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WNY)  

智慧發展社區基金  (SMART GROWTH COMMUNITY FUND)  

獲獎者名單   

  

斥資高達  1,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敦刻爾克  (Dunkirk)、北托納旺達  (North 

Tonawanda)、拉卡瓦納  (Lackawanna) 和戈萬達  (Gowanda) 的經濟和社區發展   

  

這些專案與「水牛城十億  (Buffalo Billion Strategy)」戰略保持一致， 

旨在促進水牛城-尼亞加拉地區  (Buffalo Niagara Region) 的智慧增長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位於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四個社區現被選為「水牛

城十億」第  II 期計畫的獲獎者，可總共獲得高達  1,000 萬美元獎金。敦刻爾克市  

(City of Dunkirk)、北托納旺達市  (City of North Tonawanda)、卡拉瓦納市 (City of 

Lackawanna) 和戈萬達村 (Village of Gowanda) 為這輪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獲得

者，它們將推廣各類專案，使用現有基礎設施進行場地改造、構建適宜步行的社

區、促進可持續發展。  

  

「『水牛城十億』融資專案正在整個地區內建設活力四射、可持續發展的無障礙

社區。」 州長葛謨表示。「透過首輪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發放，我們正在鼓勵新

企業、餐廳和綠色空間的發展，這將有利於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吸引青年勞工、  

構建繁榮、推動該地區的復興。」  

  

在紐約布魯克林  (Brooklyn，NY)、弗吉尼亞州羅亞諾克  (Roanoke，VA) 和俄勒岡

州本德 (Bend，OR) 等智慧發展地區取得成就後，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WNYREDC) 在其繁榮

發展戰略 (Strategy for Prosperity) 中將增長和中心區改建定為其核心經濟目標。  

秉承著智慧發展的原則，各大企業越來越多地選擇在活力四射、適宜步行的中心

區或附近安家落戶，因為這是千禧一代勞動力願意生活、工作和組建家庭的區

域。對中心區進行投資還能夠降低本地基礎設施和市政服務成本，從爾幫助緩解

財政困境。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NYREDC) 建議敦刻爾克、北托納旺達、拉卡瓦

納和戈萬達獲得現有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部分獎金。這些提名獲得批准後，紐約

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工作人員走訪了四大建議社區，

討論了它們的擬定專案清單，並更深入地瞭解了每個專案的地址和籌備程度。  

他們的訪問報告則於  8 月份在 WNYREDC 會議上進行演示，並獲得了委員會的批

准，從爾發放這筆獎金。  

  

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四大社區最終入選，這是因為它們的申請和訪談結果與智慧發

展社區基金的標準能夠保持一致。本基金的餘下  1,000 萬美元則將被用於今後的

智慧發展評選輪次。  

  

紐約州西部地區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獲獎者們所獲紐約西部區域  REDC 建議的資

金額度如下：  

  

敦刻爾克市：高達  250 萬美元   

這些專案可包括：  

•  改造碼頭、重新配置港口廣場、修建更多綠色空間、構建一個更適宜步行

的區域，用於休閒娛樂和各類活動。  

•  為中央互聯社區連接器  (Central Connections Community Connector) 提供資

金，在敦刻爾克市中心區、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亞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Fredonia) 和弗雷多尼亞村  (Village of Fredonia) 境內創

造機會，重塑品牌，改善各地的標識係統。  

•  為混合用途填充式開發提供資金，從爾鼓勵在濱水區域舉辦各類活動，  

將現有的濱水步道連接起來。  

  

北托納旺達市：高達  250 萬美元   

這些專案可包括：  

•  對蓋威港 (Gateway Harbor) 的改造提供資金，包括：新建公共洗手間、  

升級船塢的電力設施、新建公園野餐區、升級照明係統。  

•  改造韋伯斯特街  (Webster Street) 和主街 (Main Street) 的街景和人行道。  

這兩條街道對於中心商業區的連接網絡至關重要。  

•  伯基特公園  (Pocket Park) 改造專案，包括：三處中心城區場所的新景觀設

計、標識係統和便利設施。  

•  市中心區每個地點的標識係統和視覺感官改善。  

•  在河濱路 (River Road) 的三處人行橫道處改造人行道。  

  

拉卡瓦納市：高達  250 萬美元   

這些專案可包括：  



 

 

•  中心商業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十字路口、街景和人行道改造，改善

社區資產之間的相互聯繫。這包括：裡奇路  (Ridge Road) 和電力大道  

(Electric Avenue) 之間的十字路口；裡奇路和南公園  (South Park) 之間的十

字路口；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s) 和巴西利卡 (Basilica) 之間的連接步道  

(Connector Trail)；在第 5 號公路 (Route 5) 到南公園大道  (South Park 

Avenue) 之間的裡奇路路段上修建一條自行車道。  

•  這筆資金幫助激勵在紀念戰場  (Memorial Field) 對面的一片空地上進行開

發，此地原是聖芭芭拉教會  (St. Barbara’s Church) 的所在地。此舉將修建一

處混合用途社區，包含市價住房和零售空間。  

•  對位於紀念戰場和公共圖書館附近的公園加以改造，創造休閒娛樂機會，

提供一處公共使用場地。  

  

