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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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宣佈為奧奈達市  (CITY OF ONEIDA) 老年民眾建設斥資  820 萬美元的經濟

適用房項目  

 

建造在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 奧奈達市醫療中心  (Oneida Healthcare) 園區內

的塞內卡菲爾茲公寓  (Seneca Fields Apartments) 將提供  32 套節能優質住房  

 

該項目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計畫—— 

該地區成功的復興計畫，旨在發展經濟和創造新機會  

 

渲染圖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塞內卡菲爾茲公寓動工，這個斥資  820 萬美元的新住

房建設項目將為麥迪遜郡奧奈達市不低於  55 歲的民眾提供  32 套經濟適用房。10 

套公寓將留給曾經無家可歸的老年民眾，這些人將獲得生活輔助服務。該項目補充

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州長制定的成功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

畫，目標是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發展經濟和創造新機會。  

 

「把空置的房產改造成活力四射的新社區，從而為有需求的老年民眾建造經濟適用

房，」葛謨州長表示。「利用該項目，我們確保最弱勢的紐約民眾獲得安全體面

並且價格適中的住房，以及獨立生活所需的資源，從而幫助紐約州中部地區今後持

續崛起。」  

 

塞內卡菲爾茲公寓建造在奧奈達市醫療中心園區內，毗鄰奧奈達市塞內卡街擴建路

段 (Seneca Street Extension)。未來的居民將可直接往返奧奈達市醫療中心的醫院

和擴充護理機構，以及幾家診所和當地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當地的雜貨店和商店距項目現場不到一英哩。樓宇將包含  32 

套租住屋、1 間社區活動室、管理人員和奧奈達市醫療中心護理協調員用現場辦公

室。樓宇將提供洗衣設備、集中供熱空調系統、居民和工作人員用現場泊車場。有

電梯的樓宇還將滿足綠色建築物準與能源效率標準。  

 

其中三套單間公寓和一套兩居室公寓將為殘障人士提供完全無障礙環境，一套單間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eneca_Fields_Apartments_Oneida.pdf


公寓和一套兩居室公寓為有視聽障礙的人士設計。所有其他公寓可自如調整以方便

殘障人士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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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自豪兌現葛謨州

長的承諾，即提供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並為曾經無家可

歸的紐約民眾提供  1,200 套生活輔助住房。塞內卡菲爾茲公寓將幫助滿足紐約州中

部地區對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服務的需求，讓老年人在其喜愛的社區內過上獨立

的生活。這是『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的一項工作，這是州長為復興該地區的

經濟和發展強大社區而制定的總體計畫。」  

 

目標居住群體是年齡不低於  55 歲，收入低於當地中等收入  60% 的民眾。五套公

寓將留給收入低於當地中等收入  30% 的民眾。每月的房租加公用設施費用為  342 

至 791 美元不等。該生活輔助項目將留出  10 套公寓給目前或有可能變得無家可歸

的人士。奧奈達市醫療中心將利用州長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Governor’s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發放的資金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和租金援

助，該計畫為至少  1,200 套供曾經無家可歸並且有特殊需求的人士使用的生活輔助

住房提供全州服務和運營資金。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提供優質經濟的住房是公眾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發

現，生活輔助住房能夠幫助紐約州居民避免住院治療和減少急診次數，從而降低醫

療成本。葛謨州長設立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將讓數千個弱勢紐約民眾在身邊

獲得生活輔助服務，並為有需求的民眾提供安全經濟的住房。塞內卡菲爾茲公寓對

紐約州奧奈達市和健康社區而言是一次勝利。」  

 

參議員戴維  J. 維勒思科  (David J. Valesky) 表示，「塞內卡菲爾茲公寓將在靠近醫

療護理服務和其他社區服務的地點為老年民眾提供經濟適用房。感謝葛謨州長履行

關於經濟適用房的承諾，這將造福於奧奈達市的居民。」  

 

