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埃爾麥拉市  (ELMIRA)《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斥資  1,400 萬美元的核心項目舉行剪綵儀式   

  

位於埃爾麥拉中心區的西水街  (West Water Street) 多功能大樓現正式開放營業   

  

為中心區復興工作所做的投資是「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

計畫的重要內容該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全面戰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中心區復興計畫》在埃爾麥拉市開展的核心項目

正式營業。開發商帕克格羅夫房地產公司  (Park Grove Realty) 在中心區西水街  

(West Water Street) 100 號建造了 6.5 萬平方英呎的多用途住宅區。該項目斥資  

1,400 萬美元，其包含商用區和零售區，以及現已全部住滿的  51 套市價住宅。  

在《西水街項目  (West Water Street Project)》中，能力機構  (Capabilities) 很快也將

開放一家新咖啡店，該機構是一家為殘障人士賦權和提供協助的機構。   

  

「在我們著眼於恢復埃爾麥拉市中心指示，《西水街項目》將確保紐約州南部地

區能夠繼續飛速發展，從而為整個地區未來的增長和發展奠定機基礎，」葛謨州

長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旨在推動全州地區經濟的發展，今天的剪綵儀式

正是凸顯這一目標的另一例證。」   

  

「埃爾麥拉中心區擁有豐富的文化積澱和悠久的歷史。我們正在打造這一地區的

激動、發展和繁榮勢頭，」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很驕傲

能宣佈埃爾麥拉市成為《中心區復興計畫》的獲勝方。今天獲勝項目標誌了西水

街開發工程正式開放，這是《中心區復興計畫》的工作內容。除新建的商用區和

零售區外，該項目新建的  51 套市價公寓房已全部住滿。《中心區復興計畫》正

在令埃爾麥拉的中心區更加便利、更加適合商業進行運營，同時還要增加對希芒  

(Chemung) 水濱的使用，從而提高生活水平並鞏固經濟的發展。」   

  

葛謨州長開展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斥資 400 萬美元對這一項目予以支持。2016 

年在州長開展轉型項目第一輪工作期間，該市獲得了這筆資金。另外有 230 萬美

元資金由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透過《重建紐約社區計畫  

(Restore NY Communities Initiative)》提供。此外，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和紐

約州南部地區經濟發展機構  (Southern Tier Economic Growth) 為該建設項目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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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措施。該項目還符合「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戰略，該戰略是地區制定的經

濟發展計畫，透過投資於市中心區來發展經濟和創造新機會。   

  

《中心區復興計畫》資助的其他項目包括改造中心鎮停車庫  (Centertown Parking 

Garage)、建造有吸引力並且適合步行的克萊門斯廣場  (Clemens Square)、修繕馬

克吐溫河畔公園  (Mark Twain Riverfront Park)，這座公園將設有高架木板路。   

  

葛謨州長制定的變個性《中心區復興計畫》旨在把全州的中心區街區改造成活躍

的社區，使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裡生活、工作和養家。參與該計畫的社區由

紐約州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根據

中心區的改造潛力提名，每個社區獲得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制定中心區戰略投

資計畫，並執行有帶動作用的重要項目，用於推動社區實現復興願景。   

  

伊利湖整骨療法醫學院  (Lake Erie College of Osteopathic Medicine, LECOM) 意識到

該市的發展潛力，因此該學院於今年初承諾在埃爾麥拉中心區閒置的阿諾德公園  

(Arnot Park) 中建造一棟佔地  52,628 平方英呎的兩層大樓。被稱為  LECOM 的伊

利湖整骨療法醫學院將投資近  2,000 萬美元在埃爾麥拉大學  (Elmira College) 校園

建造一棟大樓，用於開展一項新的醫學院項目，從而吸引學生前來學習，並滿足

紐約州南部地區對醫生的需求。   

  

埃爾麥拉市位於重要商業走廊之間的戰略要地，結構緊湊並且適合步行的中心區

處於有利地位，其將成為活躍、令人愉快並且多元化的大學社區。中心區建設項

目將迎合新居民的需求，這些居民被該地區醫療產業近期的發展和即將開始的大

學擴招所吸引。   

  

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將按照葛

謨州長對全州社區的展望繼續成為經濟引擎。我們很驕傲能在修建這一建築群的

工作上與埃爾麥拉市密切合作，從而為居民創造生活和工作的無限機遇，使他們

能在這一發展迅速的中心區養家。」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這棟新建的多功能建築是活力埃爾麥拉市中心的核心，為其賦予活力的