戈萬達村：高達  250 萬美元   

這些專案可包括：  

•  在三處地點改造濱水區域，增加休閒娛樂和旅遊機會：  

1. 佐爾谷蓋威公園  (Zoar Valley Gateway Park)——對位於一座老舊工廠

廢墟處的入園口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加以改造，改善多處瞭望區。  

2. 溪邊公園 (Creekside Park)——對當前的通道加以改造，使得中心城

區也能有機會到濱水區遊覽。  

3. 阿爾裡奇街  (Aldrich Street)——在阿爾裡奇街大橋橋墩處的區域進行

正規改造。這一地點目前頗受垂釣愛好者的青睞。  

  

葛謨州長還透過頒布多項法律、政策和專案，將紐約塑造成為了一個智慧發展  

(Smart Growth) 州，自 2011 年來一直在推動智慧發展和中心城區改造。這些計畫

包括：水牛城改造基金  (Better Buffalo Fund)；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改進後的歷史保護稅收減免計畫  (Historic Preservation Tax 

Credit)；土地銀行立法  (land banks legislation)；僵尸房產改革；棕地重建改革；  

完整街道 (Complete Streets) 法案和融資；社區風險和適應力法案  (Community 

Risk & Resiliency Act)；所有政策均需遵守年齡友好 /健康原則 (Age Friendly/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更清潔、更綠色的清潔能源社區  (Cleaner Greener and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氣候智慧社區  (Climate-Smart Communities) 補助金；和精

釀飲品改革。  

  

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緊接著兩輪水牛城改造基金後啟動。水牛城改造基金使用來自

「水牛城十億」專案中的資金，用於水牛城主街計畫  (Buffalo Main Streets 

Initiative) 和交通運輸導向開發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在過去兩年間，  

水牛城改造基金已經提供了超過  2,00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支持各類專案，從爾

構建緊湊活躍的混合用途街區，確保所有居民均能有機會抵達該市的一些新興就

業中心。  

  



 

 

歷史保護稅收減免專案自  2013 年以來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進行了擴張。對這一

專案的投資也帶來了州和聯邦稅收減免所提供的超過  30 億美元投資。  這筆投資

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資金均用於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歷史中心城區

和商業中心的改造，僅在紐約州西部地區一處，就共有  88 項專案獲得了  5.322 

億美元合格重建成本。  這是本州各地區內專案數量最多的一個地區，也是任何紐

約州北部區域中獲得投資規模最大的地區。  

  

副州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REDC) 主席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改變令人驚

詫不已，吸引了全球的關注。對於像我這種土生土長的人來說，這種變化也是令

人歎為觀止的。透過『水牛城十億』第  II 期，智慧發展社區基金這類專案正在為

我們的後代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我們的小型城鎮正在積極振興，利用具

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濱水區域和綠色空間建設人們願意生活、工作和玩樂的場

所。」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西部地區  (WNY) 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

首批獲獎者都是可持續發展的堅定倡導者。有了『水牛城十億』第  II 期融資，  

這些社區將能夠把中心城區建設得更具活力，將就業和增長機會帶到市中心。」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索爾環氧基樹脂材料有限公司  

(SolEpoxy Inc.) 公司總裁傑夫·貝爾特 (Jeff Belt) 表示，「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DC) 祝賀這些社區能夠在智慧發展戰略之下構建繁榮的中心城區。它們正在修

建各類場所，創造成熟的經濟機遇，吸引充滿活力的勞動力隊伍。」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亞分校校長弗吉

尼亞·霍瓦斯  (Virginia Horvath) 博士表示，「雜亂無章的發展趨勢最終得到扭

轉，我們現已見證了投資於我們的城市、城鎮和鄉村所帶來的價值。REDC 祝賀

這些社區能夠專注於智慧發展戰略。」   

  

參議員凱瑟琳  M. 揚  (Catharine M. Young) 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將紐約州西部地

區具有歷史意義的社區改造成為充滿活力、繁榮發展的目的地。今天的聲明中為

這些社區提供了紐約州智慧發展社區基金，使得我們朝這個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各式各樣地改造專案將從州政府的投資中獲益，包括：對敦刻爾克市內伊利湖  

(Lake Erie) 邊的碼頭、濱水區進行重大改造；對戈萬達村的溪流邊的區域進行整

修改建。伴隨著其他前景良好的經濟發展計畫，這些專案將致力於促進就業增

長、提高生活品質、構建當地居民應得的美好未來。我衷心祝賀獲獎社區收到這

個令人興奮不已的好消息，包括我所在區的敦刻爾克市和戈萬達村，感謝葛謨州

長為本地區給予的大力支持。」   

  

參議員帕特里克  M. 加利文  (Patrick M. Gallivan) 表示，「紐約州對這些社區的投

資對於整個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持續增長與振興至關重要。我支持紐約西部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與各大城市、城鎮和鄉村展開合作，開發專案來鼓勵商業發展，  

