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水牛城  (BUFFALO) 老年人和殘障人士建造的兩棟經濟適用房進

行全面翻新   

  

斥資  2,500 萬美元對河景莊園公寓  (Riverview Manor Apartments) 和皮奧特斯丹

德尼斯基花園  (Piotr Stadnitski Gardens) 進行重建   

  

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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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內宣佈斥資  2,500 萬美元對水牛城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

丹德尼斯基花園的翻新和維修工作已竣工。兩項工程共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提供

了 210 套經濟適用房，同時還提供社會服務支持項目。   

  

「在水牛城繼續發展之際，增加住宅存量，令全體居民，尤其是依靠固定收入生

活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都能分享城市崛起是非常重要的，」葛謨州長表示。「河

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提供的經濟適用房能是改善水牛城老年人

的健康和安全狀況，並使他們能夠安心居住。」   

  

「每個人都應有尊嚴的生活，這對紐約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來說尤其重要，」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

花園的翻新和維修工作將有助於保障水牛城擁有更多住房選擇，同時為老年人對

生活的提供必要服務。我們將對經濟適用房和輔助性住房進行專項投資，從而繼

續確保紐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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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的重建工作是該承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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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住房

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自 2011 年起就投資了  7.63 

億美元，在西部地區  (Western Region) 建造或維修了逾  4,400 多套經濟適用房和

公寓，其中包括在水牛城斥資近  2.24 億美元為約 5,800 人提供住房。  

  



 

 

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始建於  1978 年，是一棟 11 層高、擁有  100 套一房公寓

的建築。河景莊園公寓建於  1979 年，是一棟  12 層高、擁有  110 套一房公寓的建

築。兩棟大樓都是根據聯邦第  202 章項目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設計的經濟適用

房。本州的投資用於為這兩棟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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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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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歲或任何年齡的殘障人士，其家庭收入不超過該地

區中等收入的  60%。   

  

對大樓的修繕工作包括更換房頂、更新電梯服務、改善警官、加強安保措施、  

修建新大廳、對社區房進行拋光。對每套公寓的更新工作包括鋪設新地板、安裝

新的照明設備、更新廚房和浴室的電器、重新粉刷。所有的翻新工作都在無需轉

移租戶的情況下完成。   

  

河景莊園公寓位於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河濱赫特爾大街  8 號 (8 Hertel 

Avenue)，毗鄰纖路公園  (Tow Path Park)，東臨尼亞加拉高速公路  (Niagara 

Thruway)（1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190)）大樓附近有多個公共巴士路線。皮奧

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位於貝克街  100 號 (100 Beck Street)，地處水牛城中心區百

老匯/費爾摩 (Broadway/Filmore) 街區的東側。大樓的西側和南側有數個公共巴士

路線站點。   

  

開發商是 MDG 設計 + 建造有限責任公司  (MDG Design + Construction, LLC, 

(MDG))、史密斯與亨茲咨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mith & Henzy Advisory Group, 

Inc.) 和 KMX 集團 (KMX Group)。民眾有限公司 (People Inc.) 為皮奧特斯丹德尼斯

基花園的租戶提供社會服務，該公司在財務穩定性、社會連通、衛生和福利項

目，以及獲得社區支持服務等方面為居民提供協助。現場服務包括獲得福利與津

貼協助、推薦參加社區支持項目、教育、監測需求和後續協助。河景莊園公寓的

居民也將得到獲得相關部門公共福利與推薦認證的幫助，從而對其特定需求提供

更好的幫助。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提供了  75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債券、聯邦和州低收入住

房信貸 (Low-Income Housing Credits)，創造了 780 萬美元的股權，另外還提供  

760 萬美元的補貼。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現在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的  210 名老年和殘障住戶

可以生活在新修繕的安全平價住房裡，並可享受社會服務。與葛謨州長把紐約打



 

 

造成首個高齡友善州承諾一起，他承諾會將他的宏偉住房規劃開展到工程竣工，

這為老年人創造了機會，並確保我們在為水牛城等城市投資之時，沒人會落

後。」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對這些大樓進行翻新，並使水牛城低收入的老年人能夠負

擔得起，這將在不增加居民住房開支的情況下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葛謨州長的

《把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和構建高齡友善州倡議》計畫將幫助紐約的老年人留

在自己社區、親近親朋好友和服務，從而改善其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   

  

紐約州老齡化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

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擁有安全平價住房是在社區中獨立居住的關鍵。  

這筆最新投資將幫助水牛城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的老年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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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這兩個翻新項目將持續為水牛城的老

