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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即時發佈：：：：2015年8月20日 州長州長州長州長ANDREW M. CUOMO

紐約州 | Executive Chamber 

Andrew M. Cuomo | 州長 

 

州長州長州長州長CUOMO給給給給UTICA帶來帶來帶來帶來「「「「一日首府一日首府一日首府一日首府」，」，」，」，宣佈宣佈宣佈宣佈31點綜合計劃點綜合計劃點綜合計劃點綜合計劃，，，，以推進以推進以推進以推進MOHAWK 

VALLEY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地區發展 

 

州長內閣前往州長內閣前往州長內閣前往州長內閣前往Utica，，，，決策如何增强決策如何增强決策如何增强決策如何增强Mohawk Valley經濟發展和加强社區經濟發展和加强社區經濟發展和加强社區經濟發展和加强社區 

 

州長啓動州長啓動州長啓動州長啓動Nano Utica計劃下一階段計劃下一階段計劃下一階段計劃下一階段，，，，預計近預計近預計近預計近2000個新職位個新職位個新職位個新職位，，，，以及超過以及超過以及超過以及超過20億美元的初始私億美元的初始私億美元的初始私億美元的初始私

人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人投資 

 

州長Andrew M. Cuomo今天前往Utica，啓動Mohawk Valley地區「一日首府」計劃的第

二階段。州長內閣會見了社區成員，商界領袖和政府合作夥伴，決策州政府如何合作，以

提高經濟發展和加強Mohawk Valley社區。作為利益相關者反饋結果，州長宣佈一項31點

綜合計劃以加强Mohawk Valley地區，其中包括在當天早些時候宣佈的SUNY Poly就業和

投資，以940萬美元沿Mohawk河社區永續性計劃資金。 

 

「今天的重點是與我們當地政府同仁合作，共同解決該地區的需求，重點和想法，」州州州州

長長長長Cuomo說說說說。。。。「我們整個團隊都來到了這裏，并非常有成效地專注於Mohawk Valley。

我很高興看到我們在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來所取得的進展。」 

 

「一日首府」始源於州長Cuomo在Mohawk Valley主持上午的內閣會議，其中州高級官員

和州長內閣前往參加。出席者包括副州長Kathy Hochul，帝國州發展公司首席執行官

Howard Zemsky，Oneida縣長官Anthony Picente，Montgomery縣行政官Matt 

Ossenfort，以及Utica市市長Robert Palmieri。 

 

隨後，州長Cuomo前往Quad -C在Utica的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校園。在那裏，州長宣

佈，全球技術領先的ams AG公司，一家致力於開發高性能傳感器解決方案和模擬IC的跨

國公司，計劃創建超過1000個新的就業機會和超過$20億初始私有投資，以支持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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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y 的Nano Utica 建立36萬平方英尺晶圓的先進製造設施。州長還宣布，GE全球研發

中心將在Mohawk Valley擴充其紐約全球業務，成爲Quad-C的主要租戶，預計將創建至

少470個工作機會，在隨後5年創建另外350個工作機會。公佈細節可以點擊這裏。 

 

當天下午，副州長Kathy Hochul主持了內閣會議總結，其中政府高級官員匯報了州政府如

何可以幫助創造真正的，持久的解決方案，以加强社區。本次會議上宣佈了一個全面的發

展Mohawk Valley地區的計劃。該計劃是與社區成員，商界領袖和政府合作夥伴會晤20多

次的結果，計劃包括在以下兩個方面增加新基金，方案和項目：增强經濟發展和加强社

區。此新聞發稿下列出來整個綜合計劃。 

 

今天是由州長内閣主持的第二次「一日首府」，第一次於今年夏季早些時候在Finger 

Lakes地區舉行。 

 

計畫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計畫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計畫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計畫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  

• 1000萬美元來自Oneida縣購，用於擴大EOC和州警察設施。 

• 940萬美元彈性項目資金來自Oneida, Herkimer, Schoharie以及Montgomery縣，

以解決Mohawk River洪水氾濫。 

• 915萬美元沿Utica路線5S動脈改進，推廣行人安全和交通鎮定。 

• 200萬美元住房資金，在Utica建設50間經濟實惠公寓。 

• 100萬美元，用於啟動勞動力發展計劃，以在Herkimer社區學培養21世紀的能源

專業人才。 

• 多機構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執行，使法規和檢驗流程符合保護移民工人和促進農業

企業的目標。 

 

Oneida縣長官縣長官縣長官縣長官Anthony Picente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州長Cuomo理解Mohawk Valley的經濟潛力，

正是有了像「一日首府」這樣的倡議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Oneida縣正在發展更加

健康和充滿活力的經濟。隨著這種持續合作，我想到可以取得成就以及未來我們的社區發

展就十分興奮。」 

 

Utica市市長市市長市市長市市長Robert Palmieri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多虧了州長Cuomo的承諾與合作，Utica再次找到

了自己的身份，」Utica市市長Robert Palmieri表示，「我們感謝州長給我們的城市帶來

「一日首府」和他對當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措施。通過共同努力，我們可以繼續勢頭，走向

