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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服務安海斯 -布希啤酒公司 (ANHEUSER-BUSCH) 的 2.76 千瓩鮑德溫
斯維爾村 (BALDWINSVILLE) 太陽能專案完工

本專案為安海斯 - 布希啤酒公司在全國最大的廠外太陽能裝設工程，足以供每年釀
造超過 300 萬箱飲料
愛依斯電力公司 (AES Distributed Energy) 為釀酒廠帶來可靠又符合成本效益的分
散式發電系統
這筆投資為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全面性策略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錦上添花
支持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所呼籲之 2030 年達到紐約州 70%
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中部地區一項 2.76 千瓩的太陽能專案完工。
這項商業太陽能專案裝設在范布倫鎮 (Town of Van Buren)，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
位在鮑德溫斯維爾村的釀酒廠則是這項專案的獨資承購者。本專案為促進有力經濟
成長和社區發展的全面性策略「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錦上添花之餘，也支持
了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所呼籲之 2030 年達到紐約
州 70% 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以及 2025 年達到 6,000 千瓩太陽能電力的目標 。
「紐約在再生能源資源上投入了領先全國的投資，支持我們急速成長的清潔能源經
濟，並提供企業和居民更乾淨，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能源，」 葛謨州長表示。
「本專案正是我們努力支持全州各地太陽能專案的範例，達成有意義的環保優點，
同時也促進足以服務未來多個世代的經濟發展。」
「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和愛依斯電力公司的這項重大太陽能專案將使用再生能源
資源，並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
天發佈公告時表示。「這項投資是紐約太陽能 (NY-Sun) 倡議的一部分，延續 了我
們為了吸引和促成尖端科技專案、節省消費者成本以及推進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清潔
能源目標所做的努力。這座太陽能設施將有助於保護環境、創造就業機會並發展紐
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透過「紐約太陽能計畫」提供逾 110 萬美元支持這套包含超
過 8,300 塊太陽能面板的陣列，促成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在美國迄今最大的廠外
太陽能裝設工程。這套 2.76 千瓩的陣列位於該公司在鮑德溫斯維爾村的釀酒廠距
離六英哩之處，每年將可生產超越 300 萬千瓦小時，相當於每年提供足以釀造
300 萬箱飲料的電力。
這套太陽能陣列是由愛依斯電力公司持有和經營，並且是為了支持安海斯 -布希啤
酒公司希望在 2025 年達到 100% 使用再生能源電力的遠大目標而開發。
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已經達成所承購電力 50% 是來自於風力發電，此數量已超過
每年在美國釀造百威啤酒 (Budweiser) 所需的電力。
「紐約-太陽能」是葛謨州長斥資 10 億美元啟動的倡議，旨在大規模推廣太陽能
技術，讓紐約州朝著構建一個可永續自給的太陽能產業的目標更進一步。自 2011
年起，紐約州的太陽能增長已超過 1,500%，並運用了將近 35 億美元的民間投
資。這些投資支持了全州各地近 12,000 人投入太陽能產業職缺。欲深入了解太陽
能能源的企業可參訪「紐約太陽能」計畫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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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已經讓民間與公部門攜手合作成為州政府規劃未來的整體作法的一大特
徵，這也是紐約會成為全國成長最快的太陽能市場的一項關鍵。 我們很高興能和愛
依斯電力公司以及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在環保責任與管理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的工作上進行合作，完成本專案並實現他們透過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來
減少碳排放的承諾。」
愛依斯電力公司總裁伍迪·魯賓 (Woody Rubin) 表示，「我們非常讚賞紐約州在轉
型使用再生能源方面的領導作為，也很讚賞安海斯 -布希啤酒公司要 100% 採購再
生能源電力的承諾。我們很驕傲能夠支持紐約和安海斯 -布希啤酒公司朝他們的目
標進展，並以鮑德溫斯維爾村的專案加速邁向我們使用更環保能源的 未來。」
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採購與永續經營副總裁英格麗·德瑞克 (Ingrid De Ryck)
表示，「我們對社區和環境的承諾是相輔相成的。藉由這項太陽能專案，我們非
常自豪能夠持續在我們的員工視為家園的社區投資再生能源，讓我們的永續性目標
在我們的家園中實現。」
州參議員羅伯特· E. 安多納奇 (Robert E. Antonacci) 表示，「甫完工的 2.76 千瓩
鮑德溫斯維爾村太陽能專案是本地區的一大資源。安海斯 -布希啤酒公司在鮑德溫

斯維爾村的百威啤酒廠帶領我們邁向未來，而本專案也同時帶 來推動經濟成長和社
區發展的極大潛力。」
州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為紐約州投資再生
能源資源是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眾議院雙方共同的優先考量。這項在鮑德溫斯維爾村
為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服務的 2.76 千瓩太陽能專案，是我們朝減少碳排放和以太
陽能等再生能源資源提供電力的目標前進的一大步。安海斯 -布希啤酒公司和州政
府的這項投資將為未來許多年帶來諸多環保與經濟方面的好處。」
州眾議員威爾·巴克利 (Will Barclay) 表示，「很高興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能利用
州政府為企業提供的激勵方案來協助生產更多諸如太陽能的再生能源。希望本專案
能彌補發電廠的能源成本。」
紐約州綠色新政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的《綠色新政》是領先全國的清潔能源和就業議程，讓紐約州
積極邁向實現全面碳中和經濟的道路。這一計畫將實現清潔能源的順利轉型、促進
綠色經濟的發展，並確保紐約的電力在 2040 年前實現清潔和無碳的目標，這是美
國最宏偉的目標之一。這項新提案要求的基石即是顯著提高紐約原已成功推動的
《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著眼於再生能源發電率在 2030 年達
到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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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專案投資 29 億美元，藉以大幅提升其清潔能源目標，例如在 2035 年使
紐約州的海上風力發電目標量達到四倍，即領先全國的 9,000 千瓩發電量；
在 2025 年把分散式太陽能裝置的部署量達到兩倍，即 6,000 千瓩發電量；以及在
2030 年部署 3,000 千瓩的能源儲備。為支持這項雄圖大業，紐約環保銀行 (NY
Green Bank) 計劃利用其專業技術克服財政鴻溝，利用第三方籌 款 10 多億美元以
形成更大的人均環境效益以擴大紐約州和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其他地區的氣候
資金。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為「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錦上添花，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創造強勁的經濟成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
了超過 56 億美元來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容
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
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等地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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