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傑尼瓦市  (GENEVA)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DRI) 的獲獎項目  

 

重新利用傑尼瓦市中心區破敗的房產，將其改造成活力四射的新住宅區並促進地

方經濟發展  

 

更新基礎設施、完善行人通道、建設公共碼頭  

 

安裝開放接入式光纖寬帶基礎設施用於促進經濟發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傑尼瓦市選出獲獎項目作為本州斥資  1 億美元中心

區復興計畫的組成部分。中心區復興計畫旨在把全州地方街區改造成活躍的社區，

讓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裡生活、工作和養家。傑尼瓦市與州機構以及區域經濟

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合作，制定戰略投資計畫用

來識別符合計畫目標並且有促進作用的中心區項目。  

 

「中心區復興計畫將投資於地方資源以吸引就業、私人投資並把中心區改造成整個

地區有活力的經濟引擎，從而促進傑尼瓦市實現經濟復興，」葛謨州長表示。

「這些戰略化和多元化的項目將幫助發展就業市場、建設商業區並鞏固我們的發展

勢頭以推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前進。」  

 

12 個贏得撥款的專案包擴：  

 

撥款  220 萬美元完善中心區至塞尼卡鎮湖畔地區  (Seneca Lakefront) 的行人通道   

5 & 20 號州公路在傑尼瓦市交匯形成一條州道，分隔該市活躍的中心商業區和塞

尼卡湖 (Seneca Lake) 60 英畝的公共湖畔區。透過引入更加完善的人行橫道、綠化

公路中央分離帶、新人行通道以及減少交通車道數量來讓步行體驗變得更加安全和

有吸引力，藉此完善穿過傑尼瓦市的主州道，這將更好地銜接傑尼瓦市中心區和湖

畔區。  

 

 



撥款  175 萬美元強化街道景觀，藉此完善步行體驗   

沿著易克斯琛吉街  (Exchange Street)、卡斯特勒街 (Castle Street)、傑尼瓦市中心區

的兩條主要中心區商業街 /零售街執行完整街道  (Complete Streets) 街景與步行通道

改善計畫。該項目將增加傑尼瓦市中心區的美感，並將創造更加安全和有吸引力的

步行環境。該項目的內容包括在選定的交叉路口安裝長椅、花架、更好的人行橫道

專業養護設備、人行道減速帶，更換衰敗地區的人行道、增設照明裝置和垃圾桶。  

 

撥款  90 萬美元再利用歷史悠久的多弗布洛克大樓  (Dove Block Building)  

改造並再利用傑尼瓦市中心區一棟最具歷史意義並且位置最顯眼的建築，即多弗布

洛克大樓。這棟空置的三層商業大樓建造於  1878 年，處在重要的中心區位置。在

社區的大力支持下，多弗布洛克大樓的改造計畫目前正在實施中；中心區復興計畫

將延續該項目，支持開展所需的整修和基礎設施升級，從而把這棟建築準備投入新

用途並復興中心區核心地段的一處重要地標建築。  

 

撥款  75 萬美元建設中心區公共碼頭   

在現有長碼頭  (Long Pier) 北側建造一座公共碼頭，用於為居民和遊客增加可用船

隻的數量，並增加中心區對乘船遊客的吸引力。該項目包括為長碼頭建造中凸式附

設區，從而讓港口能夠更好地抵禦塞內卡湖被海風吹拂形成的巨浪。碼頭將容納不

同大小的船隻，從摩托艇到  35 英呎長的船隻。  

 

投資  125 萬美元建設湖泊隧道太陽能村  (Lake Tunnel Solar Village)  

湖泊隧道太陽能村是綠色填充式住宅開發區，該開發區還將用作新產品生活立方體  

(LifeCube) 的示範項目。生活立方體在傑尼瓦市建造，將利用太陽能發電與熱泵技

術滿足該開發區的  100% 年度供電和供熱需求，將包括大約  24 套度假公寓、28 

套微型公寓以及新公共綠地。該項目還包括鋪設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將把新住房銜

接至傑尼瓦市中心區的商業中心地段和湖畔區域。該項目將建造獨特的新景點、增

加中心區的遊客數量和與湖畔區域的交通通達度，並讓葡萄酒之路的遊客接觸到傑

尼瓦市蓬勃發展的食品產業。  

 

