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保留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兩個經濟適用房住宅區   

  

修復東南塔樓  (Southeast Towers) 和 E.L. 塔樓  (E.L. Tower) 將保護和提升  529 戶

家庭的經濟適用房   

  

本輪投資完善了本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全面戰略——『五指湖加速發展計

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保留羅徹斯特市的兩個經濟適用房住宅區——啟動耗

資 1.18 億美元的東南塔樓改造項目和完成耗資  2,500 萬美元的 E.L. 塔樓改造項

目。這兩個住宅區的複修工程將對  529 套房屋進行升級和現代化改造，並在未來

數年保障這些住房的負擔能力。   

  

「這兩個住宅區是我們當前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為紐約州家庭保留和增加經濟適

用房的機會，」葛謨州長表示。「重建東南塔樓和  E.L. 塔樓將支持羅徹斯特市中

心區持續復興，並鞏固我們為推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發展而開展的工

作。」  

  

「重建羅徹斯特市的兩個經濟適用房住宅區建立在我們對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

房的全州投資之上，」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東南塔樓和  

E.L. 塔樓的改造增加了  500 多套現代化住宅，為居民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居住選

擇。我們致力於改變紐約州全體民眾的生活，面向未來在五指湖地區和全州範圍內

增加供應住房和鞏固街區。」   

  

州長承諾加強社區並發展五指湖地區的經濟，這體現在『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  

計畫中，這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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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州對東南塔樓和  E.L. 塔樓的投資，通過為家庭保留經濟適用房補充了『五指湖加

速發展計畫』。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在五指湖地區出資建造和保存了將近  6,700 套多戶住宅經濟適用

房，其中包括在羅切斯特市的  2,400 多套住房。  

  

東南塔樓   



 

 

東南塔樓始建於  1974 年，由一棟  17 層的建築和一棟  8 層的建築組成，其中東布

羅德街 (East Broad Street) 436 號有 250 套公寓，薩凡納街  (Savannah Street) 16 號

有 126 套公寓。作為重建計畫的一部分，位於薩凡納街的另外  40 幢過時的聯排住

宅將在稍後階段拆卸和重建。開發商是科尼弗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  (Conifer Realty, 

LLC)。  

  

所有公寓都將為收入在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60% 或以下的家庭提供住房，267 套公

寓將納入住房與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RAD2 

計畫基於項目的租金援助住房補貼款  (Project Based Rental Assistance 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 合同。  

  

東南塔樓的內部裝修將包括更換所有公寓的廚櫃、櫃檯、管道和照明設備；更換

門；修復或更換石膏飾面，包括清除含石棉和含鉛油漆飾面；新的電動踢腳板輻射

和牆壁交流裝置；在公用地方安裝新的照明及保安攝影機；升級到電梯系統；更換

熱水系統。外部翻新包括更換屋頂和窗戶，新的入口遮陽篷，維修和清理混凝土，

以及新裝現場設施景觀。   

  

東南塔樓是葛謨州長  10 億美元的紐約住房倡議  (House NY) 的一部分，旨在修復  

35 個老化的由州資助的中等收入的米契-拉瑪計畫  (Mitchell-Lama) 經濟適用房住宅

區，這些住宅區在  2013 年移交給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葛謨州長就任以

來，紐約州全面設法把州政府支持的所有剩餘米契 -瑪拉計畫項目作為經濟適用房

加以再融資、改造和維護。2011 年以來，已有超過  2 萬套米契-瑪拉公寓改造成安

全優質的住宅。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提供了  1,33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債券、聯邦低收入住房退

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Credits)，創造了 3,310 萬美元的股權，另外還提供  

3,150 萬美元的補貼。羅切斯特市則貢獻了  140 萬美元的住房計畫  (HOME) 資金和

現金資本計畫  (Cash Capital) 資金。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為現有債務再融資約  

3,070 萬美元。  

  

E.L. 塔樓   

E.L. 塔樓的前身是南景塔樓  (Southview Towers)，最初建於  1973 年，作為米契-瑪

拉計畫經濟適用房住宅區，後來根據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計畫運營。這棟  17 層

的大樓位於南大道  (South Avenue) 500 號，擁有  193 套單居室公寓。開發商是蘭

茨曼開發公司  (Landsman Development)。  

  

收入在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60% 或以下的家庭負擔得起大多數公寓，其中  76 套公

寓納入與羅切斯特市住房管理局  (Rochester Housing Authority) 簽署的基於項目的

住房補貼款  (Project Based 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 合同。由人本住房選擇公

司 (Person Centered Housing Options, Inc., PCHO) 推薦，41 套公寓留給收入在地區



 

 

