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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3,400 萬美元的布朗克斯區  (BRONX) 老年民眾經濟適用房修繕

項目竣工   

  

剪綵標誌著貝徹斯特街區  (Baychester) 有 100 套公寓的大廈重新啟用，確保可再

服務  40 年   

  

希望項目  (Project HOPE) 為老年人維護經濟適用房，以此支持本州的「把健康貫

徹到所有政策中和構建高齡友善州倡議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 and Age-

Friendly State)」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希望項目完成修繕，這是布朗克斯區由  100 套住房組

成的老年人住房建設項目。這棟屋齡  25 年的大樓經過斥資  3,400 萬美元的修繕

後，可再服務  40 年。貝徹斯特街區的公寓是為至少有一名成員年齡不低於  62 歲

的低收入家庭預留的。   

  

「紐約州全體民眾都應該有機會住在他們能夠負擔得起的優質住房裡，但這對靠固

定收入生活的老年人來說尤為重要，」葛謨州長表示。「在紐約州，我們照顧老

年人，他們努力工作了很長時間，應該在他們熱愛的社區裡擁有安全的住所。」   

  

「該修繕項目將為布朗克斯區的紐約州老年民眾提供負擔得起的高品質住房選擇，

確保他們獲得過上健康安全生活所需的生活輔助服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本項目是我們在全州各地增加經濟適用房並對抗各地社區

無家可歸情況開展的長期工作的一項內容。它還以我們在布朗克斯區的經濟發展工

作為基礎，振興該地區並提高總體生活品質。」   

  

州長承諾利用其空前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宅計畫來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安全的

經濟適用房，這項對希望項目斥資  3,400 萬美元的投資是該承諾的一部分。本計畫

是解決全州各地住宅問題的全面方案，其中包括多戶家庭和單戶家庭住宅，以及社

區發展計畫，旨在透過建設或維護超過  10 萬戶經濟適用房和  6,000 戶提供生活輔

助服務的住宅，讓住宅易於取得並消除遊民問題。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已經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投資 100 多億美元，為  10 多萬



 

 

個居民建造或維護了經濟適用房，其中包括未布朗克斯區超過  3.7 萬人建造或維護 

1.46 萬套公寓。  

  

希望工程項目位於巴托大道  (Bartow Avenue) 2050 號，該大廈最初建於  1992 年，

是根據聯邦第  202 條計畫 (Section 202) 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的經濟適用房。  

本州的投資用於為這棟七層大廈的收購和修繕提供資金，以使其價格適中，並長期

保持良好狀態。   

  

與聯邦住房與城市發展廳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簽訂的

以項目為基礎的第  8 條住房補貼款  (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s) 合同將繼續涵蓋

這些公寓，以確保當前租戶和未來租戶仍能負擔得起租金。所有住房均預留給至少

有一名成員年齡不低於  62 歲或殘疾的家庭，其家庭收入不超過該地區中等收入的  

60%。  

  

這棟建築有  25 套單間公寓和  74 套一居室公寓，以及一套供現場管理員使用的單

套兩居室公寓。所有  100 套公寓都經過了翻修，現在每套公寓都有新浴室、  

廚櫃、檯面和電器，並配備了新的照明設備和塗裝。外部區域和公共區域的修繕包

括升級的安全系統、煙霧探測器、灑水器、電力、新砌體、更換外部門、電梯、  

安全窗、管道基礎設施、鍋爐和水泵。   

  

希望項目位於布朗克斯區東北部貝徹斯特街區，位於巴托大道南側，位於奧爾科特

住宅 (Alcott Place) 和考普城市大道  (Co-op City Boulevard) 之間。住戶可以在街對面

的巴托購物中心  (Bartow Mall) 購物。公共學校和教堂也在步行距離之內，巴托大

道還提供公共巴士服務。   

  

開發商包括康諾利合夥公司  (Connolly and Partners)、聖約之子會老年住房公司  

(B'nai B'rith Senior Housing) 和第一哈特福德房地產公司  (First Hartford Realty 

Corporation)。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為收購和升級希望項目提供的資金包括  1,200 萬美元的免

稅債券、1,050 萬美元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股本，以及  430 萬美元的補貼和額外資

源。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簡而言之，這個項目是對我們城市未來的一項投資。保護紐約州現有的

經濟適用房存量是葛謨州長設立的全面住房計畫的組成部分。希望項目開展的修繕

將改善布朗克斯區  100 多個老年人的生活品質，讓他們能夠在自己稱之為家的社

區裡舒適地生活。」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

示，「確保老年人有負擔得起的和舒適的住房，鞏固了葛謨州長關於把健康貫徹

到所有政策中的承諾，並使紐約州成為全國對老年人最友善的州。為老年人提供安

全、負擔得起的住房對改善他們的整體健康狀況至關重要，同時使他們在社區中保

持活躍。」   

  

