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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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提供  3,200 多萬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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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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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紐

約州西部地區。撥款將帶動超過  5,730 萬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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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得寬帶服務的紐約州西部地區區域的需

求。將近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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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西部地區  71% 的居民 

（即超過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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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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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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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西部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畫的鎮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處理的地點  

Clarksville  $1,787,984  $2,812,128  707  

Belfast  $1,349,732  $2,070,480  549  

New Hudson  $1,137,545  $2,135,870  496  

Alma  $881,787  $1,832,485  524  

Caneadea  $862,449  $1,366,643  349  

Rushford  $840,337  $1,545,698  396  

Friendship  $771,046  $1,235,490  359  

Allen  $674,368  $1,259,162  301  

Centerville  $612,816  $831,515  233  

Wirt  $583,594  $1,167,876  431  

West Almond  $512,315  $1,183,390  246  

Ward  $478,491  $1,038,197  228  

Birdsall  $458,653  $1,182,745  275  

  

Cattaraugus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Lyndon  $1,756,283  $3,079,141  645  

Farmersville  $1,641,461  $2,790,428  687  

Franklinville  $1,544,336  $2,730,615  630  

Leon  $1,211,588  $2,349,748  522  

East Otto  $876,198  $1,649,320  424  



 

 

Otto  $837,040  $1,634,706  344  

Humphrey  $635,851  $1,354,554  404  

Freedom  $627,801  $828,954  226  

Portville  $555,289  $728,945  224  

Dayton  $535,066  $1,007,715  382  

  

Chautauqu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Charlotte  $998,191  $1,250,892  297  

Harmony  $420,344  $526,105  140  

Busti  $343,861  $430,951  134  

Ellery  $313,431  $394,518  136  

Cherry Creek  $219,212  $317,718  242  

  

Eri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Collins  $266,531  $434,522  487  

Buffalo (City)  $107,100  $161,795  664  

Brant  $52,448  $101,628  200  

Concord  $47,716  $130,075  43  

Depew (Village)  $16,065  $22,950  102  

Clarence  $12,915  $23,463  80  

  

Niagara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Wilson  $50,243  $74,725  310  

Niagara Falls (City)  $46,463  $66,375  295  



 

 

Lockport  $22,995  $34,337  136  

Somerset  $22,208  $47,012  97  

Hartland  $11,970  $18,969  69  

Royalton  $9,608  $19,413  48  

  

  

紐約州西部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Armstrong 

Telecommunications, Inc.  
2  $27,275,080  $21,126,599  $48,401,679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2,637,024  $2,939,199  $5,576,223  

Windstream New York  1  $2,696,893  $674,225  $3,371,118  

總計   5  $32,608,997  $24,740,023  $57,34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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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在當代的互聯社會和經濟體制

中，寬帶接入為資訊、教育和經濟增長提供機會。這些投資將大大有助於彌合數字

鴻溝、為商業機會提供渠道，並提升社區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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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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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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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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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