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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全民共用寬帶』這一領先全國的目標取得全面進展  

 

全體紐約民眾有  97% 的人將能夠用上高速寬帶，目標是到  2018 年年底  

讓全體紐約民眾享用此項服務  

半數未享用到寬帶服務的家庭和企業將利用第一輪寬帶撥款與查特通訊  

公司  (Charter) 部署計劃解決問題   

 

紐約州北部地區  200 多萬戶家庭將在  2017 年年初實現寬帶速度升級  

——這比計劃時間提前了將近  2 年  

 

第二輪  RFP 撥款指南和申請問題請見此處  

 

2016 - 2018 年全州寬帶分佈圖請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紐約寬帶計劃已朝著實現全民共用寬帶這一領先全

國的目標取得全面進展。查特通訊公司與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  (Time Warner 

Cable) 合併，隨後制定了四年部署計劃，用來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目前未用上寬帶

的  14.5 萬戶家庭提供服務。此外，截至  2017 年年初，查特通訊公司還將讓在其

紐約州北部服務區域內的  200 多萬個家庭和企業實現每秒  100 兆的網速，紐約州

北部服務區域包括布法羅市  (Buffalo)、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錫拉丘茲市  

(Syracuse)、賓漢頓市  (Binghamton)、奧爾巴尼市  (Albany)。 

 

州長還公佈了新紐約寬帶計劃的首輪金額，這筆資金將讓  3.4 萬戶家庭首次接入

高速互聯網。這些舉措達成后，將保障紐約民眾  97% 的人獲得在  21 世紀經濟中

取得成功所需的寬帶接入，目標是到  2018 年年底讓全體紐約民眾用上此項服務。  

 

「接入高速互聯網對跟上當代經濟日益增長的需求而言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

示。「新紐約寬帶計劃推進了我們建設具有包容性的互聯社區的願景，這些社區

賦權給個人、支持小企業并推動創新。這些舉措朝著在全國建設強大的寬帶基礎設

施網絡邁進了一大步，并保障紐約全體民眾都能用上可靠的高速互聯網。」   

 

基於已經取得的進展，州長宣佈針對第二輪紐約州寬帶計劃發佈招標書。該計劃旨

http://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BroadbandMaps.pdf


在進一步向紐約州最偏遠的地區擴展寬帶，從而增強與數百萬紐約民眾的聯繫。  

 

公共服務主席奧黛麗·吉比曼  (Audrey Zibelman) 專員表示，「葛謨州長和立法

機構提供新授權以保障對公共互聯網進行線纜整合，因此，委員會在批准查特通訊

公司收購時代華納公司時促成查特通訊公司保證履行重要的條件，以實現建設更高

速的寬帶網絡，并大量擴建基礎設施來服務于另外  14.5 萬戶家庭。我們高興地報

告，查特通訊公司正計劃把網速升級到  100 兆，這比規定的期限提前了兩年并兌

現了該公司的擴建承諾。今天的公告是葛謨州長提出的全民共用寬帶計劃的一個重

要里程碑。」  

 

查特通訊公司政府事務執行副總裁凱瑟琳 ·薄西金  (Catherine Bohigian) 表示，

「我們很高興與葛謨州長及其政府合作。查特通訊公司承諾對紐約投資，從而為更

多未獲得服務的家庭提供寬帶，并為我們服務的社區提供更快的寬帶速度。我們已

經開始推行這些計劃，并期待為我們在紐約地區的客戶提供改進后更具價值的產品

和服務。」  

 

新紐約寬帶計劃的設計  

 

新紐約寬帶計劃設計用於保障紐約大多數偏遠社區獲得需要並且應得的高速互聯網。

該計劃支持部署先進技術以實現州長的目標，即到  2018 年年底向紐約大多數地

區的民眾提供至少  100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并在紐約州大多數偏遠地區實現  25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作為此次速度升級的成果，用戶將能夠用  11 分鐘下載完高

清電影，相比之下，非寬帶下載需要  2.3 個小時，而信用卡交易的處理速度將提

升五倍。 

 

獎金獲得者將通過『逆向競投』方式評選，逆向競投優先考慮以最低政府撥款金額

為每戶新家庭提供服務的投標方。為避免重複成本，查特通訊公司的服務區域被從

第一輪競投中剔除。紐約州寬帶計劃辦公室因此能夠按照高針對性的範圍運作，并

設計適用於全州的創新拍賣過程，與此同時保護州政府資金。  

 

第一輪獎金獲得者  

 

第一輪競投的申請期結束后，專家顧問團協助寬帶計劃辦公室  (BPO) 審核申請，

以保證投標方提交的項目符合新紐約寬帶計劃的穩健目標和預期。作為第一輪競投

的組成部分，寬帶計劃辦公室的撥款將為寬帶部署項目帶來  7580 萬美元的總投

資，其中 5420 萬美元由政府提供，另外  2160 萬美元由私人投資提供。與新紐

約寬帶計劃的願景一致，第一輪資金的  80% 將提供給面向紐約北部各  REDC 區

域內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的項目。  

 