年人提供安全平價住房選擇，同時還能維持社區感和團結。我很欣慰能看到紐約

州為優先解決老年人的居住問題提供資源，我也知道這些公寓將帶來新的安全感

和舒適感，讓他們把這裡稱之為家園。」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 -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為低收入的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提供經濟適用房是營造充滿同情心和關愛

社區的基石。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的翻新工程斥資  2,500 萬

美元，這將有助於保障這些市民在未來擁有優質住房和社會服務。」   

  

眾議員羅賓·斯基明杰  (Robin Schimminger) 表示，「位於赫特爾大街的河景莊園

公寓是第 140 選區 (140th Assembly District) 的一部分，能夠俯瞰水牛城尼亞加拉

河，我很欣慰這一公寓能夠為保持長期使用率而進行了修繕。除為老年和殘障居

民提供寶貴的居住空間外，他們還提供多種供居民可豐富生活的重要項目。這一

項目的工作在無需轉移租戶的情況下就順利完工，對此我尤其感到欣慰。」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波輪卡茲  (Marc Poloncarz) 表示，「經濟適用房

是困擾我們的當地老年人的重大問題。對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

園的投資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了改造後的平價公寓，大樓和地面也進行了翻新。

這是 200 多名住在這裡老年人的巨大成功，他們將更便利的獲得社區服務和交通

服務。這一項目使老年人能夠更便利地養老，同時還能在社區中保持活躍。」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我是美國退休人士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指定的『高齡友善市』市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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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清楚水牛城老年經濟適用房的需求正在上漲。我們的人口中  55 歲以上的有  

27%，這一數字還將繼續上漲。因此解決目前和未來的老年人住房需求問題十分

重要。這 210 套完成修繕的公寓將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改善過的平價住房選

擇。」  

  

MDG 設計  + 建造公司總裁小麥可  T. 魯尼 (Michael T. Rooney, Jr.) 表示，「我們

很激動今天能在這裡慶祝河景莊園公寓和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基花園的竣工，這兩

項工程為水牛城社區提供了重要的經濟適用房。作為北部地區的第一個項目，我

們對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史密斯與亨茲公司和  KMX 集團的傑出夥伴表示

感謝，他們擁有和我們一樣的熱情，並使我們能夠把經驗和資源帶到水牛城。公

寓的修繕工作和共享空間將保證居民擁有他們引以為傲的優質安全住房。」   

  

史密斯與亨茲咨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mith & Henzy Advisory Group) 總裁暨所

有人提姆·亨茲  (Tim Henzy) 表示，「史密斯與亨茲能榮幸能參加水牛城的宏大重

建項目。我們對水牛城和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的貢獻表示感謝。  我們還要感

謝這兩方的員工對我們項目的幫助。」   

  

民眾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朗達·弗雷德里克  (Rhonda Frederick) 表示， 

「民眾有限公司自豪能為皮奧特斯丹德尼斯『家庭』的老年人帶來我們的支持服

務。在 RM & PSG 開發商公司 (RM & PSG Developer LLC) 向我們詢問參加這一社

區項目時，我們馬上抓住了這一機會。這家公司真正關心租戶，並為優質住房和

支持服務而努力。他們真正實現了目標。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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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G 設計  + 建造有限責任公司簡介   

MDG 設計 + 建造有限責任公司  (MDG) 是一家領先房地產公司，其開發、建造和

管理優質經濟適用房。MDG 公司專門為紐約、新澤西  (New Jersey) 和佛羅里達  



 

 

(Florida) 的住宅公寓進行文件修繕和建造工作，該公司現在是修繕已居住住房的

行業領袖。我們的實用方法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在近  30 年來已經取得成效，我們

與開發商、租戶機構、社區團體和員工開展有效合作以修建優質住房，使居民能

以居住在這裡為傲。截止目前，MDG 公司已經修建或維修了  1.75 萬套經濟適用

房，並開展了超過  17 億美元的建造和開發工作。點擊 www.mdgny.com 了解更多

資訊。  

  

史密斯與亨茲咨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史密斯與亨茲公司由達倫·史密斯  (Darren Smith) 和提姆·亨茲  (Tim Henzy) 創立，

是一家專做咨詢的公司，旨在為非營利機構提供支持，為營利開發商的經濟實用

開發項目進行規劃、實施和完工。他們已經一起在經濟適用房和金融行業擁有  30 

年的經驗。該公司在過去八年的工作重點是在紐約、新澤西  (New Jersey)、佛羅

里達 (Florida)、德克薩斯  (Texas)、芝加哥  (Chicago)、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和華

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建議、融資和開發經濟適用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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