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第三輪征集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提案用於加速開發清潔能源並抗
擊氣候變化

預計將刺激超過 10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資，並創造 1 千多個長短期優薪崗位
推進了葛謨州長提出的擬定強制命令，即截至 2030 年在《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下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紐約州 70% 的電力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根據紐約州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開展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第三輪年度征集活動。征集活動預計每年將支持約 150
萬兆瓦時的可再生電力，足夠為 20 多萬戶家庭供電，其將使紐約加速轉型進入清
潔經濟。征集活動預計還將刺激超過 10 萬美元的私人投資，為紐約民眾創造 1 千
多個優薪崗位。今日的公告加速了紐約擬定的全國領先承諾的進程，即在葛謨州長
《綠色新政》的指導下截止 2030 年前實現 70% 的州電力來自於可再生能源。
「紐約已經連續三年用實踐領導了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發展，這將極大地促進
經濟增長，並為本州創造優薪崗位，」 葛謨州長表示。「這一舉措建立在我們對
可再生能源堅定的承諾基礎上，其將成為本州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可預測挑戰之
宏偉計畫的重要環節。」
「作為我們宏偉清潔能源目標的內容，我們承諾將支持全州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次為大規模項目而開展的征集活動
延續了我們為更多家庭供應電力和創造更多優薪崗位的工作。紐約繼續領導全國保
護我們的環境，並為後代抗擊氣候變化 。」
本州按照清潔能源標準將本次征集活動作為第三輪年度採購，預計將開發許多大規
模可再生能源項目。僅在過去兩年，紐約就在 46 個簽約陸地風電和太陽能項目中
獲得 29 億美元，為清潔能源業創造了 70 億美元的直接投資額。這些項目每年將
創造超過 710 萬兆瓦時的電力，足夠為近 100 萬戶家庭供應可再生能源電力，
最近的競標價格比兩年前的價格低 23%。
社區參與和現場支持對成功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至關重要，今天發佈的征集活動包
含重要標準和要求，用於有效開展社區外展和規劃。

這次征集行動引人注目的規定還包括：
•

•
•

規定向參與建設任何獲批准的設施的工人支付適用的現行薪酬，該標
準由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設定，用於確
保這些項目將為紐約民眾創造優質的高薪工作；
為避免佔用對紐約州具有農業重要意義的土地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
獎勵，藉此維護紐約州的寶貴農業資源並加以保護；以及
持續支持各項提案，用於以經濟高效的方式把可再生能源與高級儲能
技術相結合，從而幫助達成葛謨州長做出的承諾，即截至 2025 年部
署 1,500 兆瓦的儲備能源，截止 2030 年部署 3 千兆瓦的儲備能源。

要進一步了解與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征集行動，請造訪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網站。
初期提交的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13 日。
這一公告使可再生能源開發商的年度征集活動保持在可預測的範圍內，其將對全州
持續開展的清潔能源項目開發和投資項目予以支持，這是為實現葛謨州長《綠色新
政》提案的重要工作，即透過清潔能源標準使新的大規模陸地風電和太陽能資源增
長一倍以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預計在 2019 年 11 月公佈這些撥款。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已經根據清潔能源目標獲得撥款，這些項目製造的可再生
能源足夠供四個最大的北部地區城市使用，同時還能帶來優薪崗位，為當地社區帶
來經濟效益。未來的項目建立在我們的發展勢頭基礎上，其將繼續有助於降低消費
者成本，帶來巨大的環境效益，並使我們距離實現葛謨州長宏偉可再生能源目標，
即《綠色新政》的目標更進一步。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承諾將於當地政府和
社區相關方合作，以保障其能夠全面參與到可再生項目的發展過程 中來，並擁有在
其社區負責人的安置這些項目所需的方法和資源。」
參議院能源委員會 (Senate Energy Committee) 主席、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宏偉目標是審慎有效戰略規劃的結果。葛謨州長採取必要措施確
保紐約州為實現我們州能源目標而辛勤工作，作為參議院能源和通訊委員會主席的
我表示稱讚。我們發起這一程序是為了征集開展可再生能源項目商家的建議，同時
我們還要保障我們不僅要在 2040 年前 100% 的實現我們清潔和零碳目標，還要額
外再創造 1 千多個綠領新工作機遇。」
參議院保護環境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加強紐約的清潔能源生產對於抗
擊求變化和保護未來非常重要。葛謨州長持續對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予以支持，

從而使全州的紐約民眾在緩解氣候變化影響、獲得潔淨空氣和環保工作方面獲益。
為實現紐約宏偉的清潔能源標準並為後代維持自然資源，這一偉大的工作是很有必
要的。」
紐約清潔能源聯盟 (Alliance for Clean Energy New York) 執行理事安妮·瑞諾德斯
(Anne Reynolds) 表示，「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必須設立清潔、無污染能源
支持的新項目，比如風能和太陽能。今天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對可再生能源
項目的新號召是好消息，因其能讓開發商為長期能夠獲得項目資助的合同競爭，
並為紐約民眾創造崗位。」她繼續表示，「葛謨州長對年度征集活動的持續承諾
將為紐約州吸引來這一私人投資，對此我們衷心的對他表示感謝。」
紐約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首席保護與外部事務官斯圖爾特 F.
格魯斯金 (Stuart F. Gruskin)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為全州建立了一個可再生能源經濟。在實現紐約可再生能源標準的宏偉目標過
程中，加速可靠發展是關鍵的環節。氣候變化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威脅，實現清潔能
源經濟轉型將使紐約創造優質崗位、保護我們的社區、保護我們的環境。」
紐約市中心勞工委員會 (New York City Central Labor Council) 美國勞工聯邦與行
業組織代表大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 主席文森特·阿爾瓦雷斯 (Vincent Alvarez) 表示，「今天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公告表示所有大規模的陸地可再生能源項目將包括對
普遍工資的規定，以加強紐約州對於創造維持家庭生存事業的承諾，從而對抗氣候
危機。我們對葛謨政府帶領全國解決氣候變化和收入不平等雙重危機的舉措表示稱
讚。」
紐約州獨立發電商有限公司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of New York) 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蓋文·多諾休 (Gavin Donohue) 表示，「必須要構建一個更加多元的高
校電力體系。葛謨州長再次擴大了私人投資在可再生資源方面的規模，從而實現了
紐約清潔能源的目標，對此我們表示稱讚。開發州內資源對當地經濟是巨大的推
動。」
紐約州《綠色新政》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是一項全國領先的清潔能源和就業議程，其積
極地使紐約州的整體經濟走上碳中和的道路。這一計畫為實現清潔能源提供了順利
過渡，從而促進了綠色經濟的發展，並確保紐約州的電力在 2040 年前實現 100%
的清潔和無碳目標，這是美國最宏偉的目標之一。這一最新擬定要求的里程碑是對
紐約州成功開展的清潔能源標準的極大升華，即在 2030 年前使用 70% 的可再生
能源進行發電。可再生能源空前增長，作為該進程的一個環節，紐約州已對全州
46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 29 億美元，以大幅提升其清潔能源目 標，例如
2035 年前把紐約州的海上風力發電目標量增加三倍，達到領先全國的 9,000 兆瓦

發電量；2025 年前把分佈式太陽能裝置的部署量翻一番，達到 6,000 兆瓦發電
量；2030 年前部署 3,000 兆瓦的能源儲備。為對這一宏偉工作進行支持，紐約環
保銀行 (NY Green Bank) 計劃利用其專業技術擬合財政鴻溝，即利用第三方籌款
10 多億美元以形成更大的人均環境效益，從而擴大紐約州和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其他地區的氣候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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