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奧斯威戈市 (OSWEGO) 啟動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ESPRI) 資助的多個項目

六項計畫將利用將近 40 萬美元的州資金啟動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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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帝國州減貧計畫資助奧斯威戈市的六個項目。州長撥
款 2,500 萬美元給該計畫，幫助 16 個社區制定由地區推動的戰略，為紐約州全體
民眾減貧並增加經濟機會。
「作為帝國州減貧計畫的工作內容，我們正在為紐約州辛勤工作的家庭創造意義深
遠的變化，」州長葛謨說。「我期待繼續開展工作在這些高需求社區內實現切實
成效，並感謝奧斯威戈市官員努力工作和專注於消除其社區內的貧困根源。」
「作為帝國州減貧計畫的一部分，我們為全州各社區撥款，用於解決會繼續對紐約
民眾造成影響的嚴重貧困問題，」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我們想確保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能夠得到所需機會和資源，過上更加穩定的生
活。對奧斯威戈市減貧計畫的這項投資將為居民增加經濟機會，並有助於我們進一
步努力振興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州長在 2016 年公佈帝國州減貧計畫，此後不久，奧爾巴尼市 (Albany)、賓漢姆頓
市 (Binghamton)、布朗克斯區 (Bronx)、水牛城 (Buffalo)、埃爾麥拉市 (Elmira)、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紐堡市 (Newburgh)、尼亞
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奧尼昂塔市 (Oneonta)、奧斯威戈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特洛伊鄉 (Troy)、尤迪卡市 (Utica)、沃特頓市 (Watertown)、羅切斯特
市 (Rochester) 合作設立地方工作組，負責監督各項工作並管理州資金。

這些工作組最初設法識別高需求地區，並提供投資建議及其他變革建議，用於減少
過貧困生活的人數。工作組目前開始利用帝國州減貧計畫資金實施第一階段的減 貧
計畫。
奧斯威戈市六個獲准取得撥款的計畫分別是：
•

