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鮑德溫村  (BALDWIN) 代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REGION) 在第

四輪《中心區振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中勝出

並贏得  1,000 萬美元獎金   

  

州政府將與長島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Long Is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合作，振興鮑德溫村中心區   

  

這是州長制定的綜合方案的部分內容，旨在把社區改造成活力街區並促進地方經

濟發展   

  

中心區振興投資是長島全面發展策略的關鍵內容，旨在振興社區和實現經濟增長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亨普斯特鎮  (Town of Hempstead) 的鮑德溫村代表長

島地區在第四輪《中心區振興計畫》中勝出，並將獲得  1,000 萬美元的資金。與前

三輪《中心區振興計畫》一樣，本州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區各選出一個市政當局領

取 1,000 萬美元的撥款，這標誌著本州另一個總體目標，即提供  1 億美元的資金

和投資來幫助社區推動經濟來把中心區轉變為充滿活力的社區，令下一代紐約民眾

希望在那裡生活、工作和養家。   

  

「藉由此競賽，我們向各地方政府提供挑戰，由他們想出振興其中心區的全面性計

畫，而鮑德溫村確實達成了此目標，」葛謨州長表示。「本計畫奠基於包括長島

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等鮑德溫村現有資源，並聚焦於交通導向的

發展來驅動區域的經濟發展。此計畫不僅有企圖，還非常創新，它的確可以實現。

這是個膽大果敢而且可行的計畫，堪稱魔法。」   

  

「從策略上看，鮑德溫村位於長島鐵路沿線附近，能為居民和遊客提供商務、銷售

和休閒機會，正是持續發展的要素之一，」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中心區振興計畫》中的資金將可推動鮑德溫村中心區的發展工

作，並增加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的經濟活動。藉此目標準確的投資，我們將可

延續我們的承諾，強化全州各地社區並確保現在與未來持續成功。」   

  

鮑德溫村   

  

鮑德溫村的《中心區振興計畫》目標地區位於亨普斯特鎮內，以大街  (Grand 

Avenue) 的商業廊道為中心，距離接近長島鐵路鮑德溫  (Baldwin Long Island Rail 



 

 

Road) 車站和周遭的零售、商業、政府機關以及公共休閒設施聚落。該鎮採取策略

性的整合作為來振興鮑德溫村，以創新的分區和設計準則，朝建造一個充滿活力的

經濟活動中心的目標邁進，力求成為主要的投資標的地區。運用此工作成果作為未

來發展的架構，《中心區振興計畫》的補助將推展社區的願景，以活躍的長島鐵路

車站為中心打造出對行人友善的混合用途中心區。   

  

長島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Long Is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對該地區各社區提交的方案進行了嚴格的審核，考慮了下面全部七個條件，然後推

薦鮑德溫村作為其提名優勝方：   

  

•  中心區應佈局緊湊，並且具備輪廓分明的邊界線；   

•  中心區能夠運用目前或催化未來的對街區及其周圍地區的公共和民間投

資，；  

•  中心區內或附近地區近期或即將有新的就業崗位產生，可以把勞動者吸引到

中心區，支持再開發並維持永續發展；   

•  中心區必須是有吸引力的宜居社區，適合各個年齡層的多元化人口，包括現

有的居民、千禧世代、技術勞動力；   

•  地方當局應具備或有能力制定並執行政策，用來改善宜居性和生活品質，包

括使用當地預留土地、現代的區劃和停車標準；完整的街道規劃、節能專

案、環保工作、以及大眾運輸導向的發展；   

•  地方當局應實施開放健全的社區參與過程，以實現中心區振興願景並建立將

包括在《中心區振興計畫》策略投資計畫中的專案和計畫候選清單；以及   

•  地方當局已確立轉型專案，並且只需在最初一兩年獲得《中心區振興計畫》

注資即可投入實施。   

  

鮑德溫村在第四輪中心區振興計畫的獲勝，使其有權獲得 1,000 萬美元的州撥款和

投資用來振興其中心區街區，並創造新機會以實現長期發展。現在鮑德溫村也加入

前三輪計畫得主威斯伯里  (Westbury)、希克斯維爾（Hicksville （牡蠣灣 (Oyster 

Bay)））和中伊斯利普  （Central Islip（伊斯利普 (Islip)））的行列，代表長島地區

獲得《中心區振興計畫》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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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葛謨州長的領導，長島地區和紐約各地

的社區無不從《中心區振興計畫》獲益，而在鮑德溫村，這筆獎金將運用州政府對

長島鐵路的投資，支持大眾運輸導向的發展，升級關鍵基礎設施等多種方式讓未來

世代雨露均霑。」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鮑德溫村是拿騷郡和整個長

島地區的重要中心地點，值得這項重大的認同。藉由策略性投資各種能夠改善本社

區多處美麗街景的專案，我們的各處都市中心將在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努力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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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區振興計畫》正