眾議員威廉·瑪吉  (William Magee) 表示，「奧奈達市社區的老年民眾對新的、安

全的並且價格適中的住房的需求十分龐大並且日益增加，這些住房將幫助滿足該需

求。很高興看到該項目動工，這歸功於奧奈達市醫療中心、二加四建築公司  (Two 

Plus Four Companies) 以及『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對該項目地點開展的工

作，項目地點靠近商店、餐館及其他熟悉的便利設施供未來的居民使用。」  

 

奧奈達市醫療中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基恩 ·莫雷亞萊  (Gene Morreale) 表示，「奧

奈達市醫療中心與二加四建築公司啟動的合作將幫助滿足本地區老年群體的需求，

並響應新計畫用於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老年群體的健康。利用帝國州生活輔

助住房計畫的協助，我們將能夠在獨立的環境中為老年民眾提供協調服務，若非如



此，這些老年民眾將因個人或經濟環境而入住專業護理機構。該計畫帶來的益處將

對這些人及其家庭以及我們服務的社區的生活質量帶來重要的影響。建造塞內卡菲

爾茲公寓將進一步表明我們的主要醫療園區將改造成居住場所，從而豐富每個月頻

繁造訪我們醫療園區的數千患者和訪客的體驗。塞內卡菲爾茲公寓代表著我們在麥

迪遜郡與很多人分享的與連續護理模式有關的宏願，這滿足了我們服務的社區當前

及未來的需求。這次機會將朝著實現該宏願邁出關鍵的第一步。」  

 

萊克伍德第二建設公司  (Lakewood Development II, LLC) 管理人員蘇珊·基梅爾  

(Susan Kimmel) 表示，「因為州長對紐約州所有社區做出的生活輔助住房承諾，

我們才能夠為奧奈達市提供這些住房。去年頒布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讓該項

目能夠成功競爭資金，並提供所需的資源用於為孱弱長者提供生活輔助服務。這些

服務將讓老年人在最獨立並且合適的環境中生活。我們關於滿足最弱勢群體住房需

求的長期承諾可以追溯到我的父親和馬里奧·葛謨 (Mario Cuomo) 州長執政期間。

如今，我作為第二代經濟適用房開發商與第二代州長合作，價格適中並且適當的住

房仍是紐約州面臨的一個最大的難題。」  

 

開發團隊的成員包括萊克伍德第二建設公司（項目開發商和所有者）；二加四建築

公司（總承包商）；扎莫-弗里希，斯克魯頓-阿加沃爾公司  (Zausmer-Frisch, 

Scruton & Aggarwal)（建築設計）；二加四管理公司  (Two Plus Four Management)

（管理機構）。該項目的所有方是奧奈達市健康老年人公司  (Oneida Healthy 

Seniors, L.P.)。該公司的普通合夥人包擴奧奈達市醫療體系有限公司  (Oneida 

Health Systems, Inc.) 的子公司奧奈達健康風險投資有限公司  (Oneida Health 

Ventures, Inc.) 和萊克伍德第二建設公司  (Lakewood Development II, LLC)。 

這個斥資 820 萬美元的項目的資金包括：220 萬美元來自紐約州住房信託基金  

(New York State Housing Trust Fund)；629,492 美元的年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該退稅額吸引到  5,755,630 美元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股本；以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提供的  32,000 美元資金。本工程預計於明年竣工。  

 

作為州長設立的具有意義重大的  200 億美元全面五年期住房計畫的組成內容，紐

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NYS 

HCR) 近期提供逾  5.88 億美元資金用於建造和維護多處經濟適用房，包括撥款高

達 1.75 億美元給生活輔助住房，用作生活輔助住房機會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Opportunity Program) 的組成部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的《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RFP)》從屬於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臨時救濟與殘障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Services) 提供的 6.5 億美元的資本融資和預付的  3,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推進州

長為打擊住房不穩定性和無家可歸問題而提供的空前規模投資。《招標書》請見  

此處。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second-phase-unprecedented-20-billion-housing-plan-provide-affordable


 

加快纽约州中部地区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

將近 30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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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戈縣  (Oswego)、奧

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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