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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帝國州礦山 (EMPIRE STATE MINES) 在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開放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的鋅礦創造了 200 多份新工作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的低成本水電和電力收益支持公司
發展和地區經濟發展
礦產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帝國州礦山正式開放，這是圣勞倫斯郡富勒鎮
(Fowler) 境內的一處鋅礦。泰坦礦業公司 (Titan Mining Corporation) 完成了全面的
3,300 萬美元投資後，礦山正式重新開放，這座礦山在現場創造了 200 多個工作崗
位，數量超過了該公司對本州的承諾。帝國州礦山項目直接得到了紐約電力局紐約
州馬塞納鎮 (Massena) 聖勞倫斯 - 富蘭克林 D. 羅斯福發電項目 (St. LawrenceFranklin D. Roosevelt Power Project) 分配的四兆瓦低成本水電。
「創造就業機會仍然是紐約州的一項首要工作，帝國州礦山的重新開放將在未來幾
年為紐約州北部地區提供經濟動力，」州長葛謨表示。「我們為該項目分配低成
本電力對完成該項目至關重要，並最終幫助我們為該地區帶來數百個熟練勞動力機
會。」
「帝國州礦業重新開放並創造 200 多個新職位，這延續了我們對於在紐約州北部
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予以的關注，」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在本州支持下，這家企業能夠獲得低成本水電，以充分利用大量的私人投資，
並依託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為紐約州北部地區和全州社區重新帶來希望。」
除了低成本電力，紐約電力局還提供 33 萬美元的資金，作為 120 萬美元的帝國州
礦山計畫的內容，用以培訓多達 60 名當地工人成為經認證的地下礦工。紐約電力
局還通過由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管理局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the North Country)

管理的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發展基金 (North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
提供 50 萬美元的貸款，用於重啟該礦。
帝國州礦山從屬於在 100 多年前投入生產的礦區，迄今為止已生產超過 400 萬噸
鋅精礦。由於鋅價低迷，這座 2,700 英畝的鋅礦在 2008 年停產，但現在又開始生
產了。鋅的主要用途是用於鍍鋅鋼、壓鑄合金和黃銅鑄件，主要用於建築、運輸和
基礎設施。
紐約電力局從聖勞倫斯-FDR 電廠按照七年期合同向製造商們分配水電；這些電力
專為富蘭克林縣 (Franklin)、傑斐遜縣 (Jefferson) 和聖勞倫斯縣的企業爾留存。
紐約州電力局董事會於 2014 年 12 月批准了水電分配協議，以促進鋅礦重新開
放。
紐約州電力局理事會副主席和馬塞納居民尤金 L. 尼康德里 (Eugene L. Nicandri)
法官表示，「紐約州電力局一直非常活躍參與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激勵機
制，為願意投資該地區並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提供支持。我很自豪看到帝國州礦山
項目竣工，我現在迫不及待想要看到這座礦山開放，紐約州北部地區更多居民有機
會在礦山工作。」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泰坦礦業
公司始終致力於重新開放這座擁有百年曆史的礦山，紐約電力局的水電和經濟發展
資金使之得以實現。這對該地區來說是一次巨大的勝利，創造了 200 多個工作崗
位，並且紐約電力局很自豪能夠合作參與這一創業的每個步驟。」
泰坦礦業公司首席運營官基斯 ·波拉 (Keith Boyle) 表示，「我們非常感謝紐約電力
局和我們的許多利益相關方直接支持這座礦山成功重啟。 我們非常自豪能夠有機
會創造新就業和培養技能，這將為後世公司和社區提供良好的服務。」
參議員約瑟夫·格瑞弗 (Joseph Griffo) 表示，「作為參議會能源與電信委員會
(Senat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主席，我祝賀泰坦礦業公司和
紐約電力局出色地確保重新開放帝國州礦山。為該項目提供低成本的電力和經濟發
展支持，這將在現場創造 200 多個工作崗位，這與紐約電力局的核心任務是一致
的，我很高興看到這座擁有百年曆史的鋅礦恢復運營。」
州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帝國州鋅礦重新開放對紐約州北部地
區的當地經濟及其持續尋找這種就業機會的民眾產生了 巨大影響。我很高興支持礦
山專門針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民眾開展培訓計畫。我最近視察了這座礦山，很自豪
地看到這些工作已經得到了回報，70% 的員工來自我們地區。感謝這些勤勞的人
和泰坦礦業公司的領導，我知道這座礦山將在未來多年繼續發展並取得成功。」
女眾議員愛迪·珍妮 (Addie Jenne) 表示，「這座礦山重新啟動對紐約州北部地區
來說是個好消息。分配電力和其他金融資源將通過直接就業和附帶效應促進區域經

濟發展。利用獨特的自然資源改善家庭生活是有意義的。我們知道資源在這裡，
我們當地的勞動力可以處理這項工作。我很高興紐約電力局和州長支持這個項目，
藉此支持就業和對我們地區有意義的工作。」
眾議員肯·布蘭肯布什 (Ken Blankenbush) 說，「我們對有效的勞動力發展和廉價
能源提供明智的投資時，這些鋅礦職位是可以創造的有償高薪的工作崗位。紐約電
力局分配的低成本電力對該項目竣工至關重要。 感謝泰坦礦業公司對帝國州礦山
項目的承諾。這是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取得的重大勝利。」
圣勞倫斯郡工業發展局 (St. Lawrence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兼紐約州北部地區電力收益分配委員會 (Northern New York Power Proceeds
Allocation Board) 主席帕特里克 J. 科利 (Patrick J. Kelly) 表示，「在州長和紐約
電力局幫助下，我們正在利用水電資產來支持和開發另一種資源 ，即我們的員工隊
伍。因此，帝國州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正在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並為該地區帶來實
質性的積極經濟效益。感謝州級合作夥伴，並歡迎帝國州礦山入駐本郡。」
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管理局執行理事詹姆斯 W. 懷特 (James W. Wright) 表示，
「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管理局很榮幸代表紐約電力局管理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管理
局貸款基金。 作為貸款基金代表，我們很樂意協助這次投資，這對重新開放礦山
以及對本地區自然資源提供這次重大投資至關重要。」
圣勞倫斯郡議會 (St. Lawrence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凱文·艾克瑞斯 (Kevin
Acres) 表示，「這是北部地方的好消息。這個項目為我們的社區創造了亟需的工
作，並將為本郡帶來經濟繁榮。」
古維納爾鎮 (Gouverneur) 鎮長大衛·斯派爾曼 (David Spilman) 表示，「重新開放
鋅礦和增加 200 個高薪職位為我們的社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感謝州長、
紐約電力局和聖勞倫斯郡在提供資源以促進礦山重新開工方面開展的工作。」
古維納爾市 (Gouverneur) 市長羅恩·麥克杜格爾 (Ron McDougall) 表示，「很高興
看到礦山及其運營恢復生機。感謝那些努力實現這個項目的人 。紐約州致力於最大
限度地利用其自然資源來幫助促進本州經濟發展，該項目是一個光輝榜樣。」
利用紐約電力局的維護電力 (Preservation Power) 計畫，仍有超過 235 兆瓦的低成
本水電可供分配給希望創造就業機會並投資於紐約州北部地區的企業。企業如有興
趣申請這些資源，可以通過 Hydro.Programs@nypa.gov 聯繫紐約電力局。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電力局是本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運營著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裡的輸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7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電。
紐約電力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其透過銷售債券和大部分透過銷售電力獲

得的收入，為營運提供資金支持。如需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nypa.gov，請關注
我們： Twitter @NYPAenergy、 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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