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 

  

參議員羅博·奧特  (Rob Ortt) 表示，「這筆對於我們社區的重要投資將幫助當地政

府、創造就業、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重要的是，此舉還將在中心區振興所取得

的成就的基礎上，改造北托納旺達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類似社區。」   

  

參議員克瑞斯·雅各布  (Chris Jacobs) 表示，「紐約州西部地區蓬勃發展的一個重

要部分在於我們正在構建一處能夠吸引企業、家庭和青年人群構建美好未來的地

方。今天發佈的聲明將幫助這四個紐約州西部地區社區在其城市和鄉村中創造這

樣的環境，改善整個區域。」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水牛城十億』的融資透過刺激智慧

發展、振興經濟、促進一個又一個街區的繁榮增長，正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改善各

個市政區域。今天發佈的聲明將給拉卡瓦納市帶來深遠影響，我很驕傲能夠支持

該市申請參與這一重要的州政府計畫。衷心感謝葛謨州長的持續投資，我們正在

見證空前的可持續發展勢頭，此次發展戰略還強調了本地區的歷史和優勢。」   

  

州眾議院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說：「投資於中心城區的振興是一套智慧經

濟發展戰略，我很自豪能夠從州預算案  (State Budget) 中爭取到這筆重要融資。  

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和  WNYREDC 的努力，利用這筆資金援助紐約州西部的各

大社區。『水牛城十億』正改變著經濟發展和就業創造，這筆最新的投資是紐約

州西部地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眾議員安迪·古德爾  (Andy Goodell) 表示，「衷心感謝葛謨州長一直以來給予肖托

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的大力支持。透過紐約西部智慧發展社區基金，這四大

社區將能夠繼續改善其充滿活力的中心城區，使得青年勞動力隊伍更願意在本地

區生活和工作。」   

  

州眾議員喬·吉利奧  (Joe Giglio) 表示，「我很興奮地看到一部分『水牛城十億』

第 II 期融資的資金將分配給戈萬達村的中心區。智慧發展社區基金將幫助吸引私

募投資，繼續改造本社區。反過來，此舉還有利於鼓勵新設企業，吸引新的居

民，振興本地區。我衷心祝賀所有參與這一事業的人們。」   

  

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熱烈祝賀所有入選獲獎社

區，它們將獲得智慧發展社區基金，推動其社區的發展與振興。我還要感謝葛謨

州長能夠充分發揮本地區的潛力，並透過『水牛城十億』計畫持續投資，推動紐

約州西部地區一天一天向前發展。」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有了這筆智

慧發展社區基金的投資，這四大紐約西部社區正在邁步向前，實現振興，改善社



 

 

區中心，構建更具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以供未來發展。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持續

關注改善本地區，並妥善運用『水牛城十億』第  II 期的融資。」   

  

肖托夸郡郡長文斯·霍利根  (Vince Horrigan) 表示，「隨著阿森尼克斯製藥廠  

(Athenex Pharmaceutical) 的新建廠房即將在敦刻爾克市破土動工，我很興奮地看

到葛謨州長將『水牛城十億』第  II 期智慧發展基金劃撥給敦刻爾克市。這筆重要

投資將大力推動本市湖濱區域和中心區中央大道  (Central Avenue) 商業區的持續振

興。」  

  

敦刻爾克市市長維利·羅薩斯  (Willie Rosas) 表示，「今天葛謨州長劃撥的智慧發

展獎金確保了敦刻爾克市能夠繼續邁出堅實的步伐，改善本市的整體活力。我們

所規劃的專案將振興本地商業區，改善濱水區域，為居民造福，吸引更多遊客來

此地遊玩。」   

  

戈萬達市長戴維·史密斯  (David Smith) 表示，「我們今天入選獲取的智慧發展基

金將使得戈萬達能夠繼續改善遊客和居民親近我們美麗的濱水區域的方式，使得

人們能夠更加方便地從中心城區抵達濱水區域。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劃撥紐約西部

地區智慧發展社區基金，我們期待著見證這筆資金給我們帶來的各方面改進。  

州長對發展紐約北部小型社區和紐約西部地區的發展熱情正刺激著所有小型社

區，我們每天都勤奮工作，確保居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拉卡瓦納市市長傑夫·希曼斯基  (Geoff Szymanski)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英明領

導下，拉卡瓦納市獲益匪淺，這筆最新撥款則將把我們的發展推至頂峰。我們很

榮幸能夠入選獲取這筆智慧發展基金的巨額獎金，這使得我們能夠專注於振興商

業區。」  

  

北托納旺達市市長雅特 ·帕巴斯  (Art Pappas) 表示，「衷心感謝葛謨州長選擇北托

納旺達市獲取紐約西部智慧發展社區基金的獎金，感謝您訪問本市。北托納旺達

市將能夠繼續向前邁進，為居民和遊客改善我們偉大城市的步行區域和公園和綠

色空間遊覽的便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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