•

•

•

•

•

奧斯威戈郡酗酒與成癮問題委員會 (County of Oswego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Addictions)，5.5 萬美元 - 將僱用兩位有資質的兼職
同伴交流專家，給社區增加援助，幫助客戶克服用藥過量問題、急診
及其他緊迫的健康問題。這兩位專家將輪崗並接待社區成員，為這些
人提供藥物濫用治療，以及身心醫療服務。
勝利轉換計畫 (Victory Transformation)，2.6 萬美元 - 撥款將用於為
不適合在傳統工作環境中就業的人員提供臨時住房和就業援助。服務
的目標群體包括長期領取公共補助金的人員、出獄返回社區的人員、
正在治療成癮問題的人、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
奧斯威戈郡機會計畫 (Oswego County Opportunities)，16.2 萬美元 為加強民眾參與各項計畫，中城廣場 (Midtown Plaza) 的一處區域將設
立社區中心，供低收入居民的服務機構使用，以便民眾在交通、兒童
看護、就業和就學方面獲得全面支持。該中心將提供勞動力發展活
動，幫助民眾做好就業準備，還提供家庭 支持人員來接觸參加奧斯威
戈市課後計畫 (Oswego After School Program) 的學生的家人，幫助家
人加強參與子女的教育。
奧斯威戈市健康組織 (Oswego Health)，2.7 萬美元 - 這項交通共享計
畫面向奧斯威戈市健康組織的員工，將幫助接送無法滿足交通需求的
員工，這個問題通常會妨礙人們獲得就業和保住工作崗位。這項工作
還包含『醫療培訓』計畫，培訓臨床工作和非臨床工作的新員工，
利用廂式貨車送人們參加培訓課。
識字聯盟 (Literacy Coalition)，2.2 萬美元 - 奧斯威戈市校區 (Oswego
City School District) 幼稚園至 5 年級將實施『一個地區、一本書 (One
District, One Book)』項目，幫助練習閱讀來培養寫作小組。該項目旨
在給每個學生、教師和工作人員提供一本免費的書籍，鼓勵學生與家
長一起在家中高聲練習閱讀，從而幫助培養閱讀愛好，並展現父母對
家庭文化氛圍具有的價值。
富爾頓市/奧斯威戈市救世軍 (Fulton/Oswego Salvation Army)，10.1
萬美元 - 希望之路計畫 (Pathway of Hope initiative) 將為奮力打破貧困
循環的家庭提供長期援助。將提供各種服務處理失業、住房不穩定、
教育、兒童看護以及其他問題，以確保為高危家長提供循證策略，
提升家庭的整體表現。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每個社
區在解決貧困問題時所面臨的障礙都是不同的，這些為當地設計的措施可用於解決
每個社區的需求問題。透過帝國州減貧計畫，葛謨州長開發出一個模型，令當地領
導能夠用最有效的方法解決造成貧困的根源問題。」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 ·羅薩多 (Rosanna Rosado) 表示，「葛謨州長認識到
社區想要繁榮發展，就必須為那些不幸的居民提供資源。帝國州減貧計畫向苦於貧
困者伸出援手，從而加強社區的團結，讓居民充滿自豪感，促進每個地區內外的實
際發展。這些宏偉計畫有助於創建一個平等的經濟競爭環境，使我們都能繁榮發
展。」
非營利組織跨機構協調員弗蘭 ·巴特雷 (Fran Barrett) 表示，「葛謨州長在解決貧困
的根源和收入不平等問題上已取得成功，帝國州減貧計畫是這一成功的延續。透過
帝國州減貧計畫，葛謨州長使紐約低收入人群為消除他們所面臨的障礙設計出相關
策略，以實現經濟和社會流動性。這是激勵人心的時刻，因為奧斯威戈市民正同心
協力，力求取得豐富殷實的成果。今天啟動的這些獨一無二的系統改革項目是全州
16 個帝國州減貧計畫地區工作圓滿完成的絕佳例證。我們讚賞奧斯威戈市地方領
導人員的工作，並期待看到這項工作將為奧斯威戈 市諸多家庭的生活帶來何等影
響。」
州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我們務必繼續投資給各類機構，這些
機構在幫助努力實現收支平衡的民眾方面有著可靠的履歷。我們利用這筆撥款確保
具備這種履歷的機構能夠利用醫療、住房支持、職位搜尋、經濟安全等措施繼續對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產生積極影響。每個人都應當得到機會謀求成功，
我很自豪投資於這些機構及其計畫和我們的將來。」
州眾議院議員威爾·巴克利 (Will Barclay) 表示，「我們必須在社區內打破貧困循
環，並消除致貧因素。州長設立的帝國州減貧計畫選中發放撥款的奧斯威戈市的六
個項目從特定方面著手消除這些致貧因素，並提供直接的教育資源和支持資源來培
養個人和家庭的能力。我知道奧斯威戈市和地方社區機構努力制定這項計畫，並且
很高興看到該計畫獲得州資金。」
奧斯威戈郡議會會長沙尼 ·保德維爾 (Shane Broadwell) 表示，「帝國州減貧計畫
支持社區主導實施的各項計畫和方案，解決奧斯威戈郡的家庭和居民面臨的特定困
難。獲得撥款的計畫已經在著手改善奧斯威戈市諸多居民的生活，有了這筆投資，
這些機構將能夠給更多居民提供機會。我們感激紐約州和葛謨州長資助這些項目，
這些項目將持續提升我們社區內最需要幫助的民眾的生活。」

奧斯威戈市 (Oswego) 市長小威廉姆 J. 巴羅 (William J. Barlow Jr.) 表示，「成功
消除貧困對奧斯威戈市的成功至關重要，因為葛謨州長的支持和帝國州減貧計畫資
金，我們能夠制定多項計畫並實現這些計畫，從而創造積極的改變並幫助我們社區
內最需要幫助的人。我們的目標是利用這筆資金管理各項計畫，培養人們所需的各
種技能來打破貧困循環、樹立自信心和獨立能力，並幫助人們實現自給自足，使之
能夠擺脫貧困並蓬勃發展。」
奧斯威戈郡機會計畫執行理事戴安娜 ·庫珀-庫瑞爾 (Diane Cooper-Currier) 表示，
「我們很高興開展這項工作，滿足奧斯威戈市低收入民眾的需求。州長設立的帝國
州減貧計畫的撥款提供重要機會，實施各類項目用來有針對性地滿足奧斯威戈市低
收入居民的需求。」
州長設立的非營利協作機構 (Nonprofit Coordination Unit)、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
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紐約州
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紐約州撥款
與變革小組 (New York State Grants and Reform Team) 去年在全州各地召開聽證
會，用於討論州長設立的帝國州減貧計畫的最新資訊，並為地方政府聯繫非營利機
構和商業團體。其他參與帝國州減貧計畫的社區都處在不同的階段用於制定地方建
議並加以實施，預計將在最近幾個月內公佈各自的減貧計畫。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
超過 47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 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
設包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
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郡、奧本鎮 (Auburn) 這樣的
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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