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UNIVERSITY) 啟動斥資 7,900 萬美元的

全面能效改進計畫   

  

以紐約州立大學  (SUNY) 清潔能源藍圖  (Clean Energy Roadmap) 為基礎，推進

《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設立的目標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和紐約州立大學合作，每年減少  

2.8 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節省近  600 萬美元資金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石溪分校已經完成了斥資  5,000 多萬美元的節能措施   

  

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  (Public Service Electric and Gas (PSEG) Long 

Island) 提供超過  50 萬美元的能源效率優惠   

  

觀看最近在石溪分校醫院  (Stony Brook University Hospital) 竣工的能效項目的  

視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石溪分校將啟動斥資  7,900 萬美元的全面能源效率

改進計畫，該大學是紐約州立大學系統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ystem) 中的

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中心。這項節能升級計畫完成後，每年將減少  2.8 萬噸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此外，該大學每年還將節省近  600 萬美元的能源成本和維護成

本。此次節能升級是在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電力局最近公佈的清潔能源藍圖的基

礎上開展的，並推進了《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設立的目標，該法案是美

國最領先的氣候變化法律。   

  

「紐約州正在利用多種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節約全州公共建築的成

本，」葛謨州長表示。「石溪分校項目是我們更全面的、領先全國的抗擊氣候變

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為紐約州全體民眾確保更清潔、更綠色的未來。」   

  

「石溪分校是美國一座頂尖的大學和公立大學，被公認為是研究型和本科教育相

結合的領先學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超過 7,900 萬美

元的能源效率改進將使校園現代化，每年為學校節省  600 萬美元，並推進我們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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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清潔能源目標。石溪分校是減少碳足跡的領先例子，利用全州範圍內的節能

投資和項目，幫助我們抗擊氣候變化。」   

  

紐約電力局與紐約州立大學合作，資助並實施了廣泛的改善措施，包括各種節能

措施，如照明、通風，以及對石溪分校的建築物實施建築物管理升級，包括宿舍

樓、科學樓和大學醫院。   

  

校園內正在實施的節能措施鞏固了石溪分校利用節能計畫減少碳足跡的傳統。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電力局和紐約州立大學聯手完成了斥資  5,000 多萬美元

的石溪分校能效升級項目，在節省數百萬美元紫金的同時，減少了近  1.6 萬噸的

大氣溫室氣體排放量。   

  

完成的項目包括照明和通風升級，以及實施紐約電力局創新的紐約能源管理中心  

(New York Energy Manager) 試點項目，紐約能源管理中心是基於網絡的能源數據

管理系統，該系統供客戶實時了解能源使用量的減少情況。   

  

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迄今為止向石溪分校提供了  50 多萬美元的退稅

額，並承諾為校園內正在進行的各個項目提供  170 萬美元的額外退稅額支援。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通過按照清

潔能源藍圖提高紐約州紐約州立大學世界級學院的能源效率，紐約電力局很自豪

葛謨州長邁出重要的一步，實現大膽的氣候目標。石溪分校致力於帶頭實現本州

抗擊氣候變化的目標，這突顯出紐約電力局與紐約州立大學有影響力的合作關

係。」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莉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紐約州

立大學不僅走在清潔能源研究和創新的前沿，我們還致力於建設更節能、更可持

續的基礎設施，從而造福我們的社區和紐約州。葛謨州長在保護環境方面的領

導，以及與紐約電力局以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等州機構以及公共服務電氣公司

等企業的合作，我們所有的校園都在投資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我們為今天

公佈的結果感到高興，並期待著在紐約州立大學其他校園複製這一成功。」   

  

石溪分校臨時校長邁克爾·伯恩斯坦  (Michael A. Bernstein) 表示，「石溪分校全面

參與以負責任的方式管理資源、節約資金，並盡可能提高效率，其中包括利用實

施節能舉措減少我們的碳足跡。根據葛謨州長設立的『建設智慧紐約  (BuildSmart 

NY)』計畫提供的戰略指導，在我們傑出的設施和服務辦公室  (Facilities & Services 

office) 的管理下，紐約電力局取得了成功，這在所有方面都是雙贏的，我們今天

在慶祝這些集體工作之際，自豪地歡迎霍楚爾副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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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員陶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推進《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

