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1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在索莫斯會議  (SOMOS CONFERENCE) 上，葛謨州長和維拉茲科茨  (VÁZQUEZ) 

州長宣佈紐約州和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建立新的綜合旅遊夥伴關係   

  

該夥伴關係用以推動夏季遊覽紐約州和冬季遊覽波多黎各   

  

州長還宣佈波多黎各巧克力製造商在紐約州擴張   

  

葛謨州長在  2019 年波多黎各索莫斯會議上宣佈這些公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波多黎各州長旺達·維拉茲科茨今天宣佈紐約州和波多黎各

建立新的綜合旅遊夥伴關係，這將突出展示兩地的熱門景點以吸引遊客。兩位州

長將指示分配州資源，在未來一年促進民眾對每個目的地的互惠遊覽。葛謨州長

還宣佈，巧克力科爾特斯公司  (Chocolate Cortes) 將在紐約州擴展其餐廳概念  

Chocobar Cortés，巧克力科爾特斯公司是加勒比地區  (Caribbean) 領先的巧克力製

造商，也是歷史悠久的波多黎各和多明尼加  (Dominican) 品牌。州長在聖胡安  

(San Juan) 舉行的 2019 年波多黎各索莫斯會議上宣佈了這兩項公告。   

  

「紐約州與波多黎各保持著緊密的經濟和文化聯繫，這種新的夥伴關係將充分利

用本州和該島提供的一切資源，同時通過整合行銷活動促進雙方的旅遊業，」  

葛謨州長表示。「在颶風瑪麗亞  (Hurricane Maria) 過後，紐約州與我們島上的兄

弟姐妹並肩站在一起，這一新的夥伴關係是我們對波多黎各人民做出持續承諾的

最新例子。」   

  

旺達·維拉茲科茨·蓋賽德州長表示，「紐約州在過去兩年中對波多黎各的復蘇表現

出堅定不移的承諾。今天的公告標誌著紐約州和波多黎各之間牢固夥伴關係達成

的又一個里程碑。我們期待發展這一互利的旅遊市場計畫，並且非常感謝紐約州

在波多黎各帶頭開展修復和賑災工作。」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旅遊業達到了新高度，2018 年接待了創紀錄的  2.53 億

個遊客，消費近  720 億美元。這已經連續五年創造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創紀錄

的經濟效益。作為本州第三大雇主，休閒業和酒店行業提供超過  95.7 萬個工作崗

位，占紐約州工作崗位的十分之一。旅遊業占波多黎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的 6%。在波多黎各，旅遊業是價值  60 億美元的產業，

提供 7 萬多個就業機會。   

  

Chocobar Cortés 董事卡洛斯·蒂斯  (Carlos Cortés) 表示，「我們非常期待在紐約

市 (New York City) 開設在聖胡安老城  (Old San Juan) 旗艦店外的第一家巧克力專

賣店。我們選擇了布朗克斯區  (Bronx)，那裡是波多黎各人和多明尼加人社區的一

個大本營，他們是吃著我們的巧克力長大的。我們希望用我們的巧克力口味、豐

富的文化和加勒比地區的溫暖來激發這座城市的活力。」   

  

Chocobar Cortés 將在紐約市莫特港  (Mott Haven) 開設一家名為紐約市巧克力吧  

(Chocobar NYC) 的巧克力餐廳、酒吧和咖啡店，這將創造或支持  100 多個就業崗

位。紐約市巧克力吧是颶風瑪麗亞  (Hurricane Maria) 以來波多黎各人在布朗克斯

區開設的首家店鋪，它的開業突顯了波多黎各與紐約州的緊密聯繫。紐約賦權區

公司 (New York Empowerment Zone Corporation) 是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子公司，它為這個項目向布朗克斯區整體經濟發展公司  (Bronx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提供了 30 萬美元的貸款。布朗克斯區

能源與環境計畫  (Bronx Initiative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也將提供 10 萬美

元，該計畫由紐約電力管理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資助。資金將用

於為餐廳購買節能機械。Chocobar Cortés 將於 2020 年夏季開業。Chocobar 

Cortés 是第四代、從可可豆到巧克力製造公司，該公司成立於  1929 年。該公司

的總部設在聖胡安。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紐約州致力於與波多黎各保持強有力的互利夥伴關係，今天宣佈加強我

們的旅遊業，並在這裡建立長期的波多黎各品牌，這標誌著我們在牢固的經濟關

係上邁出了新的一步。」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通過我們的機場往返波多黎各的大量直航航班為旅客提供

了便捷的通道，是該地區的一項經濟資產。我們很自豪加入這項新計畫，盡我們

的一份力量幫助促進旅遊業，並繼續幫助該島在颶風瑪麗亞後恢復。」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署長派特·福伊  (Pat 

Foye) 表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很自豪能在州長的協助下參與這項行動。我們

的許多客戶和員工都與波多黎各有聯繫，所以分享旅遊成果是支持這個美麗島嶼

的很好的方式，因為他們正在從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在紐約州推銷旅遊業。」   

  

紐約州持續開展工作支持波多黎各   

颶風瑪利亞在  2017 年 9 月登陸以來，葛謨州長曾五次前往波多黎各，並持續為

重要社區提供關鍵資源。緊接著，紐約州成立了帝國州賑災與恢復工作組織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最終分發了在全州  13 個捐贈地點收集的

至少 4,400 個托盤的物資。紐約州還部署了  1,000 多個人員，其中包括數百名公

用事業工作人員和電力專家，幫助恢復電力和穩定電網。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已撥款大約  1,3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境內因瑪麗亞颶

風而流離失所的  1.1 萬多個民眾。作為這項承諾的內容，200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

將提供給合作組織，供這些組織為弱勢的波多黎各民眾聯繫就業、住宅、福利諮

詢和醫療健保等所需的服務。葛謨州長還承諾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高

達 1,100 萬美元的住宅資金和勞動力資金：設立  100 萬美元的計畫給流離失所的

波多黎各民眾提供可靠的個案管理服務，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給就業培訓和安

置活動。  

  

葛謨州長和紐約議會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繼續支持波多黎

各能獲得必要的聯邦政府援助。在  2017 年，葛謨州長和波多黎各州長里卡多·  

羅塞洛 (Ricardo Rosselló) 以及紐約國會代表團成員發佈了《重建新生評估報告  

(Build Back Better Assessment Report)》。該報告識別了需要投資的具體部門，包

括住房、電網、適應力、農業及其他部門。連同  4.87 億美元的公共安全與緊急響

應資金，以及  90 億美元的長期災後重建管理資金，總資金需求為  944 億美元。  

  

在颶風瑪利亞登陸屆滿週年的  2018 年九月，葛謨州長簽署了第  189 號行政命

令，設立新的颶風瑪麗亞紀念碑委員會  (Hurricane Maria Memorial Commission)，

針對建造新紀念碑向颶風瑪利亞的遇難者和倖存者以及波多黎各社區的適應力致

敬的活動提供建議。另外，在  2018 年 10 月，葛謨州長呼籲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復原波多黎各各地社區的發電

機。  

  

如需了解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請造訪州長為波多黎各以

及美屬維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for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網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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