撥款  65 萬美元修復東卡斯特勒街  (East Castle Street) 20 號的帕藤特布洛克大樓  

(Patent Block Building)  

修復易克斯琛吉街與卡斯特勒街交匯處空置破敗的帕藤特布洛克大樓，該大樓位於

傑尼瓦市商業區的一條主要通道上。整修工作將包括建造兩間面朝卡斯特勒街的首

層店鋪，並在後方、二樓和三樓建造公寓。修復帕藤特布洛克大樓將處理中心區和

湖畔區之間隨處可見的破敗建築，並改善交通連接度。  

 

撥款  65 萬美元讓五點交叉路口  (Five-Point Intersection) 變得適合步行   

升級卡斯特勒街、北大街  (North Main Street)、南大街 (South Main Street)、彌爾頓

街 (Milton Street)、卡斯特勒街 (Castle) 交匯處的五點交叉路口。對銜接中心區、圖

書館以及相鄰居住區的高使用率交叉路口實施提議的改造，這將減緩交通，並採用



凸起式人行橫道、更醒目的人行道斑馬線，以及利用輪廓更加清晰的人行道減速帶

縮短穿越長度、建造綠化安全島 /行人安全島來建設更加安全的步行道路。該項目

還將增加沿街泊車位的數量以支持圖書館遊客。  

 

撥款  60 萬美元設立基金，用於鼓勵保護歷史建築   

支持中心區的房主改造再利用空置的和使用不足的建築，從而滿足市場需求並維護

和強化中心區的歷史特質。該項目將設立基金用於為房主提供撥款和貸款，供其開

展必要的維修和改造工作，讓建築物恢復有效使用並增加該市的稅基。  

 

撥款  47.5 萬美元把空置的劇院改造成小型啤酒廠   

改造易克斯琛吉街  499 號一棟空置的劇院，用作特維斯特鐵路啤酒廠  (Twisted Rail 

Brewery)。該建築將用作特維斯特鐵路啤酒廠的主釀造廠，包括一間品酒室和面積

約為 9,000 平方英呎的餐廳，並為想了解釀酒過程的顧客提供教育場館。新的全方

位娛樂教育中心將用作傑尼瓦市中心區的新地標場所將吸引遊客，並增加中心區的

餐飲選擇。  

 

撥款逾  18 萬美元用於擴建史密斯歌劇院  (Smith Opera House)  

擴建史密斯歌劇院將讓該場館吸引更多更優質的節目，並將在傑尼瓦市中心區打造

出一棟醒目的地標建築。該項目增加史密斯歌劇院舞台上的優質節目的頻率、升級

現有空間並為之增加新功能以增加利用該場館、透過凸顯史密斯歌劇院的建築特征

以及為塞尼卡街提供公共藝術來增加其醒目度和辨識度、從而增加中心區的活動。

該項目還包括建造人行道資訊帳篷、為現有的卡巴萊餐館增設飲食業廚房、升級更

衣室。  

 

撥款  15 萬美元用於完善中心區寬帶基礎設施   

在傑尼瓦市中心區安裝開放式光纖寬帶基礎設施以造福於商用建築和民用建築，並

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該項目將支持安裝  1.5 英哩的光纖電纜、在整個中心區提

供高速互聯網接入，並將讓該市安裝四個公共  Wi-Fi 熱點。  

 

撥款將近  15 萬美元安裝通道標誌   

該項目包括設計、建造並在易克斯琛吉街與湖街  (Lake Street) 交叉口附近的路段

安裝通道標誌。該標誌將形成拱門，用作道路標誌以迎接遊客進入中心區。  

 

紐約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 ·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該工程將帶來經濟

機會，讓企業實現增長並復興傑尼瓦市的經濟。該項目還將吸引新經濟格局，發展

就業、更新基礎設施以及實現經濟繁榮。中心區復興計畫為居民和企業家創造新經

濟機會，並創造新的商業繁榮和住宅繁榮供每個人享受。州政府  1,000 萬美元的投

資將為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帶來更多發展前景，並為居民、企業和遊客創造更美好

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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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中心區

復興計畫用於認可並獎勵各地精心策劃的最佳增長項目，並透過承諾新建多用途住

宅區來預計和滿足當代居民的需求。幫助傑尼瓦市等社區踏上發展道路以提供復

興、新就業以及住房機會，充實休閒娛樂和藝術活動、並打造更有吸引的宜居社

區，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更有活力的未來。」  

 

