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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金士頓市 (KINGSTON) 斯托克地區 (STOCKADE DISTRICT)
的轉型項目作為 1,000 萬美元撥款的內容
《 中心區振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的六個項目為社區

提供公共開放空間和便利設施、改善步行通道和交通通道 ，並支持小企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金士頓市的六個變革項目，以此作為斥資 1,000 萬美
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的內容。金士頓市斯托克地區的戰略投資將為社區提
供公共開放空間和便利設施、改善步行通道和交通通道，並支持小企業。州長持續
設法振興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並為中哈德遜谷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創造更多
機會，這些投資是其中的內容。
「金士頓市是我們州的第一個首府城市，並有機會成為該地區未來的經濟能源中心
和帶來興奮事物的中心，」州長葛謨表示。「這些項目將把斯托克地區變成充滿
活力的社區、促進當地經濟並推動整個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增長。」
金士頓市在 9 月份被提名為成為第 2 輪《中心區振興計畫》的冠軍。 金士頓市斯
托克地區一直以來都是該市的經濟樞紐，囊括多座郡辦公樓、金融和專業服務辦公
樓、本市唯一的超級市場，以及重要的休閒娛樂區域。在過去十年間，金士頓市中
心區已經呈現了復興景象，許多新的投資注入進來，越來越多的新設咖啡館、餐廳
和精品店也日益湧現。金士頓市能夠將近期的戰略投資、近在咫尺的未來機遇、
參與發展的重要機構和合作夥伴、近期基礎設施改造、支持性政策和計畫等因素完
美地結合起來，推動《中心區振興計畫》進入規劃流程。
透過《中心區復興計畫》獲得撥款的具體項目包括：
斯文克車道 (Schwenk Drive) 完成街道重新設計：把華盛頓大道 (Washington
Avenue) 和菲爾大街 (Fair Street) 之間的斯文克車道改造成一條完整的街道，建造
一條貫穿斯文克商業區的理想的適合步行的通道 ，最終建立金士頓市綠道步道

(Kingston Greenline trail system) 系統。工程將包括重新配置車道、升級交叉路口和
完善 ADA、建造新的雙向受保護自行車道，以及創建新停車道。（ 987,102 美元）
升級迪茨體育場 (Dietz Stadium) 和安卓塔泳池 (Andretta Pool)：這是個擁有 2,000
個座位的設施，是開展當地和地區有組織的體育活動的主要場所。對露天看台、
噴泉、圍欄和大門、照明裝置、單車停放架、儲物櫃和浴室、食品售賣處、標牌和
停車場實施改進。還將對位於迪茨 體育場對面的安卓塔泳池和野餐設施開展額外的
升級。（2,500,000 美元）
弗洛戈胡同公園 (Frog Alley Park) 歷史悠久的綠地：穩定歷史悠久的洛-博嘎杜斯
故居 (Louw-Bogardus House) 遺跡、沿著遺跡旁邊的弗洛戈胡同建造一處公共開放
空間，作為通往斯文克商業區的門戶。歷史金士敦之友博物館 (Friends of Historic
Kingston) 將加固遺跡並增添解釋性標牌、鋪設路面、照明裝置和公園便利設施，
然後向公眾開放。（472,500 美元）
改進斯文克商業區通道和環路：改善斯文克商業區內的行人通道、交通環路和尋
路標誌，包括改善奧爾巴尼大道 (Albany Avenue) 和克林頓大道 (Clinton Avenue)
的交叉口。此前的運輸計畫確定的關鍵升級活動將提高安全性和通行性，同時吸引
該地區的旅遊、購物、餐飲和商業活動。（ 1,340,398 美元）
金士敦建設公共廣場 (Kingstonian Development Public Plaza) 和人行天橋：
為 4,800 萬美元的新金士敦多用途開發項目提供公共便利設施，該建設項目將在重
要的交叉路口改造很大程度上未獲得充分利用的場地，增加 132 套住宅；預計
8,500 平方英呎的商業空間將包括各種餐廳和零售商店；有 34 間客房的酒店；
有 420 個停車位的停車場，其中 250 個車位供公眾使用。《中心區復興計畫》
資金將為該開發項目提供公共設施，以提升其對社區的價值，包括延伸至金士頓廣
場 (Kingston Plaza) 的步行廣場和步行橋。（3,800,000 美元）
斯文克商業區小額撥款和貸款計畫 ：利用小額撥款和貸款形式提供經濟援助，
支持市中心的小企業和業主，以便在整個市中心進行專項改善，包括改善斯文克商
業區建築物的外牆；支持新業務和擴展業務；修復市中心住宅物業。（ 600,000
美元）
金士頓市制定了一項戰略投資計畫 (Strategic Investment Plan)，旨在利用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籌集 30 萬美元的規劃資金以振興其中心區。
地方規劃委員會 (Local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包括市政代表、社區領導和其他
利益相關方，該委員會將領導這項工作，並由私人部門的專家和州規劃人員組成的
團隊提供支持。金士頓市中心區的戰略投資計畫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
建設項目、交通項目、住房項目、社區項目，這些項目要符合社區設立的中心區願
景並已準備好實施。