逐一幫助紐約各地的社區獲得改善。藉由投入  1,000 萬美元供鮑德溫的未來發展使

用，州政府支持實質支持了地方當局對企業、居民和通勤族等族群裨益的作為。  

自 2011 年起至今，葛謨州長持續優先支持拿騷郡和薩福克郡  (Suffolk) 的經濟展

望，已在長島地區投資了近  3 億美元。」   

  

州參議員陶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鮑德溫村的《中心區振興計

畫》將是改變當地居民和企業的關鍵行動。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對我們社區的這筆

投資，我也將和我在政府的夥伴和地方領袖一起持續努力，確保本專案能夠為鮑德

溫村和長島地區發揮最大效益。」   

  

州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鮑德溫村今天成為葛謨州長的

《中心區振興計畫》最新的勝利得主，我深以為傲。現在鮑德溫村將獲得  1,000 萬

美金供其未來的計畫和實施之用，未來企業將蓬勃發展，居民可得到更易於運用、

更便利的大眾運輸，也將帶來更大的社區驕傲。今天對本社區和整個長島地區來說

都是令人興奮的一天。」   

  

州眾議員泰勒·達令 (Taylor Darling) 表示，「鮑德溫村在《中心區振興計畫》獲勝

可謂實至名歸，該計畫已在全州各地社區進行目標準確的投資，讓各地社區為未來

世代的居民、企業和訪客做好準備。我期待看到鮑德溫村利用這  1,000 萬美元能夠

實現的成就，也將親眼見證本社區如何持續發展興旺。」   

  

州眾議員茱蒂·葛瑞芬  (Judy Griffin) 表示，「恭喜鮑德溫村代表長島地區在最新一

輪的《中心區振興計畫》獲勝。鮑德溫也將和島上其他社區一樣，展現其最有利的

資源並見證效率卓著的發展，未後續更多投資佈好舞台。感謝葛謨州長的《中心區

振興計畫》，我們將見證此處的種種美好發展在長島地區各地引起漣漪效果。」   

  

長島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長島協會  (Long Island Association) 會長凱

文·勞  (Kevin Law) 表示，「我們必須確保長島地區持續成為紐約民眾的主要生

活、工作和娛樂區域，而要實現此目標，對中心區的投資可謂至關重要。恭喜鮑德

溫村獲此殊榮。」   

  

長島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霍夫斯特拉大學  (Hofstra University) 校長

斯圖爾特·拉比諾維茨  (Stuart Rabinowitz) 表示，「如鮑德溫村一般的社區乃是長

島地區的血脈，投資該地的中心區無疑可使本區域更茁壯。今天對鮑德溫村和整個

長島地區來說都是美好的一天。」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鮑德溫村被葛謨州長的《中心區振

興計畫》選為補助對象，令我感到非常興奮。這筆資金將可讓鮑德溫村的中心區終



 

 

於得以發揮潛力，並吸引更多新家庭、觀光客和企業，拖動我們地方的經濟。這也

是我們正在持續進行的中心區振興工作的一部分，這些工作將有助於留住我們的年

輕人並擴大稅基，讓拿騷郡成為更好的居住、工作和娛樂環境。」  

  

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Hempstead)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我在此

感謝州長的英明領導，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頒布這項《中心區振興計畫》獎項，我們終於能夠為鮑德溫村實現真正的

轉型計畫。過去  17 年來，大街廊道已經飽受重複失敗的都市更新計畫所害。在我

上任以來，我們改變方針，對廊道實施大眾運輸導向的區劃方式，力求打破失敗的

循環。這次重新區劃將可允許更多用途，並帶來鼓勵民間投資的優勢密度。我們將

使用這些資金來進一步強化我們在區劃工作方面的努力，美化街景、綠化基礎設

施、舒緩交通和投資混合用途的開發案，為我們的居民帶來更多住宅、辦公和零售

空間的選項。這遠比對這條大街注入生命活力更有效果，而且是一種可重複實施的

永續經濟發展模型，身為一鎮之長，我很自豪能為本鎮導入這種方法。」   

  

鮑德溫村如今將從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振興計畫》補助款中拿出  30 萬美元的

規劃資金，開始制定振興中心區的策略投資計畫。地方規劃委員會  (Local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包括地方當局代表、社區領導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該委員會將

領導這項工作，並由民間的專家和州政府規劃人員組成的團隊提供支持。鮑德溫村

中心區的策略投資計畫將審查地方資源和機會，並找出符合社區對中心區所設定的

振興願景之經濟開發、交通、住宅以及社區等方面已準備好實施的專案。鮑德溫村

中心區的策略投資計畫將引導《中心區振興計畫》的補助款對各種振興專案進行投

資，運用紐約州提供的高達  1,000 萬美元加以擴張並推展社區的中心區願景。針對

第四輪《中心區振興計畫》提出的方案將在  2020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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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