中等家庭收入  50% 或以下的家庭，並為曾經無家可歸的人保留。這些住房將在空

出時填補。人本住房選擇公司為所有居民提供現場生活輔助服務。   

  

E.L. 塔樓的翻修包括更換大樓的管道系統；在每層樓安裝新升降電梯及新保安攝影

機；改造社區活動室和升級社區房廚房；在洗衣房安裝新的洗衣機和烘乾機。個人

公寓的改善包括新的廚房電器、櫃檯、櫥櫃和瓷磚地板；新的浴室設備和瓷磚地

板；和新門。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提供了  40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債券、聯邦低收入住房退

稅額，創造了  860 萬美元的股權，另外還提供  970 萬美元的補貼。羅切斯特市提

供了 65 萬美元的住房計畫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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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東南塔樓和  E.L. 塔樓保護了超過  500 個家庭的負擔能力，同時也為

他們提供更安全、更現代化的家園。隨著羅徹斯特市的經濟持續增長，我們有必要

保持高品質經濟適用房機會，這樣所有的居民都能參與到這些振興活動中來。感謝

葛謨州長，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改善羅徹斯特市的社區，讓五指湖地區

繼續向前發展。」   

  

參議員約瑟夫·羅巴奇  (Joseph Robach) 表示，「無論收入或經濟狀況如何，每個

人都理應有機會住在安全的房子裡。安全而現代的經濟適用房總是供不應求，東南

塔樓和 E.L. 塔樓的翻新對於羅切斯特市房地產市場和那些想要尋找新住房的人來

說是個好消息。」   

  

眾議員大衛·甘特  (David Gantt) 表示，「這兩個項目是羅徹斯特市家庭經濟適用房

的重要來源。今天宣佈的改造將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安全。感謝葛謨州長和各合

作夥伴使這些項目取得成果。」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表示，「在門羅郡，我們每年投資

超過 5 億美元來支援需求最迫切的家庭，而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為他們提供安全

經濟的住房。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我們的政府合作夥伴、開發商和宣導者共同努

力，在門羅郡建立更強大的家庭，我期待著這個項目將為我們社區的數百名家長和

兒童提供機會。」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安全優質和經濟適用房是一

項基本人權，由於我們與紐約州和當地發展社區的合作，我們正在竭盡所能向羅切

斯特市居民提供這一權利。我要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廳、蘭茨曼開發公司以及科尼弗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在羅切斯特市進行這些投資並

幫助我們促進推進工作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安全、更有活力的社區，並為我

們的公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   



 

 

  

科尼弗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兼執行長蒂莫西·福爾涅  (Timothy Fournier)  

表示，「科尼弗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很自豪加入羅徹斯特市社區及其復興進程，

普萊街區 (Neighborhood of Play) 的復興正在進行中。我們孜孜不倦、充滿激情地

尋求機會，領導東南塔樓的重建、現代化和重新定位。我們的高技能團隊與聯邦、

州、市官員和當地居民一起努力，將該房產改造成充滿活力的、最先進的公寓社

區。在接下來三年，東南塔樓將成為羅切斯特市最好的公寓社區之一，並將為數百

名居民創造『充滿可能性的家』。」   

  

蘭茨曼開發公司總裁兼執行長詹姆斯·高夫  (James Goff) 表示，「南景塔樓現在更

名為 E. L. 塔樓以紀念伊里亞德·蘭茨曼  (Elliott Landsman)，該塔樓是伊里亞德與蘭

茨曼開發公司  (Elliott and Landsman Development Corp.) 在 1973 年投資的第一個住

宅社區。 我們很高興，也很感謝州政府和市政府同意與我們合作，把它改造成現

代化的住宅物業，配備升級的社區活動室、改善整個場地的安全性、更受歡迎並且

更安全的主入口，還有全面升級的公寓。  它現在更適合發展中的南楔  (South 

Wedge) 街區。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物業，我們很高興  E. L. 塔樓現在已經完全翻

新，以造福於我們的居民、社區和城市。」   

  

人本住房選擇公司總裁兼執行長尼古拉斯·庫爾特  (Nicholas Coulter) 表示， 

「與 EL 塔樓卓越的翻修和便利設施相結合，蘭茨曼開發公司與人本住房選擇公司

以及普羅維登斯房屋開發公司  (Providence Hous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合

作，利用住房優先模式  (Housing First Model) 為人本住房選擇公司的住戶提供現場

生活輔助服務，並為更大範圍的住戶協同提供社區服務、衛生保健以及護理管理。

把住房與生活輔助服務相結合，對居民和住房提供者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成長和服務

社區的獨特機會。」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公告為『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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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替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61 億美元，投資內容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

產、以及高階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

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也已調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等地發展和進行投資。   

  

如今，本地區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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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https://esd.ny.gov/finger-lakes-forward-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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