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1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法明噸鎮  (FARMINGTON) 兩個新的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竣工   

  

品塔爾渡口公寓  (Pintail Crossing) 和法明噸溪上公寓  (Farmington on the Creek) 

為發展中社區的工薪家庭提供  168 套公寓，並設有高水準學區   

  

本輪投資完善了本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全面戰略——『五指湖地區加速發

展計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法明噸鎮兩個新的住房建設項目竣工。品塔爾渡口

公寓和法明噸溪上公寓為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的工薪家庭建造了  168 套經

濟適用房。兩個住宅區的居民將可使用  332 號公路 (Route 332) 和 96 號公路 

(Route 96) 沿線的商業走廊，以獲得工作和服務，而居住在住宅區內的兒童則可

使用成績優異的維克多中央學區  (Victor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當我們在快速發展的社區內建設經濟適用房，並提供好的工作和學校，我們就

為辛勤工作的家庭提供他們成功所需的工具，」葛謨州長表示。「品塔爾渡口公

寓和法明噸溪上公寓是安全經濟住房的完美範例，它們是推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向前發展、使之成為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場所的關鍵所在。」   

  

州長對加強社區和發展五指湖地區經濟的承諾體現在『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

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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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州對品塔爾渡口公寓和法明噸溪上公寓的投資，通過為家庭建造新的經濟適用

房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

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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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塔爾渡口公寓   

品塔爾渡口公寓是沿  41 號公路 (Rt. 41) 在以前未開發的土地上新建的住宅區。該

建築群有 8 棟兩層建築，共  64 套公寓和 1 棟獨立的社區建築。   

  



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的 60% 甚至更低的家庭均能

負擔得起這些公寓。建築設施包括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電器、中央空調和洗碗

機以及室外花園空間。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對這個斥資  1,800 萬美元的住宅區的投資包括聯邦低收

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項資助創造了  1,300 萬美元的

股權和另外  340 萬美元的補助金。其他資金還包括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提

供的資金。該項目是由科尼弗房地產公司  (Conifer Realty) 與五指湖地區諮詢與恢

復機構 (Finger Lakes Area Counseling and Recovery Agency, FLACRA) 合作開發

的。  

  

法明噸溪上公寓   

法明噸溪上公寓位於哈撒韋車道  (Hathaway Drive) 1347 號，有 104 套公寓，分佈

在 13 棟兩層建築中。104 套公寓中，有 78 套是工薪家庭和收入在當地中等家庭

收入 60% 或以下的個人負擔得起的。剩餘的公寓是收入在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90% 

以下的家庭負擔得起的。每套公寓都有陽臺或露臺。獨立的社區建築提供廚房、

多用途房、洗衣房和健身房。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對這個斥資  2,280 萬美元的住宅區的投資包括  470 萬美

元的永久免稅債券、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這項資助創造了  580 萬美元的股權

和另外 1,160 萬美元的補助金。   

  

法明噸溪上公寓由住房租賃公司  (Home Leasing) 開發，毗鄰住房租賃公司在  2010 

年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出資興建的有  88 個單元的平價老年住宅項目法明

噸花園公寓  (Farmington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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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塔爾渡口公寓和法明噸溪上公寓正在幫助  168 個家庭實現更光明的未

來，他們可以進入表現良好的學區並獲得好工作。葛謨州長明白，經濟適用的公

寓不僅能提供住房，還能為就業和教育創造新機會。這兩個住宅區正在法明噸鎮

創造更具包容性的社區、加強當地經濟，並推動五指湖地區向前發展。」   

  

參議員帕姆·赫明  (Pam Helming) 表示，「這些令人興奮的項目是法明噸鎮向前邁

出的重要一步。我們為工薪家庭、年輕專業人士和老年人創造新的住房選擇，這

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將繼續共同努力發展經濟，並支持當地就業創造者和企業家

的行動。」   

  

眾議會少數派領袖布萊恩  M. 科爾伯  (Brian M. Kolb) 表示，「對法明噸鎮來說，

兩個新的住宅開發項目的竣工是個好消息。經濟適用的居住空間為居民提供了更



大的經濟靈活性和更高的生活品質，這是健康繁榮的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

將給周邊社區帶來積極的好處。祝賀所有參與實現這一願景的人。」   

  

安大略郡主席傑克·瑪倫  (Jack Marren) 表示，「我要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廳提供資金靈活性來支持這個項目。這  168 套公寓將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蓬勃發展

的法明噸鎮境內的住房需求。為這些居民提供的便利設施將使這些公寓成為非常

有吸引力的地方來組建家庭。感謝科尼弗房地產公司與五指湖地區諮詢與恢復機

構和房屋租賃公司認識到這類住房的必要性，並努力使其成為現實。再次祝賀法

明噸鎮，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鎮長彼得·英葛斯彼  (Peter Ingalsbe) 表示，「去年，紐約州將法明噸鎮列為紐約

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第 15 個發展最快的社區。當經濟適用房在法明噸

鎮這樣快速發展的地區建造起來，有了高水準的學校和好的工作機會，就會創造

機會來加強我們當地的經濟。這兩個項目為許多現有的居民和新居民提供了高品

質的經濟適用房。代表法明噸鎮，我們期待在未來的幾年裡繼續提供這些類型的

住房。」  

  

五指湖地區諮詢與恢復機構執行長詹尼弗·卡爾森  (Jennifer Carlson) 表示， 

「經濟適用房對我們社區的活力和健康至關重要，也是本郡如今面臨的最重要的

需求之一。五指湖地區諮詢與恢復機構很高興成為科尼弗房地產公司的合作夥

伴，對『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全面戰略創造積極影響，為經濟增長和區域

發展提供機會。通過諸如品塔爾渡口公寓這樣的創新開發項目，科尼弗房地產公

司將繼續為我們社區的無家可歸者和低收入者提供長期的住房選擇，並展示應對

經濟適用房等複雜地區挑戰的先進解決方案。」   

  

科尼弗房地產公司總裁喬安  F. 霍維  (Joan F. Hoover) 表示，「品塔爾渡口公寓完

美體現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與社區合作，為其居民提供家庭勞動力住房。

這個獨特的社區位於紐約州法明噸鎮，被充滿活力並且不斷增長的經濟和高水準

的學校所環繞，它們共同為那些在紐約州需求最迫切的民眾創造了『充滿可能性

的家』。科尼弗房地產公司很高興建成了又一個社區，居民可以自豪地將其稱之

為他們的家。」   

  

住房租賃公司執行長佈萊特·噶伍德  (Bret Garwood)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在

我們老年社區隔壁為法明噸鎮的家庭增加住房，幫助實現我們的使命，改善居民

的生活和我們工作的社區。感謝葛謨州長、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以及我們的

許多合作夥伴，是你們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公告為『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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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加速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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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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