紐約州老齡化服務辦公室代理主任格雷格·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我感謝葛

謨州長發揮領導力並且認可提供安全、經濟適用住房機會是在社區內獨立生活的首

要條件。這筆最新投資將幫助老年人獲得所需的重要社區資源用於保持健康並積極

參與社區生活，並支持紐約州做出的堅定承諾構建國內首個高齡友善州。」  

  

參議員賈馬爾·貝利  (Jamaal Bailey) 表示，「我要感謝希望項目、紐約州住宅與社

區重建廳，聖約之子會住房公司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感謝他們致力於為

考普城市街區的老年人建造經濟適用房。考普城市街區是美國最大的自然退休社區  

(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NORC)，以服務於其各種能力的龐大的

老年人口，如提供老年人娛樂、老年人中心和活動。」   

  

眾議員麥可·貝內德托  (Michael Benedetto) 表示，「我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廳帶頭實施斥資  3,400 萬美元的聖約之子會住房公司希望項目，該項目修繕巴托大

道 2050 號的大廈，旨在為低收入的老年人建造亟需的經濟適用房。該項目的第  8 

條資質將確保在未來多年確保民眾仍能負擔得起這些住房。」   

  

布朗克斯區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表示，「低收入老年人是最迫切需

要經濟適用房的人群之一。這個項目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以滿足我們不

斷發展的城市對經濟適用房的需求，確保我們的老年人口能夠留在他們稱之為家的

社區，享受他們的黃金歲月。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滿足社區的需求，並促

進布朗克斯區的可持續發展。」   

  

康諾利合夥公司主理合夥人威廉·康諾利  (William Connolly) 表示，「這是康諾利

合夥公司第二次收購聖約之子會老年住房公司的老年經濟適用房。我們都肩負著與

葛謨州長和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同樣的使命：維護老年經濟適用房。大約  25 

年前，康諾利合夥公司開始利用使用限制權，讓我們所有的房產都可以永久使用。

我們還開始把房產想像成小城鎮，讓希望項目所在鎮的每個家庭都能永遠負擔得起

住房，這是一種很棒的感覺。」   

  

裡奇曼住房資源公司  (Richman Capital) 總裁凱文·霍夫曼  (Kevin Hoffman) 表示，

「裡奇曼住房資源公司榮幸地與第一哈特福德房地產公司  (First Hartford)、 康諾利

合夥公司和聖約之子會老年住房公司合作，共同進行希望項目公寓的修繕。這個項

目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示範了公私合作如何利用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計畫保護和

維持布朗克斯區負擔得起的老年住房。沒有紐約州的支持和專業知識，這個項目是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designated-first-age-friendly-state-nation-aarp-and-world#_blank


 

 

不可能完成的。感謝我們在這個項目中的合作夥伴簽名銀行  (Signature Bank)， 

感謝他們在投資老年人住房方面的遠見卓識和承諾。」   

  

聖約之子會老年住房公司總監馬克·奧利尚  (Mark Olshan) 表示，「在當代經濟環

境下，為低收入老年人保留和重建安全的生活輔助住房對下一代至關重要。聖約之

子會老年住房公司很高興參與艾德斯坦家族  (Adelstein Family) 聖約之子會公寓的改

造，以保持我們長期以來『尊敬父母』的傳統。」   

  

希望項目建設公司  (Project HOP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總裁馬丁·艾德斯坦  

(Martin Adelstein) 表示，「艾德斯坦家族對布朗克斯區霍普-阿德爾斯坦家族建築

項目 (Project HOPE-Adelstein Family Building) 的重建感到榮幸和自豪。40 多年前，

我們的父親伯尼·阿德斯坦  (Bernie Adelstein) 是希望項目的創始人和先驅，他帶頭

樹立了很好的榜樣，證明他致力於為老年人建造經濟適用房。我們代表阿德斯坦家

族，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聖約之子會老年住房公司、康諾利合夥公司和紐約州，  

感謝他們的支持和承諾，為布朗克斯區大廈的老年人提供和改善高品質的經濟適用

房。」  

  

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 /構建高齡友善州倡議   

「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是一套合作方案，將健康考量納入到各個部門的政策

制定流程之中，以改善社區醫療和健康；這套方案認識到社區面臨的最大健康挑戰

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且通常與其他社會問題緊密相連，其範圍超出了醫療保健和傳

統公共衛生活動。為了成功地改善所有社區的健康，健康改進戰略必須針對健康的

社會決定因素和其他複雜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是住房、交通、教育、環境、公園

和經濟發展等非衛生保健夥伴之責任。   

  

根據州長的指示，這項倡議的最初重點在於構建高齡友善的社區和制定政策。納入

促進健康老齡化的政策將有助於紐約州機構在開發和實施新計畫時考慮所有人口和

居住環境的需求。本倡議的長期目標在於讓所有紐約州機構以合作的方式將健康改

進和健康老齡化政策納入到所有機構的決策重點中來。從此處了解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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