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奧爾巴尼市  (ALBANY) 克林頓廣場  (CLINTON SQUARE) 街區建設轉

型項目作為  1,000 萬美元撥款的內容   

  

12 個中心區振興項目增強了該街區作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中心的地位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奧爾巴尼市克林頓廣場街區的  12 個轉型項目，以此

作為 1,000 萬美元中心區振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撥款的

一部分。克林頓廣場街區的戰略投資將增強該街區作為首府地區中心的地位，  

並突出該地區的自然地標和景點、活動和娛樂，以及繁榮的藝術活動。州長持續

設法振興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經濟，並為首府地區創造更多機會，這些投資

是其中的內容。   

  

「對克林頓廣場街區的這些專項投資將有助於加強該街區作為通往首府城市  

(Capital City) 中心的歷史門戶的地位，」葛謨州長表示。「通過對基礎設施、經濟

適用房和商業社區的投資，我們可以幫助吸引更多的新企業、居民和遊客來到奧

爾巴尼市。」   

  

奧爾巴尼市的克林頓廣場街區在  2018 年 9 月被提名為第三輪中心區振興計畫的

贏家。奧爾巴尼市將重點把克林頓廣場街區變為省會城市的門戶。這一佈局緊湊

的步行區域，歷史悠久，擁有豐富的藝術和文化資產，容易到達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是五個城市投資區的匯集之處。克林頓廣場將成為繁榮的門戶區

和獨特的中心，其將繁華的中心區和倉庫區  (Warehouse District) 聯係在一起，  

並促進那裡的發展。這股勢頭將透過改善公共基礎設施、私人項目發展和對藝術

和娛樂的大力投資延展至艾伯丘  (Arbor Hill) 和謝里丹谷  (Sheridan Hollow) 街區。

該市期待透過填充式開發、通道改善工程和住房專項復興計畫復興克林頓廣場，

從而為遊客和居民帶來福祉。   

  

透過中心區振興計畫獲得撥款的具體項目包括：   

  

改善克林頓大道  (Clinton Avenue) 的行人體驗：改善通往克林頓廣場街區

的克林頓大道街景的視覺吸引力、功能和安全性。該項目包括在中心區振

興計畫邊界內設計和建造改善百老匯  (Broadway) 至北鷹街 (North Hawk 

Street) 的街景，以及改善行人安全。該設計的特色是改善社區門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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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和自行車的、增強行人照明設施、樹木種植和景觀美化、新增交通

信號、街道設施或其他設施、垃圾桶，以及增強其他潛在的基礎設施。

（2,818,010 美元）  

  

為首府地區藝術家社區創造生活、工作和展覽空間：建造克林頓廣場工作

室 (Clinton Square Studio)，這是一棟六層樓的混合用途建築，位於百老匯和

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的街角，由  70 套價格合理的生活 /工作閣樓組成，

專為藝術家和一樓的零售和社區空間設計。該項目將容納當地首都話劇團  

(Capital Repertory Theatre) 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吸引該地區各地的藝術家，

並提供畫廊和活動空間以吸引遊客來到克林頓廣場街區新興的娛樂場所。

（2,000,000 美元）  

  

用動態的直線型彈出式公園啟動人行天橋：建設一個活躍的場所，即奧爾

巴尼偶发艺术廣場  (Albany Happening)，沿未來的人行天橋提供場所給彈出

式活動，旋轉貨攤和積極的公共使用。這座人行天橋是一個改造性的公共

領域項目，它將把碼頭街  (Quay Street) 到克林頓大道的未充分利用的坡道

改造成獨特的直線式公園，連接中心區和哈德遜河沿岸。該場館位於碼頭

街匝道，將為人行天橋的活動添彩，吸引居民和遊客來到中心區振興計畫

地區。其中的改進將包括路面鋪設、照明、座位、景觀美化、電力和供水

服務。（1,100,000 美元）  

  