《中心區復興計畫》將創新商業和高校吸引到這一地區，並進一步鞏固了當地經

濟的發展。」   

  

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Southern Ti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和賓厄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校長哈維·斯坦格爾  

(Harvey Stenger)，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朱迪·麥克金妮 -徹裡  

(Judy McKinney-Cherry)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投資正在設法幫助埃爾麥

拉市中心區改善交通和商業環境，與此同時設法吸引年輕的專業人士前往該地



 

 

區。該住宅區一旦竣工，將為這座美麗的城市諸如新活力，確保該市在《紐約州

南部地區崛起與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Southern Tier Soaring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願景中發揮重要作用。」   

  

州參議員托馬斯·奧瑪拉  (Thomas O'Mara) 表示，「埃爾麥拉市利用《中心區復興

計畫》正在奠定眾多激動人心的基礎，包括這座在西水街修建的多功能重要核心

建築。我們希望其將為社區帶來長短期的復興和經濟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

項目中的住宅公寓房在項目竣工前就已  100% 出租出去，這代表了埃爾麥拉市對

此類項目的巨大需求，也預示了其未來能夠取得成功。  我們向葛謨政府、《中心

區復興計畫》當地規劃委員會表示感謝，以及對幫助埃爾麥拉發展的重要公眾建

議表示感謝。這些位於埃爾麥拉市的項目為這座充當整個南部地區柱石的城市提

供令人欣喜的卓越擴建資產。」   

  

希望郡郡長克里斯托弗·莫斯  (Christopher Moss) 表示，「在經濟發展、吸引新企

業和維持現存商業的發展之時，埃爾麥拉市及其中心區在希芒郡取得全面成功的

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位於西水街  100 號 (100 W. Water Street) 的多功能新建

築是重建和振興中心區工作的第一步。州、郡、市與私營部門的合作使這一項目

取得成效。在全國的中心區和主街都開展復興工作之際，這一項目將確保埃爾麥

拉的中心區與時俱進。我想對州長、埃爾麥拉市、帕克格羅夫房地產公司和所有

推動這一項目取得成功的所有合作夥伴表示感謝。」   

  

埃爾麥拉市市長丹尼爾·曼達爾  (Daniel Mandell) 表示，「非常感謝葛謨州長、紐

約州州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帝國州發展公司和帕克格羅夫

房地產公司，他們使這一項目成為現實。州長開展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正在把

埃爾麥拉中心區轉變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使人們願意在此生活、工作和養

家。該市建造的這一多功能住宅 /商業大樓和其他正在開展的項目明確證實了埃爾

麥拉正在經歷復興。」   

  

紐約州南部地區經濟發展機構主席兼肖托誇郡產業發展機構  (County of 

Chautauqu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CCIDA) 執行主任約瑟夫·羅門  

(Joseph Roman) 表示，「這一項目是州、郡、市和私營部門合作而促成的結果，

是埃爾麥拉中心區近年來最重要的建築項目之一。我們對於這一項目為中心區帶

來的新住房和商業發展非常激動。我們想要向帕克格羅夫房地產公司表示感謝，

使他們對我們社區進行了這筆投資。」   

  

帕克格羅夫房地產公司合夥人安德魯·博德維斯  (Andrew Bodewes) 表示，「帕克

格羅夫很欣慰能參與改造埃爾麥拉的工作。  公寓房在竣工前兩個月就已全部出租

並住滿。 州長制定的復興計畫已取得成效，這是在郡市為改善埃爾麥拉而提供的

協助和願景下完成的。  感謝州長辦公室和郡市的願景和支持。  我們期待能在復

興埃爾麥拉中心區的工作中繼續取得進展。」   



 

 

  

拉貝拉聯合公司  (LaBella Associates) 總裁羅伯特  A. 西里  (Robert A. Healy)  

表示，「我們很激動也很驕傲能參與到埃爾麥拉新的開發工作中來。在西水街新

建的辦公室幫助下，我們將能夠吸引來人才，並讓他們區的發展並願意留下來。  

反過來，我們的員工也對社區作出承諾，並開展把該地區建設的更好的項目，使

人們願意在這裡居住、工作和娛樂。」   

  

加快開展《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地區投

入超過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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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

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10,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s://esd.ny.gov/southern-tier-soaring-uri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605cfd11-3cddcf72-605e0424-000babd9069e-1f0d04107237d420&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F4C36CD859CCAB9185258479006ACB4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