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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CUOMO 公佈四筆新的紐約綠色銀行交易，
公佈四筆新的紐約綠色銀行交易，可產生高達 2.2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專案

此前的紐約綠色銀行投資已在 840 戶家庭增添了太陽能並在五個縣增加了風力機建造；
戶家庭增添了太陽能並在五個縣增加了風力機建造；
這些專案有望將碳排放減少近三百萬公噸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談妥四筆新的紐約綠色銀行(NY Green Bank)交易，
這些交易有望產生高達 2.2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專案，其中包括在全州各地安裝超過 6,200
套住宅屋頂太陽能。紐約綠色銀行投資亦將帶來多達八項針對商業和工業使用者的大型地
面太陽能安裝專案和 400 項住宅能效專案。
「紐約在對抗氣候變化與投資於清潔技術以發展本州經濟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州長
州長
Cuomo 說。「這些專案不僅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且有助於確保本州繼
續在 2030 年實現 50%可再生能源的遠大目標。」
自 2014 年以來，紐約綠色銀行已取得了重大進步，助推了經濟發展和工作創造，還籌集
了更多的私人資本，如今這些資本正在對紐約州進行投資。這些新的紐約綠色銀行交易 –
連同此前公佈的已完成交易 – 將推動州長的「改革能源願景」(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戰略，促進私營部門為清潔能源專案融更多資金。
紐約州能源與財政主席 Richard Kauffman 說：「紐約綠色銀行與私營部門攜手合作，
解決融資缺口。此舉已被證實是在全州各地發展清潔能源經濟，為新興及發展中的清潔能
源市場提供支援。紐約綠色銀行的交易已促使私有市場參與度加大，最終將為全體紐約州
民眾帶來經濟實惠的清潔能源機會。」
隨著清潔能源專案數的增加以及開發商打造更大的電力購買協定、租賃及貸款組合 – 這
些充當資產抵押債務的擔保 – 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將開始對資產類別進行投資，因為資產
類別可壓低融資成本，最終造福地方納稅人。另外，紐約綠色銀行所涉及的與全國性公司
（他們可選擇在任何地方做生意）的交易，預計會促使紐約州專案數量的大增。
新的紐約綠色銀行交易包括下述這些：
•

紐約綠色銀行將參加由國際專業銀行與資產管理機構 Investec 領銜的一家資本提
供者聯盟。該機構將向美國最大的專業住宅太陽能公司 Sunrun 提供 3.4 億美元。
Sunrun 正在全國範圍內擴大住宅太陽能市場，以近乎於零的預支費用為住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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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實惠的清潔能源。Sunrun 為住戶屋頂的太陽能板提供設計、安裝、融資、保
障、監控與維護服務，各家庭可收到可預測定價長達 20 年或以上。據預計，紐約
綠色銀行所涉及的交易將致使高達 1.4 億美元用於在紐約州開發太陽能專案。
紐約綠色銀行將參與一筆與 DZ Bank of Germany 的交易，為 Solar Mosaic 提供
高達 2 億美元的融資。該公司是一家全國性專業融資公司，總部位於加州
Oakland，為住戶提供「無頭期貸款」太陽能融資方案。全球投資與顧問公司 Guggenheim Partners 下屬的投行與資本市場業務 Guggenheim Securities LLC 是
該信貸融資的惟一安排人。信貸融資是一種金融產品，類似於信貸額度，將用於為
太陽能貸款組合提供資金。該交易預計將在紐約州促成高達 4000 萬美元的新住宅
屋頂太陽能專案。

•

紐約綠色銀行和 BQ Energy 已制定了一種標準化的建造與建造後專案融資方案。
該方案將令那些因缺少規模和/或公共信貸評級而導致融資獲取途徑有限的企業更
好地獲得太陽能。BQ Energy 是一家可再生能源專案開發商，總部位於
Poughkeepsie，專業從事在通常不適合用於其他開發專案的垃圾填埋場上開發太
陽能。該協定中的首項專案將位於紐約州 Patterson 的垃圾填埋場。該專案是總計
高達 3000 萬美元之專案組合中的第一項專案，而該組合中的各項專案皆將從該標
準化的文檔與信用擔保方案中受益。

•

紐約綠色銀行將參與一筆與紐約市能源軟體公司 Sealed Inc.的交易，為紐約州的
多達 400 位房主提供總計 750 萬美元的能源升級融資。此舉亦將大大拓展 Sealed
在本州的業務，在增加就業的同時，增強並擴大紐約州的承包商網路。Sealed 提
供創新的「邊省邊付」融資產品，可填補市場空白，讓客戶能夠使用專案產生的成
本節省來支付改進費用，從而讓住戶能夠更容易地獲得家庭能源改進。