在聯邦公園  (Federal Park) 創建克林頓市場綜合體：改造聯邦公園，從而給

初創企業創造新市場概念和試驗場。該項目提出的活動，即多樣化的彈出

式零售、由當地藝術家安裝的設施、簽名活動和改善的步道銜接，確定了

克林頓廣場街區的角色，既是迷人的目的地，又能夠用於介紹獨特且充滿

活力的當地藝術和商業場所。（1,000,000 美元）  

  

給新人行天橋建造獨特的入口：建造通往人行天橋的充滿藝術感的，標誌

性的入口，即連接中心區和哈德遜河沿岸的新直線式公園。人行天橋入口  

(Skyway Gateway) 位於 787 號州際公路在克林頓大道的出口坡道，將包括

裝飾性的遮陽結構、鋪路石、照明、景觀和一面座椅牆，為進入公園創造

標誌性的時刻。（800,000 美元）  

  

加強奎肯布什廣場  (Quackenbush Square) 的連通性和行人安全：從奎肯布

什車庫 (Quackenbush Garage) 到皇宮劇院 (Palace Theater) 建造有吸引力的

景觀步行走廊和改善的人行道和人行橫道。加強奎肯布什廣場的綠化、  

照明、座位和指路標誌，改善擬建的新停車場入口和百老匯之間的行人走

廊，這將增強銜接和安全性來給居民和訪客帶來更好的體驗，從而銜接奎

肯布什車庫、聯邦公園、皇宮劇院和泵房  (Pumphouse) 的首府精釀飲料步



 

 

道 (Capital Craft Beverage Trail) 潛在的中心區振興計畫投資。（650,000  

美元）  

  

重新設計主要行人通道及車輛通道，以確保安全及啟發性的使用：沿著斯

圖本街 (Steuben Street)、哥倫比亞街  (Columbia Street) 和利文斯頓大道 

(Livingston Avenue) 的主要行人通道和車輛通道設計和安裝街景改善設施。

街道景觀設計將包括改善人行道和自行車、增強行人照明、種植和美化樹

木、提供街道設施或其他設施以及垃圾桶。（400,000 美元）  

  

用有照明設施的人行隧道點亮利文斯頓大道：利用藝術照明燈光點亮利文

斯頓大道鐵路橋地下隧道，以改善行人安全，並在百老匯建造有吸引力的

入口。（250,000 美元）  

  

為奎肯布什車庫增加車輛和行人入口：建造從蒙哥馬利街  (Montgomery 

Street) 到奎肯布什車庫的第二個入口通道，給皇宮劇院、奎肯布什廣場、

奎肯布什廣場眾多的餐飲和零售選擇，以及未來的人行天橋提供更加安全

的通道。新增的入口將使車庫在非高峰時段的入口容量增加  50%，在高峰

時段增加 33%。（250,000 美元）  

  

為艾達亞伯勒住宅  (Ida Yarbrough Homes) 穩定平價的住房提供額外的住房

和道路：在艾達亞伯勒住宅開發多達  10 套新的自有住房，從而為低收入家

庭提供房屋財富建設和自有住房的途徑，並促進該地區的活力、凝聚力和

共有意識。（200,000 美元）  

  

為當地的咖啡公司創造空間，使其成立其第一家獨立的咖啡館：在利文斯

頓大街 71 號建造一座兩層大樓，作為死亡之願咖啡公司  (Death Wish 

Coffee Company) 的第一家獨立品牌咖啡館。該建築將包括帶有戶外座位的

臨街咖啡空間、零售區域和品鑒室。（160,240 美元）  

  

用四幅大型壁畫使克林頓廣場充滿活力：委託、完成和宣傳在克林頓廣場

內醒目的牆壁上的四個大型壁畫項目。這些壁畫將為通往中心區的重要門

戶增添個性和視覺趣味，並把公共藝術景觀延續到克林頓廣場以提高步行

能力。（71,750 美元）  

  

