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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260 萬美元的布朗克斯區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動工  

  
河流大道 1159 號將向南布朗克斯區提供 245 套經濟適用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河流大道 1159 號 (1159 River Avenue) 動工建設，這個

斥資 1.26 億美元的建設項目將給南布朗克斯區 (South Bronx) 提供 245 套住房。 這棟 

19 層的建築將專門提供 148 套公寓給曾經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庭，包括那些需要生活輔

助服務的人。  

  
「我們繼續在經濟適用房方面進行前所未有的投資，這將有助於解決雙重不平等和無家

可歸危機，」葛謨州長表示。「諸如此類的新建設項目表明，我們正在努力為布朗克斯

區 (Bronx) 的居民提供高品質、節能的房屋，並為我們當中最脆弱的群體提供生活輔助

服務。」  

   
州長承諾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經濟適用房，該承諾體現在本州前所未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宅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或保留超過 10 戶套經濟適用

房，其中 6,000 戶住宅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從而在提供住宅的同時處理遊民問題。  

  
河流大道 1159 號旨在提供高品質的經濟適用房，是州長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總體戰

略的一部分。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已投資 逾 13 億美元，在布朗克斯區建造或維護了逾 

1.5 萬套經濟適用房。   

  
河流大道 1159 號將包括 245 套公寓，其中 148 套公寓為經歷無家可歸問題和從精神疾

病中康復的個人和家庭預留。 在預留的這些住房中，128 戶家庭將獲得現場服務和租賃

援助，這些服務和援助是由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NYS OMH) 管理的州長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倡議 (Governor's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提供的。其餘的出租住房是為低收入個人和家庭

預留的。其中一間公寓是為一名管理員預留的。   

  
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聯繫和協調其他社區資源，包括初級保健和精神衛生服務，以及在

各種領域的直接支持，包括：目標設定、系統導航、自我宣傳、教育/職業/就業資訊和轉

診、營養、減少傷害戰略和社會支持。生活輔助服務機構是社區近用股份公司 

(Community Access, Inc.)   
  



 

 

該建設項目將符合企業綠色社區標準 (Enterprise Green Communities Standards) 和能

源之星的多戶住宅高層建築 (Energy Star's Multi-Family High Rise) 標準，並將包括能源

之星電器和節水低流量裝置等節能功能。  

  
這棟 19 層的大樓將設有藝術室、健身房、洗衣房和電腦室。一樓將有 20,500 平方英呎

的商業空間。   

  
河流大道 1159 號距揚基體育場 (Yankee Stadium) 四個街區，附近有地鐵 6、D、B 

線；學校；禮拜場所；超市；便利店；還有穆拉雷公園 (Mullaly Park)，那裡有球場、操

場、步行道、自行車道和休息區。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為河流大道 1159 號提供的融資包括 2,50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

債券、將產生 4,300 萬美元股本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 和 1,600 萬美元補貼。由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管理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倡

議撥款每年將為服務和運營提供 300 萬美元資金。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NYC HPD) 透過其生活輔

助住房貸款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Loan Program, SHLP) 提供了另外 2,050 萬美元

資金。項目團隊由社區近用股份公司和經濟適用房開發商瑪德股份公司 (Maddd 

Equities) 的附屬公司 J. 股份 II 公司 (J. Equities II, LLC)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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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大道 1159 號進一步推動了葛謨州長當前為減少布朗克斯區無家可歸者和提高生

活品質而開展的工作，這項工作通過建造提供現場生活輔助服務的經濟適用房來實現。

居住在這裡的 245 戶家庭將受益於便利的設施、便利的交通、便利的商店和學校以及附

近的娛樂場所。我們很榮幸能與社區近用股份公司合作，為有需要的紐約民眾提供現代

化公寓和重要的精神保健服務。」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蘇麗萬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利用生活輔助住房，

精神疾病患者將能夠在家中接受所需的服務，並在自己的社區獨立而成功地生活。 葛謨

州長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倡議為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帶來了安全穩定的住房，為經

濟復蘇提供了寶貴的幫助。」  

  
住宅維護與建設局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局長露易絲·卡羅

爾 (Louise Carroll) 表示，「獲得安全、穩定、經濟適用的住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

重要，因此，在我們推進紐約州住房目標時，我們把最脆弱的紐約民眾放在第一位。感

謝我們的發展夥伴、地方民選官員和州政府，245 個無家可歸的低收入家庭將獲得他們

需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輔助服務，當河流大道 1159 號完工時，該建設項目將為社區帶

來就業、商業空間和永久負擔能力。」  

  
參議員喬伊 M. 賽拉諾 (Jose M. Serrano) 表示，「在我們解決無家可歸危機的同時，為

家庭提供 負擔得起的住房，同時為他們提供保持安全和健康所需的服務，這一點至關重

要。河濱大道 1159 號建設項目將保護脆弱的紐約民眾免受無家可歸之苦，同時為他們



 

 

提供穩定的環境，讓他們過上充實獨立的生活。非常感謝葛謨州長和維斯納斯卡斯署長

致力於在布朗克斯區建造和維護經濟適用房。」   

  
眾議員卡門·阿羅約 (Carmen Arroyo) 表示，「我感謝州長繼續支持在布朗克斯區和全

州建設經濟適用房。我們的自治市正在重新團結起來，變得更加強大，我們必須站在一

起，盡我們所能，為苦苦掙扎的居民提供住房。該項目是對我們社區的重大推動。」  

  
議員瓦內薩 L. 吉普森 (Vanessa L. Gibson) 表示，「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獲得安全和

負擔得起的住房是優先事項，而疫情只是加劇了整個紐約市的需求。 這個新項目是 

2017 年市議會 (City Council) 通過的傑羅姆重新規劃計畫 (Jerome Rezoning) 的結果，

它將在本市的關鍵時期為家庭和曾經無家可歸的紐約民眾帶來永久的經濟適用房。我感

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住宅維護與建設局、房屋開發公司 (Hous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DC)、瑪德股份公司、社區委員會第 4 分會 (Community Board 4) 以及社

區近用股份公司的合作，感謝他們為給西布朗克斯區居民提供重要資源而付出的巨大努

力和做出的承諾。」  

  
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表示，「河流大道 1159 號這樣的項目正在幫助布

朗克斯區的居民在高品質、經濟實惠的房屋裡安全生活，並實現獨立。在我們繼續與無

家可歸作鬥爭的同時，建設更多的生活輔助住房至關重要。我要感謝社區近用股份公司

以及所有使這個項目成為可能的機構和組織。」  

  
社區近用股份公司執行長卡爾·海地根 (Cal Hedigan)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證實了我們

這些提供生活輔助住房的人早就知道的一點：住房就是醫療保健。安全穩定的住房對個

人福祉、家庭福祉和公共健康都是必要的。社區近用股份公司感到自豪的是，在整個疫

情期間，我們繼續開展生活輔助住房和經濟適用房開發工作，包括開放布魯克納大道 

(Bruckner Boulevard) 項目和河流大道 1159 號動工建設。我們感謝葛謨州長致力於解決

紐約州的經濟適用房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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