。將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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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山谷地區  99.6% 的居民

（即超過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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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可山谷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畫的鎮   

  

  

富爾頓郡  (Fult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Stratford  $2,133,972  $5,975,571  563  

Oppenheim  $221,638  $728,721  313  

Ephratah  $67,410  $98,121  425  

Johnstown  $13,230  $18,900  84  

Perth  $2,835  $5,016  16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Warren  $1,286,923  $3,579,939  408  

Stark  $863,102  $2,555,258  265  

Danube  $839,611  $2,422,235  259  

Columbia  $622,632  $1,343,881  250  

Salisbury  $536,551  $1,568,396  222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Charleston  $1,197,523  $3,352,878  365  

Palatine  $48,353  $70,056  300  

Root  $39,398  $93,131  121  

Florida  $26,618  $53,983  111  

Canajoharie  $20,948  $31,375  131  

  



 

 

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Florence  $1,632,404  $4,546,724  465  

Annsville  $1,041,597  $3,117,899  302  

Verona  $560,532  $1,476,479  163  

Lee  $167,744  $448,394  168  

Camden  $131,647  $433,231  99  

  

奧奇戈郡  (Otsego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Westford  $1,249,054  $2,691,565  552  

New Lisbon  $779,101  $1,829,915  202  

Worcester  $733,952  $1,386,312  255  

Hartwick  $507,997  $1,099,719  220  

Springfield  $499,551  $1,386,153  303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Conesville  $1,191,882  $2,662,576  487  

Gilboa  $498,927  $1,234,839  184  

Carlisle  $421,296  $1,176,705  134  

Blenheim  $71,764  $184,787  97  

Jefferson  $30,711  $66,205  57  

Broome  $30,555  $77,373  97  

  

  

麥可山谷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DTC Cable, Inc.  2  $1,192,097  $1,061,860  $2,253,957  

Hudson Valley Wireless  2  $3,246  $15,208  $18,454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1,734,861  $1,462,971  $3,197,832  

MTC Cable  1  $1,722,725  $2,254,057  $3,976,782  

Otsego Electric Cooperative  2  $5,739,316  $6,355,906  $12,095,221  

Verizon Communications  2  $12,325,454  $23,310,683  $35,636,137  

Total  11  $22,717,699  $34,460,685  $57,17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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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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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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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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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該計畫的第三輪競爭性撥款過程，弗萊森電訊公司獲得了  1,230 

萬美元的州撥款和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  560 萬美元補助金，用於滿足麥可山谷地

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區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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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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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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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