奧爾巴尼市制定了一項策略投資計畫  (Strategic Investment Plan)，旨在利用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振興計畫撥款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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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廣場街區的戰略投資計畫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識別經濟



 

 

開發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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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願景並已準備好實施。   

  

中心區振興計畫項目是葛謨州長承諾持續發展奧爾巴尼市和首府地區的最新例

證。  

  

「奧爾巴尼市歷史悠久的克林頓廣場街區是我們的首府城市的門面，這筆投資將

確保社區能推動重要的振興項目，」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

「作為中心區振興計畫的一部分，這筆資金將支持提升該地區藝術、文化和歷史

的項目，包括沿人行天橋修建活動場所、經濟適用房和改善行人街景。中心區振

興計畫著眼于創造新工作、商業和住房，為中心區帶來持久的變革，這些都是在

全州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長期工作內容。」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奧爾巴尼市的克林頓廣場

街區已準備好復興。通過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興計畫，利用充滿活力和明智的投

資，這個街區將成為藝術家、商販和更多人士的目的地。中心區振興計畫正在克

林頓廣場等街區發揮真正的作用，我期待著這些項目的實施。」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

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通過中心區振興計畫對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克林頓

廣場街區進行戰略投資，這將創造人們願意在那裡生活和工作的基礎設施和充滿

活力的場所來改造和振興奧爾巴尼市的部分城市核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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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公告確認了本州

在首府地區和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投資。由於州長的領導，這項投資將幫助修復和

維護通往首府城市門戶街區的基礎設施和住房。」   

  

參議員奈爾  D. 佈雷斯林  (Neil D. Breslin) 表示，「除了利用專項投資來更新社

區，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興計畫為奧爾巴尼市所能提供的事物帶來了新的自豪感

和興奮感。這些專案將在周邊社區產生連鎖反應，從而帶來更多的遊客，更多的

經濟發展，並為整個城市帶來積極的結果。」   

  

眾議員派翠西亞·費  (Patricia Fah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首府地區經濟發展委

員會 (Capital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認識到我們的首府城市應該得

到投資和機會。這些項目將改變克林頓廣場街區，使其成為受到整個地區居民歡

迎的中心，同時加強我們的城市核心。」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奧爾巴尼市完全有理

由慶祝，因為我們迎來了中心區振興計畫的最新篇章。克林頓廣場將見證項目取



 

 

得成果，這些項目將改革街區，並促進進一步的理性發展。我感謝葛謨州長和地

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為奧爾巴尼市提供了真正的投資。」   

  

科凱銀行  (KeyBank) 市場總裁兼首府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Capital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露絲·馬洪尼  (Ruth Mahoney) 表示， 

「選定的項目補充了委員會的工作，即利用我們的優勢支持和鼓勵整個首府地區

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從而創造創新的、有吸引力的社區。」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

「對於奧爾巴尼市和奧爾巴尼郡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因為克林頓廣場街

區意識到，這些項目將重塑我們的城市景觀。中心區振興計畫已經在全州實施，

我很自豪地看到我們的社區有機會利用這項投資。」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因為這些項目，奧爾巴尼市

正躍入未來，並歡迎未來幾代的紐約民眾。克林頓廣場街區通過中心區振興計畫

實施的改革將成為關注點。通過明智地投資那些將產生切實效果的項目，我們正

在給這個社區一個機會，讓它成為真正的城市中心。」   

  

奧爾巴尼投資公司  (Capitalize Albany Corporation) 總裁薩拉·萊金奈里  (Sarah 

Reginelli)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興計畫，奧爾巴尼市的一個街區將很

快成為整個地區羡慕的對象。從改善街景到促進藝術和文化中心，克林頓廣場街

區的振興將真正成為城市的展示視窗，並帶來更多的遊客、企業和居民。」   

  

更多關於中心區振興計畫的資訊，請瀏覽：www.ny.gov/programs/downtown-

revitalization-initia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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