「我們創新的《中心區復興計畫》延續了今天對金士頓市未來的重大投資，」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州長和我一直致力於振興紐約州北部
地區 (Upstate New York)。隨著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進程和對增長做出的堅定承諾，我們的州政府正在改
變金士頓市這樣的北部城市的經濟。今天公佈的資金將使這個社區前所未有地前
進。」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金士頓市是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沿岸的寶藏。這項投資將進一步保護本州的這一重要資產，並為該
地區帶來更多的家庭和工人。《中心區復興計畫》正在幫助金士頓市這樣的社區發
揮潛力，並提高其作為可行目的地的地位。」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為社區注入有針對性的
融資，以實現本地的長期經濟發展目標。這筆 1,000 萬美元的投資使金士頓市能夠
實施其戰略計畫以啟動新就業機會、促進充滿活力的增長，並為居民、遊客和企業
重振中心城市區域。」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署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通過葛謨州長設立的《中心區復興
計畫》，這些以社區為主導的專項投資將與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CR) 過去
七年在哈德遜谷地區 (Mid-Hudson Valley) 投資的 5.91 億美元相結合，為大約
20,000 個居民建造經濟適用房，以幫助確保隨著金士頓市發展經濟， 紐約州全體
民眾都有機會參與其中。在紐約州，我們很幸運有一位州長了解如何建立包容性的
長期經濟成功。」
紐約州參議員小喬治 A. 阿米多瑞 (George A. Amedore, Jr.) 表示，「充滿活力的中
心區對繁榮的經濟至關重要。這些投資將提供新機會、吸引新企業並釋放金士頓市
的真正潛力。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哈德遜谷地區的潛力，這些投資將有助於推動後
世的經濟增長。」
紐約州眾議員凱文 A. 卡希爾 (Kevin A. Cahill) 表示，「這筆新的《中心區復興計
畫》資金將有助於金士頓市社區持續轉型。它將為整個地區帶來經濟活動。這些項
目可以在整個哈德遜谷地區創造就業並帶來機遇。該措施再次體現了州議會和葛謨
州長聽取社區需求，並與當地合作 夥伴合作改善城市並推動經濟增長。」
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郡長麥克 P. 亨恩 (Michael P. Hein) 表示，「從第一天
起，葛謨州長始終關注對哈德遜谷地區和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提供戰略性的
本地投資，這些投資正在加速整個地區的增長。葛謨州長提出包容性，自下而上的

方法發展經濟發展，從而為地區提供必需的工具和資源供其社區成功和發展得更強
大，例如這筆至關重要的《中心區復興計畫》資金。感謝葛謨州長積極主動發揮領
導能力並投資於我們的社區。」
金士頓市市長史蒂夫·諾貝爾 (Steve Noble) 表示，「在紐約州，伴隨我們設法改造
並振興我們的社區，州長制定的《中心區復興計畫》始終是當地社區的重要資產。
伴隨我們目前加速城市復興，對金士頓市來說，《中心區復興計畫》是一個機會，
可以鞏固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釋放我們社區的全部潛力，並以紐約州為我們的隊
友。由於葛謨州長，我們取得了各種進展，我迫不及待想看看我們能夠共同取得哪
些更多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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