這些項目共計將部署近  1.8 萬英里的寬帶基礎設施。獲獎項目覆蓋紐約州北部  18 



座圖書館和  96 個社區錨機構，其中包括政府大樓、醫療中心、高等教育機構、幼

兒園到 12 年級基礎教育學校、公共安全場所。25 個獲獎項目面向未獲服務的和

服務不足的地區，跨越  27 個縣，包括阿第倫達克山區  (Adirondacks) 和卡茨奇

爾山區 (Catskil ls) 人口稀少的地區，而不考慮人口密度。  

 

其中  24 個獲獎項目將為家庭鋪設光纖，為未獲服務的和服務不足的社區提供電纜

數據服務接口規範  (DOCSIS) 技術，大多數客戶將能夠獲得與美國境內技術最先

進地區同等水平的千兆系統。項目將服務於  3 萬多戶家庭，如果不是政府對寬帶

基礎設施進行投資，這些家庭會被落在後面。第一輪競投的獎金：  

阿姆斯特朗電信公司  (Armstrong Telecommunications, Inc.) - 3,930,189 美元 

阿姆斯特朗電話公司  (Armstrong Telephone Company) - 1,778,256 美元 

哈蒙德紐約公司附屬市民電話公司  (Citizens Telephone Company of 

Hammond, N.Y., Inc.) - 3,316,810 美元 

紐約州電信服務公司  (Empire Access) - 3,396,374 美元 

邊疆通信公司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 3,339,543 美元 

日耳曼敦電話公司  (Germantown Telephone Company) - 2,512,562 美元 

海菲爾電視公司  (Haefele TV Inc.) - 271,568 美元 

漢考克電話公司  (Hancock Telephone Company) - 4,915,920 美元  

卡茨奇爾之心通信公司  (Heart of the Catskills Communications) - 1,224,946 

美元 

瑪格麗特維爾電話公司  (Margaretville Telephone Company) - 4,791,505 美元 

中哈德遜數據集團  (Mid-Hudson Data Corp) - 1,009,339 美元 

國家電話公司  (State Telephone Company, Inc.) - 8,720,560 美元  

TDS 電信公司  (TDS Telecom) - 9,393,753 美元 

米德爾堡電話公司  (The Middleburgh Telephone Company) - 5,562,548 美元  

 

第二輪啟動  

 

第二輪新紐約寬帶計劃於今日啟動，該輪計劃面向更多未獲服務的和服務不足的家

庭及企業，包括威瑞森公司  (Verizon) 本應通過聯邦通訊委員會的連接美國基金  

(CAF) 提供服務的部分地區。第二輪招標書指南和申請問題目前發佈在紐約州寬

帶計劃辦公室  (BPO) 的網站上。 

 

去年，威瑞森公司選擇拒絕接受連接美國基金，轉而敦促紐約州寬帶計劃辦公室和

公共服務部發起一項運動以說服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向紐約這些地區分配原始

資金。紐約州議會代表團隨即跟進，主張聯邦通訊委員會堅持完成其初始提案。在

上月召開的會議期間，聯邦通訊委員會回應了紐約州的顧慮并接受請求，表示至少

與各州商討設計全國競投，從而以最佳方式利用資金。寬帶計劃辦公室正在準備額

外的反饋信息，以尋求按照連接美國基金的第二輪資金調整新紐約寬帶計劃。  

 

http://nysbroadband.ny.gov/new-ny-broadband-program/phase-2


新紐約寬帶計劃的第三階段和最終階段定於  2017 年年初啟動，這兩個階段將消

除所有剩餘的未享受到寬帶服務的區域。各  RFP 將包含優化和改進的內容，讓寬

帶計劃辦公室能夠把計劃推進到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利用這三個  RFP 的積累

過程，紐約州將實現全民共用寬帶的終極目標。  

 

紐約州電信協會  (NYS Tel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主席鮑勃·帕克特  

(Bob Puckett)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已經並將繼續比美國所有其

他的州做出更多努力，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高速寬帶。他為設立新紐約寬帶計劃而

開展的行動將給紐約州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并豐富全體紐約民眾的生活，無論他

們生活在紐約哪個地區。」 

 

紐約州開發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哈瓦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因為葛謨州長提出的全民共用寬帶的願

景，紐約州各地有更多民眾了解到高速互聯網連接為其學校、住宅以及企業帶來的

好處。透過優先投資給最需要高速互聯網的社區，我們能夠清除對獲取和創建長期

解決方案而言存在已久的障礙，從而在紐約州每個角落促進就業增長并增加經濟機

會。」 

 

紐約州開發公司寬帶與創新執行副總裁杰弗里·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表

示，「我們對第一輪獲勝者的成功表示祝賀。我們設立的競投過程創造了巨大的

利益，我們興奮地宣佈將在  8 個 REDC 區域內展開頂尖技術的寬帶項目，從而為

成千上萬個尚未用上寬帶的客戶提供服務。伴隨宣佈這些獎項，我們立即把工作核

心轉向第二輪競投，以繼續確保州長提出的全民共用寬帶的願景延伸到其餘仍然需

要服務的家庭和社區。」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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