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930 萬美元在霍內爾市  (HORNELL) 開發供老年人居住的高能效

經濟適用住房  

 

將一棟具有歷史意義的老舊小學改建成為一棟供老年人居住的  25  

間優質經濟適用住房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該地區成功

的「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旨在促進經濟增長，

創造新機會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930 萬美元為霍內爾市  (City of Hornell) 老年人

進行的住房開發專案現已竣工。本工程對一幢具有歷史意義的閒置地標林肯小學  

(Lincoln Elementary School) 進行了改造，將其改建成為了林肯花園  (Lincoln 

Gardens)。這一新建專案將為年齡在  55 周歲及以上的人群提供  25 套經濟適用的

高能效公寓。新建林肯花園中有四套住房將用於殘障人士或行動不便人士。這筆投

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專案，即州長推出的該地區成功的「紐約上州振

興計畫」，旨在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透過將一幢老舊小學改造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開發專案，我們正在向這棟歷史

建築注入新的生命，為本地社區創造稅收收益，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可持續發展

的、價格適宜的住房，」葛謨州長表示。「幫助確保紐約最弱勢的民眾也能擁有

安全、體面和價格適宜的住房，是紐約南部地區經濟獲得騰飛的另一個原因。」  

  

這棟佔地面積達  33,000 平方呎的大樓現擁有  25 套一室一廳和兩室一廳公寓房。

該建築現擁有全新的屋頂，並配有高能效門窗、直達電梯、洗衣房和社區公用空

間，並將此前的體育館改建成了一個商務儲存空間。  該建築還鄰近當地的公共交

通係統和醫院。家庭收入為當地平均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的 60% 甚至更低

的家庭均能承受這些公寓的租金。  

  

該建築位於卡尼斯蒂奧街  (Canisteo Street) 第 373 號，最初為 19 世紀中期建成的

單課室學校。該校於  1923 年因火災爾損毀。這是一棟三層樓磚瓦結構建築，採用



經典的復興式建築風格。該校在火災發生一年後再度開放，成為林肯小學，直至  

1979 年。該建築後被一家當地醫院用作辦公場所和日托所，直至  2012 年。三年

後，該建築入選《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署長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霍內爾市內體現其燦爛

歷史的一棟經典建築現迎來了一個新的篇章，作為林肯花園喜迎新的住戶。本專

案，連同本州境內的各種開發專案一起構成了葛謨州長新進推出的耗資  200 億美

元的投資基礎，用於在接下來五年間修建或維護  100,000 套經濟適用房，在州長

推出的『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倡議的基礎上，為各大社區注入活力，創造經濟機

遇，改善在本地區工作和生活的家庭的生活品質。」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負責人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林肯花園專案是一個絕佳範例，展示了如何將利用率不高的建築重新改造成為亟

需的住房空間，振興當地社區，保護本地的歷史傳統。投資於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將鼓勵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街區，維護我們社區擁有的獨特特色。」  

  

該專案的開發團隊包擴：羅切斯特  (Rochester) 住房租賃有限公司  (Home Leasing, 

LLC) 充當專案所有人、開發商和經理人；羅切斯特艾奇米爾開發公司  (Edgemere 

Development, Inc.) 充當咨詢開發商；羅切斯特住房租賃建築施工有限公司  (Home 

Leasing Construction, LLC) 充當承包商；羅切斯特的格拉索 -西蒙斯 (Glasow-

Simmons) 公司充當建築設計師。國民權益基金  (National Equity Fund) 則是本專案

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的辛迪加出資人。  

  

這一耗資 930 萬美元的專案的融資來源包擴：  

•  紐約州住房信託基金  (New York State Housing Trust Fund) 提供 1,375,000 美

元；年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為  511,976 美元，該退稅額吸引了高達  510 萬美

元低收入住房退稅額資本  

 

•  聯邦古蹟退稅額  (Federal Historic Tax Credit) 資本提供 160 萬美元；紐約州

古蹟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Historic Tax Credit) 資本提供大約  967,000 美

元。  

 



•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提供 50,000 美元 

 

 

國會議員湯姆·里德  (Tom Reed) 表示，「我們應當能為本地區的老年人提供他們

能夠負擔得起的住房方案。這次公共 -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將為這類住房提供必要

的融資，進爾強化我們的社區，為老年鄰里提供支援。」  

 

參議員湯姆·奧瑪拉  (Tom O'Mara)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看到透過這筆州政府投

資對林肯小學進行了全新改造，極大程度地改善了霍內爾市老年人經濟適用住房的

狀況。此舉將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  

 

霍內爾市市長肖恩·霍恩  (Shawn Hogan) 表示，「在擔任市長的 32 年間，我的工

作的一大亮點就包擴見證林肯小學的重生。該校現已被改造成為一處美好安全、經

濟適用的空間，供本社區內  5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居住。我們感謝住房租賃有限

公司 (Home Leasing) 和紐約州對我們社區的信心。」  

 

住房租賃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尼爾森·里恩豪茨  (Nelson Leenhouts) 表

示，「公共支持是至關重要的。霍恩市長在確保與紐約州展開合作，將林肯花園

的成功改造成一幢美麗的老年人住房時起到了關鍵作用。作為本社區的一員，我們

感激不盡。」  

  

國民權益基金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約瑟夫·哈根  (Joseph Hagan) 表示，「在

國民權益基金中，我們堅信絕佳的合作夥伴將幫助實現卓越成就。我們這次與住房

租賃公司的合作就證明了這一點。今天，我們慶祝這一歷史建築被改造成為一棟安

全可靠、經濟適用的公寓樓，供霍內爾的老年居民使用，使得他們能夠在被稱之為

家的社區內過著幸福活躍的生活。」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

地區投入超過  31 億美元，這為該計畫奠定了基礎，吸引智慧型人才、發展企業並

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  (Great Recession) 前的最低水平；個人

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霍內爾市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州政府

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1.02 萬個新就業機會。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souther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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