參議員帕米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傑尼瓦市把自己定位成持續發展

的城市，並承諾吸引新企業和家庭入駐五指湖地區。這筆重要的資金將鞏固該市的

發展進程，幫助支持我們工作崗位創造者、更新我們的基礎設施並推動我們的地方

經濟發展。我感謝傑尼瓦市和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合作提出值得獲得這筆重要撥款的戰略計

畫。我感謝並歡迎人們增加關注五指湖地區，並期待看到傑尼瓦社區繼續朝著正確

的方向發展。」  

 

眾議會少數派領袖布萊恩  M. 科爾伯  (Brian M. Kolb) 表示，「州政府的投資對蓬勃

發展的地方經濟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傑尼瓦市等社區展示現有的資源並找出新

途徑吸引遊客和創造利潤是非常重要的。感謝所有各方努力促成這個激動人心的項

目，並期待與地方領導者合作改造傑尼瓦市中心區。」  

 

傑尼瓦市市長榮·阿爾珂克  (Ron Alcock) 表示，「這些項目代表著州、市、私有投

資者的特殊合作，將作為跳板用於實現我們在全面計畫中描述的該市的戰略願景。

葛謨州長持續支持由我們社區主導規劃的各項計畫，這不可估量地推進了我們的戰

略。」  

 

傑尼瓦鎮  (Geneva Town) 鎮長馬克·韋努蒂 (Mark Venuti)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

的中心區復興計畫再次證明了他致力於促進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

經濟增長。傑尼瓦市很高興成為首批獲得中心區復興計畫  1,000 萬美元撥款的城市

之一。在地方規劃委員會的支持下，我們致力於實現社區針對傑尼瓦市提出的願

景，並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在葛謨州長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地為傑尼瓦市創造了

強勁的未來，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正在推動五指湖地區前進。」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議會主席傑克·馬倫  (Jack Marren) 表示，「葛謨州長

為紐約州北部地區重塑希望和經濟機會而開展多項工作，中心區復興計畫是其中的

皇冠明珠。這些對傑尼瓦市的戰略投資將改善行人通道，把塞尼卡湖銜接至中心

區；建造中心區公共碼頭；還將修復、改善、復興歷史悠久的建築物，從而為該地

區帶來新活力。感謝葛謨州長為我們社區所做的一切。」  

 

傑尼瓦市 

 



過去十年，傑尼瓦市發展成為重要的就業中心，僅在中心商業區就擁有  200 多家

企業和將近  1,500 份工作。對持續增長的勞動力隊伍和三所地方大學的學生來說，

傑尼瓦市歷史悠久的步行中心區必將成為活力四射的零售、餐飲、文化、娛樂目的

地。根據中心區復興計畫，該市將專注於修復重要建築；增加住房和零售選擇；提

供健康食品；鞏固中心區的創業精神。  

 

當地區域委員會衡量七個標準把傑尼瓦市挑選為候選方，該市此後被挑選為五指湖

地區紐約區的中心區復興計畫優勝社區。  

 

1.目標社區應該小巧精緻，並有明確規定。  

2.中心區或其核心地區的面積應該足以支撐活躍的中心區一整年的運作。現有人口

或後續人口都應該比較可觀，作為第一大中心區應該有發達的交通。  

3.中心區必須利用現有資源，充分利用區內及周圍後續的私營部門投資與政府公共

投資。  

4 中心區內或附近地區近期或後期應有新的就業崗位產生，可以把勞動者吸引到中

心區，支援重建與可持續增長。  

5 中心區必須有可以提升其吸引力與宜居性的房產或特質，包括可供開發的混合功

能空間、價格適中的不同類型的住房、商務與零售旺區，包括衛生且商品價格適中

的食品市場、適合步行與騎車的道路、公共公園和集會空間。  

6 中心區應該包括或制定一個生活質量提升政策，包括使用本地銀行提供的服務、

現代化城區規劃條例、完整的街道規劃或公交優先發展計畫，及   

7.必須為中心區復興提供本地及社區支持。地方領導與利益相關者必須參與其中，

共同制定並執行中心區戰略投資計畫。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中心區復興計畫的資訊，以及申請參與第二輪計畫的方式，  

請瀏覽：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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