紐約綠色銀行隸屬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NYSERDA 局長兼執行長 John B. Rhodes 說：「作為州長 Cuomo 之改革能源願景戰略
的一個關鍵組成部份，紐約綠色銀行將幫助擴大並加快紐約州的清潔能源專案融資。這些
創新且可複製的交易將令全體紐約州民眾都能有更多途徑獲取清潔且價格實惠的能源。」
紐約綠色銀行行長 Alfred Griffin 說：「今日公佈的交易將令紐約州住戶和企業能夠獲得
更清潔、更實惠的能源。另外，紐約綠色銀行促成的交易讓紐約州的承包商和安裝人員能
夠發展業務，為紐約州民眾帶來更多的清潔能源選擇。紐約綠色銀行的每筆交易都利用了
融資結構，鼓勵產品組合的標準化與規模化，此舉可加大私有市場的參與度，最終為全體
紐約州民眾帶來更多、更便宜的清潔能源機會。」
除這些新交易之外，紐約綠色銀行此前公佈之交易中的客戶和合作夥伴自交易敲定以來也
在全州各地推進清潔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包括：
•

Level Solar：
：這家位於長島的公司已在 840 套住房上安裝了太陽能，雇傭了 50
多人並將業務從長島拓展進紐約多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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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United Wind：
：這家位於布碌侖的公司將在來年實現員工數（現有 20 人）翻番，
並有望於 2018 年之前將員工數達到現在的三倍多。另外，該公司已籌集了三輪的
資本，私人投資超過 2 億美元，並已開始在 Wayne、Livingston、Genesee、
Cayuga 和 Wyoming 各縣建造渦輪機。
Renew Financial：
：這家公司已在紐約州 139 處地點建造了一個由 100 多名承包
商組成的網路，以部署其 ReHome New York 貸款計畫。透過提供線上申請和即
時戶內批准，該計畫有望大大增加紐約州的住房能效專案。
Energy Improvement Corporation (EIC)：
：全州各地些許主要縣市皆表達了對
Energize NY 之資產評估性清潔能源(PACE)計畫的興趣。該計畫可為商業物業業
主提供一種極具吸引力的能效、可再生能源與水保護升級融資方案。

這四筆交易，連同今日公佈的四筆新交易，有望將紐約州的終生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超過
290 萬公噸，相當於道路上停駛超過 37,000 臺車。
自營業以來，私營部門的開發商和融資機構已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來與紐約綠色銀行共同
制定解決方案，解決融資缺口。紐約綠色銀行目前的活躍組合（如：從原則上講，各方間
存在協定且有動力推進交易最終執行與完成的交易）包括社區太陽能；住宅能效；住宅太
陽能、商業及工業太陽能；市政、大學、學校與醫院能效；以及微電網。
關於紐約綠色銀行
紐約綠色銀行隸屬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NYSERDA)，是一家獲得州政府 10
億美元資助的專業金融實體，致力於消除有礙可再生能源和節能專案部署的市場壁壘和融
資缺口。紐約綠色銀行是清潔能源基金(CEF)的關鍵部份。該基金是紐約州做出的 10 年
50 億美元承諾，旨在推動清潔能源市場發展和創新，同時減輕稅負及促進經濟增長。更
多資訊，敬請造訪 www.greenbank.ny.gov。
關於「
關於「改革能源願景」
改革能源願景」
州長 Andrew M. Cuomo 的「改革能源願景」(REV)戰略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及發展紐約州
的經濟。REV 正在刺激對諸如太陽能、風能和節能等清潔技術的投資，實現於 2030 年之
前透過可再生能源滿足州電力需求之 50%的目標，從而為紐約州民眾構建更清潔、更具
恢復能力和更廉價的能源系統。如今，REV 業已推動全州的太陽能市場增長了 600%，
讓 105,000 多戶低收入家庭能夠利用節能技術永久地削減其能源支出，並於製造、工程
設計及其他清潔技術行業創造了數千份工作。REV 正在確保紐約州於 2030 年之前將全州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並實現於 2050 年之前將排放量減少 80%的國際公認目標。
欲知 REV 之詳情，包括州長對清潔能源技術和創新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流覽
www.ny.gov/REV4NY 和關注我們的@Rev4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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