案》中設立積極的碳減排目標，需要所有人齊心協力。今天的公告是石溪分校的

另一個例子，在安德魯  M. 葛謨州長領導下，石溪分校奮起迎接挑戰，為子孫後

代保護我們的環境，同時也為學校省錢。走綠色之路、減少碳足跡以及保護我們

的環境，這些都可以通過財政上負責任的方式來實現，我們今天在行動中看到了

這一事實。」   

  

眾議員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通過提高效率來消除能源

浪費是我們能夠採取的最直接的行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推進《氣候領

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設立的有力目標。作為紐約州立大學系統的旗艦大學，石

溪分校的校園應該成為引領新能源模式的榜樣，我們迫切需要減少威脅地球宜居

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石溪分校全面提高能源效率的举措将证明，提高效率消除

能源浪费，可以在減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同时，降低能源成本，並产

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我感謝州

長為減少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能源使用量所作的努力，這將為消費者節省成本

並減少碳排放量。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展示了我們如何在追求清潔能源未來的

過程中利用新技術。」  

  

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主任邁克爾·沃特茲  

(Michael Voltz) 表示，「長島地區的學校和企業正在評估他們的能源使用情況，

並採取節能升級措施以減少能源支出。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感謝石

溪分校利用我們的商業效率計畫和我們對節能設備提供的退稅額，如  LED 照明、

新的暖通空調系統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HVAC) 系統和冷卻器，  

幫助降低運營成本。每天節約能源來支持長島地區清潔能源的未來。」   

  

紐約州立大學的學校占紐約州公立建築的  40%，是紐約州主要能源使用者之一。

今年早些時候公佈的紐約州立大學清潔能源藍圖，代表了約翰遜校長對紐約州立

大學系統提出的可持續發展願景，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是美國最大的綜合高等教育

系統。該計畫由紐約電力局牽頭，並與紐約州其他主要能源機構合作，旨在增加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提高能源效率，並幫助應對氣候變化。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立大學與紐約電力局合作完成了  600 多個紐約州立大

學設施的節能項目，減少了超過  6.2 兆瓦的能源消耗、減少了  4.8 萬噸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並且每年節省  1,21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電力局目前正

在合作，對紐約州立大學另外  30 多座建築實施節能措施，這些項目一旦完成，  

將使紐約州立大學的能源消耗再減少  1.6 兆瓦。  

  



這些能效項目是根據葛謨州長『建設智慧紐約』計畫  設立的計畫開展的，該計畫

是在全州範圍內提高公共建築能效的綜合倡議。   

  

紐約州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葛謨州長提出的綠色新政是全國最積極的氣候與清潔能源計畫，其使本州經濟的

所有行業走上了實現全面碳中和的道路，還設立了目標，即截至  2040 年實現電力

零碳排放量，這一時間比全國的其他州都要早。綠色新政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

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州  46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29 億美元投資、  

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24 年開發將近  1,700 

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2 年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700%。  

  

最近通過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強制規定了綠色新政領先國家的清潔

能源目標：到  2035 年製造 9 兆瓦的海上風力、到  2025 年製造 6 千兆瓦的分散

式太陽能，到  2030 年儲存 3 千兆瓦的能量，與此同時呼籲有序過渡到清潔能

源、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發展綠色經濟。《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還指示

紐約州部門和機構與利益相關方合作制定計畫，使溫室氣體排放量能在  2050 年前

在 1990 年的水平基礎上減少 85%，並把 40% 的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計畫資源投

資在弱勢社區中使他們獲益。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

哩的輸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7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  

紐約電力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

要透過銷售電力的營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 @NYPAenergy、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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