更加繁榮的未來。」 

 

參議員參議員參議員參議員Joseph A. Griffo說說說說，「今天，Mohawk Valley又向21世紀邁出了一大步。我們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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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G.E.和ams Technologies與Marcy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合作，同時，我們期待著潛在

的歷史性經濟轉型，使我們的區域成爲納米技術的領導者。本次公告帶來的優質工作，進

一步投資和發展，幫助使我們的區域更大，更好，我們讚揚州長的戰略眼光。所有從未失

去信心，作爲團隊共同努力的地方，縣和州領導人，我想説，這一天會到來，我們感謝你

的毅力。」 

 

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Anthony Brindisi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州長Cuomo的「一日首府」讓整個州政府前所未有地

專注於Mohawk Valley。由於州長的領導，對確保本地區持續增長和成功至關重要的基礎

設施和經濟發展項目得到了直接關注。」 

 

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Bill Magee表示表示表示表示，，，，「這是在Mohawk Valley的一個非常有成效的一天， 社區領導人

可以與州機構官員密切合作，解決當地一系列的需求。我們已經看到州長今天主導本地區

的成果，我很高興能看到這種夥伴關係將意味著我們地區怎樣的前進。」 

 

旨在發展旨在發展旨在發展旨在發展Mohawk Valley區域的州長區域的州長區域的州長區域的州長31點計劃包括點計劃包括點計劃包括點計劃包括：：：： 

 

增強經濟發展機會增強經濟發展機會增強經濟發展機會增強經濟發展機會 

• 全球技術領先的ams AG公司，一家致力於開發高性能傳感器解決方案和模擬IC

的跨國公司，計劃創建超過1000個新的就業機會和超過$20億初始私有投資，以

支持其在Marcy 的Nano Utica 建立36萬平方英尺晶圓的先進製造設施。欲知詳

情，請瀏覽這裏.。  

• GE全球研發中心將在Mohawk Valley擴充其紐約全球業務，成爲Quad-C的主要

租戶，預計將創建至少470個工作機會，在隨後5年創建另外350個工作機會。欲

知詳情，請流覽這裡。  

• 紐約電力管理局和Herkimer縣社區學院將創造100萬美元的聯合訓練計劃，將在

其Clark能源中心與NYPA內部訓練設施及相關配套設施在共享資源和課程。此次

合作將爲Mohawk Valley居民在NYPA就業做培訓，并改善現有NYPA工人培訓，

確保其能夠滿足紐約州未來的能源需求。  

• 州政府將支持915萬美元建設新Utica 南北動脈行人天橋，以提高Baggs Square

廣場使用方便，并刺激經濟的持續發展。州長還指示運輸部，早日開始工作，爲

Utica市沿5S號路的0.7英里段路制定一個可持續和現代化的交通走廊，其中將包

括以每年減少至少50％事故爲目標的交通鎮定措施。  

• 州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運河公司將在Montgomery 縣E-13生存歷史休息區創建一個

新的Taste NY商店和自動售貨機，計劃於今年秋季向公眾開放。Taste NY商店

將提供一個獨特的機會，爲當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來自紐約全州各地最好的本地製

造和生產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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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運河公司，州辦公室和Rome市將投入私有投資，恢復在Bellamy港口公園

的運河航站樓。運河公司將與市辦公室和州辦公室合作，提出建議，於明年夏季

前，在歷史航站樓建立海濱和娛樂相關的業務 – 從而迎接2016年運輸季。  

• 帝國州發展公司將在Clark市中心建立一個新的輪轂，也被稱為前Harza大廈，發

展Utica學院的商業和經濟課程。ESD將提供超過50萬美元的資金，以進行改進

財產設施，支持超過400名學生和教師。  

• 勞工部和衛生署已執行了諒解備忘錄，以保護農民工，促進全州，包括Mohawk 

Valley地區的農業。這將簡化兩個州機構檢查住房使用的程序，多年以來一直有

不同的標準。 

• 州政府將建立Mohawk Valley農業勞工諮詢小組，並為全州包括Mohawk Valley

地區的農民提供技術援助橫，促進該地區的農業。一個新的在線培訓門戶網站將

創建，以便更好列出關於工資規定，還將組建諮詢小組，以便傳達將來的政策和

做法。  

• 退伍軍人事務部將建立在其舉行的教育會議基礎上，協助Mohawk Valley地區的

退伍軍人了解和參與州政府的採購過程。DVA將推動擴大Mohawk Valley退伍軍

人的企業，參與州項目合同。迄今爲止，全州的措施已授權143家退伍軍人擁有

的企業，這些企業因此有資格參加政府投標項目。  

• 州政府將投資8萬美元建立雇主資源網絡，使企業和社會服務機構聯合，提高作

業保留和低工資和低技能工人提升。 

• 州財政服務部將建立一個全面的方案，培訓關於老年經濟剝削的識別和防範的最

佳做法。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及其代理合作夥伴將投資30萬美元，與Mohawk 

