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科寧保健教育中心  (CORNING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盛大開業   

  

本專案標誌著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斥資  3,550 美元的再開發專案一期

工程竣工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 

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如需查看新建保健教育中心的照片請點擊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南部地區斥資  3,550 萬美元的投資專案的一

期工程現已竣工。位於斯托本縣  (Steuben County) 科寧市  (City of Corning) 的新建

科寧社區學院保健教育中心  (Corning Community College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佔地面積達  21,000 平方英呎，已於今天舉行了剪綵儀式。該中心將囊括社區大學

的護理和社區及公共保健學術項目，今秋即可開課。此外，針對此前科寧醫院建築

的再開發專案將最終修建一批以市價為標準的住宅公寓、辦公大樓和零售空間。自  

2014 年 7 月一座新建醫院在科寧市東部  (East Corning) 開業後，此前科寧醫院舊

址就已經閒置不用了。  

  

「這是紐約州南部地區的一項重要投資，也充分展示了透過本地資產資本化，我們

將能夠繼續吸引頂級私募投資，為紐約民眾創造就業，」州長葛謨表示。「透過

為下一代工人提供最佳培訓機會，我們不僅能夠確保紐約各地的家庭可以獲得頂級

醫療保健服務，還能為勤勞民眾提供優質工作機會，促進本地區的崛起、騰飛。」  

  

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在參加剪綵儀式時表示，「作為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的主席，我常常聽到僱主談及急需更多

具有針對性的勞動力培訓。這座新建中心將解決這一擔憂，將紐約州南部地區定位

成一個醫療保健業高技能勞動力發展和就業招聘的優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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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的二期工程將新建  85 套市價公寓房，以及佔地面積至少  5,000 平方英呎的

商用空間。  這期工程預計將在  2018 年啟動，2019 年竣工。三期工程則預計將另

外修建 40 套公寓房，以及一處佔地面積為  2,500 平方英呎的商用空間。預計這期

工程則將在  2020 年啟動，2022 年竣工。  

  

為了支持這一開發專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正在向斯

托本縣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Steuben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注入高

達 800 萬美元的州政府激勵資金。其中  600 萬美元將透過「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 上州振興計畫  (Southern Tier Soaring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補助金發

放，另外高達  200 萬美元則已經透過資本補助金  (Capital Grant) 進行發放。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今天實現的這一里程碑再次證明了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區域戰略規劃擁有

強勁的發展勢頭，透過吸引大量私營部門投資來充分刺激經濟增長。」  

 

參議員湯姆 ·奧瑪拉  (Tom O'Mara) 表示，「科寧社區學院  (Corning Community 

College，CCC) 保健教育中心是一次令人興奮不已的公私合作的傑作。這標誌著科

寧市、斯托本縣乃至整個紐約州南部地區的長期經濟、教育、醫療保健品質和實力

都得到了重大改善。我們衷心感謝本州、當地和私營部門領袖對這一本地亟需的、

能夠帶來巨大改變的頂級專案所做出的持續承諾和投資。」 

  

州眾議員費爾 ·帕爾梅薩諾  (Phil Palmesano) 表示，「這對科寧市和斯托本縣來說

的確是個改革式的專案。  科寧社區學院保健教育中心將成為紐約州南部地區醫療

保健業的發展基石。這將給當地工人、本地經濟、更重要的是本地居民享用的醫療

保健服務品質帶來令人興奮的長久益處。我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及其政府、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和所有本地公共和私營部門的領導人們所做出的持續承諾，他們在本

專案的每一步發展過程中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科寧市市長裡奇 ·內格利  (Rich Negri) 表示，「科寧保健教育中心於今天盛大開

業，展示了本地區的確在崛起、騰飛。幸虧有了葛謨州長對本市的投資，勤奮的人

民幫助修建了這座宏偉的教育中心，並將支持修建接下來的兩期工程。這一再開發

專案不僅能夠為本地居民提供工作機會，還能為整個地區的家庭提供住房和醫療保

健機會。」  

  

紐約南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Southern Ti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TREDC) 聯合主席、科寧公司  (Corning Enterprise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湯姆 ·特蘭特  (Tom Tranter) 和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校長

哈維 ·斯藤格  (Harvey Stenger) 表示，「此次公共-私營投資的規模向大家發出了一

個明確的訊息，即斯托本縣是拓展業務的好去處，將會譜寫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壯美

篇章。辛虧有了葛謨州長的對刺激經濟增長所提出的願景和承諾，本地區切切實實

地在崛起、騰飛。」  



 

 

科寧社區學院院長凱瑟琳  P. 道格拉斯  (Katherine P. Douglas) 博士表示，「科寧

社區學院保健教育中心是公共 /私營部門之間強勢合作之典範。有了這筆投資，本

學院將改革醫療保健教育，為專業人士進入這個預期增長率高達十位數以上的行

業，擁有有意義重大、碩果累累的職業生涯爾做好充分準備。」  

  

斯托本縣工業發展局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IDA) 執行董事詹姆士 · 

約翰遜  (James Johnson) 表示，「斯托本縣工業發展局  (IDA) 及其董事會很高興

能夠參與這一令人興奮不已的專案。該專案將幫助培訓本地區下一代醫療保健提供

商，成為科寧市未來再開發專案的發展基石。  紐約州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程式提供的支援在推動再開發專案的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古瑟瑞科寧醫院  (Guthrie Corning Hospital) 的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Chief Operating 

Officer，COO) 兼高級副總裁  (Senior Vice President，SVP) 賈瑞特 ·胡佛  (Garrett 

Hoover) 表示，「公私合作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發放的補助金使得對這一地區進行

再開發成為可能。  古瑟瑞門診  (Guthrie Clinic) 和古瑟瑞科寧醫院很榮幸能夠成為

這一傑出專案的合作夥伴。  但這次合作不僅修建了一座設施一流的教育機構，還

關乎當地民眾。  科寧社區學院教職員工將透過教育未來勞動力隊伍爾帶來積極影

響；未來的護士們將能夠為在此生活、工作和遊覽的人們提供醫療服務。  這才是

本專案所帶來的真正影響。」  

  

利德曼公司  (Riedman Companies) 的開發商戴維 ·利德曼  (David Riedman)  

表示，「科寧社區學院保健教育中心的剪綵儀式標誌著科寧古瑟瑞醫院再開發工

程第一階段的竣工。在該地段上新建的大樓繼承了該醫院的傳統風格，為本社區呈

上了一座設施一流的保健教育中心。我們計劃在該地段餘下區域修建市價住房，作

為保健教育中心的附屬建築，並將科寧市的建築設計風格融入到我們的設計之中。

透過這種方式，丹尼森  176 號 (176 Dennison) 的再開發工程將自然爾然地融入到

整個社區建築風格之中。  與此同時，我們還能為科寧市提供其亟需的優選住房服

務。 馬克·伯賽爾 (Mark Purcell) 和我希望為科寧社區學院獻上誠摯的祝賀，祝賀

他們實現這一重大里程碑，並期待著能夠在科寧市繼續進行開發。」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

地區投入超過  31 億美元，這為該計畫奠定了基礎，吸引智慧型人才、發展企業並

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

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

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

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10,200 份

新工作。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https://ecowa.exec.ny.gov/owa/redir.aspx?REF=qq6Bz72IoVRWxy1WY13z8PevqHaDoNzwHvmDtQ_ebGrKeRthNOTUCAFodHRwOi8vcmVnaW9uYWxjb3VuY2lscy5ueS5nb3YvY29udGVudC9zb3V0aGVybi10aWVyI19ibGFu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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