Valley社區夥伴緊密合作，瞄準社區最大需求，並提供助於防止這種濫用行爲的

最佳服務。 

• 州財政服務部將在Mohawk Valley地區部署其移動指揮中心，爲有止贖住房風險

和，以及面臨著助學貸款借款困難的紐約消費者提供援助。移動指揮中心將於明

天8月21日從上午9點到下午5點，在Utica公共圖書館開放，地址303 Genesee 

St., Utica。  

• 州財政服務部將在Mohawk Valley提供培訓，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公平的追債，并

教育消費者關於8月30日生效的討債設新法規。  

• 州飲酒管理局會提供免費的未成年人飲酒預防培訓，以幫助業主和工作人員識別

和拒絕服務未成年人 ，避免州飲酒管理局罰款和處罰。  

• 臨時和殘疾人援助辦公室將支持「Wheels to Work」計劃，以緩解郊區交通問

題，改善獲得15萬美元的資助工作。在「Wheels to Work」計劃幫助家庭提供汽

車購買首付款，低或無利息貸款購車，保險，牌照費及註冊費協助。  

• 臨時和殘疾人援助辦公室將建立就業預備方案，以協助新來的在Mohawk Valley

的 16至21歲的難民。該學院，將獲得5萬美元的資金，將解決面臨難民青年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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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廣泛的問題，以確保爲以後工作做好準備。這個計劃賦予青年成為自給自足

的成年人，爲Mohawk Valley的持續發展作貢獻。 

 

加強社區加強社區加強社區加強社區 

• 州政府將斥資約1000萬美元，購買前Oneida縣機場未使用的地段，以擴大州緊

急行動中心和州警察訓練設施。  

• 州政府將通過四種不同語言，舉辦公民準備培訓課程，爲居民提供工具和資源，

以為任何類型的災難做好準備，做出相應的反應，並盡可能快地在災難后恢復。

到目前為止，61000紐約人接受了培訓課程。有意參加者可以在此報名參加。  

• 州政府將投入940萬美元用於紐約社區重建計劃項目，解決受Mohawk河影響的

Oneida縣, Herkimer縣, Schoharie縣和Montgomery縣洪水問題。共計810萬美元

將投入紐約社區重建計劃，解決2013年受Mohawk河洪水影響的Oneida縣, 

Schoharie縣，Herkimer縣，和Montgomery縣；每個縣將獲得270萬美元。為了

配合這些舉措，州政府還將在Oneida縣和Herkimer縣投入 130萬美元資金，實施

最近洪水研究在該地區確定的彈性項目。  

• 房屋信託基金將投入200萬美元，在Utica 最最貧窮的街區之一的Corn Hill，建設

50個新經濟實惠公寓。計劃建設25個樓，共50個經濟實惠公寓（34複式， 16疊

式）。  

• 紐約州房屋及社區重建部將投資25萬美元，通過Gloversville住房和社區改善計

劃，在Gloversville增加30個經濟實惠公寓住房。 

• 紐約州房屋及社區重建部將在Mohawk Valley舉行Main Street Boot Camp，促進

Mohawk Valley社區發展。該全天會議旨在幫助Mohawk Valley地區的主要街道

和商業區迎接機遇和解決問題。會議將提供地址設計，歷史建築保護，樓層住房

開發和康復的資金資源的培訓。 

• 環境保護部將在Mohawk河安裝水質監測站，以改善河流水質和棲息地。DEC將

授予15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監測站，這是Mohawk河行動議程的一部分，同時也

制定戰略恢復Utica部分河流的水質。  

• 紐約電力管理局將在Mine Kill州立公園，通過預支服務費用，啓用免費游泳和停

車場。  

• 州政府將資助8萬美元擴大在整個紐約的「學會游泳」計劃，增加共15個新的站

點 - 包括Mohawk Valley 的5個公園。Mohawk Valley擴展將包括：  

o Gilbert Lake (Otsego, Laurens) 

o Glimmerglass (Otsego, Cooperstown) 

o Delta湖(Oneida, Rome)—目前項目擴展 

o Verona Beach (Oneida, Verona) 



Chinese 

o Mine Kill (Schoharie, North Blenheim)— 目前項目擴展 

• 衛生署將擴大納洛酮培訓，建立Mohawk Valley藥店。衛生署將培訓數十名社區

成員，培訓救生納洛酮抗阿片類藥物過量的管理，并與藥店合作，擴大納洛酮各

種製劑培育。  

• 州政府將建立一個新的藥物，輔助治療阿片類藥物項目，投入多達100萬美元的

資金。該診所將設在紐約州McPike成癮治療中心。 

• 酒精中毒和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將資助家庭支持導航，幫助家庭應對癮病。10萬

美元的試點將在Oneida縣揭開序幕。 

• 州政府將建立基金，用於援助針對藥物濫用的新急診室。通過該15萬美元支持，

當地治療濫用藥物的同行專家將隨叫隨到，幫助患者得到戒癮治療。  

• 衛生署將在Mohawk Valley地區針對執法機構擴大處方藥儲存箱計劃。 

 
### 
 

欲知詳情，請造訪www.governor.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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