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1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070 萬美元在卡南代瓜鎮  (CANANDAIGUA)  

新建的退伍軍人公寓樓現已盛大開業   

  

園畔自由公寓樓  (Liberty Apartments at Parkside) 可為  48 名個人、  

家庭和退伍軍人提供住房和支持服務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 

計畫——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位於卡南代瓜鎮、斥資  1,070 萬美元新建的住房開

發專案現已盛大開業。園畔自由公寓樓為無家可歸或面臨流離失所境況的退伍軍人

和家庭提供了  48 套住房和支持服務。州長承諾為退伍軍人、現役軍人及其家庭解

決無家可歸的危機，並改善服務。這套公寓樓即是這一承諾的一部分。今天的聲明

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即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

濟。  

 

「不懼危險、保家衛國的英勇鬥士們應當能夠擁有一處優質廉價的住處，並獲得所

需服務，使其能夠融入當地社區，」州長葛謨表示。「有了這套新公寓樓，我們

得以確保這些退伍軍人能夠獲得重要服務，幫助五指湖地區繼續蓬勃發展。」   

  

園畔自由公寓，此前被稱為卡南代瓜退伍軍人公寓  (Veterans for Canandaigua)， 

現擁有 5 棟兩層樓的住宅樓，其中囊括了  48 套公寓。其中  25 套則專門用於無家

可歸的家庭和個人。另外一棟社區大樓則提供了維修車庫、洗衣房、退伍軍人管理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服務辦公室。其中  25 套單元則用於卡南代瓜退伍軍人醫

療中心 (Cannadaigua VA Medical Center) 中符合領取福利的退伍軍人們。這些軍人

及其家屬要麼無家可歸，要麼正面臨著流離失所的境況。  

 

這項工程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羅切斯特市住房管理局  (Rochester Housing 

Authority)、五指湖地區成癮問題心理咨詢和轉診機構  (Finger Lakes Addictions 

Counseling & Referral Agency, Inc.)、日內瓦市住房管理局  (Geneva Housing 

Authority) 和卡南代瓜退伍軍人管理局  (Canandaigua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聯合

開發。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CR) 現已為超過  880  

套退伍軍人獨立住房和多家庭住房的修建和維護提供了融資；且  HCR 下屬的紐約

州按揭貸款機構  (State of New York Mortgage Agency) 現已透過退伍軍人住房計畫  

(Homes for Veterans Program) 提供了 157 套按揭貸款計畫。  

  

園畔自由公寓樓現與附近的卡登斯廣場  (Cadence Square) 相連，設有卡南代瓜退

伍軍人管理醫療中心  (Canandaigua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從爾滿

足五指湖地區退伍軍人的優質住房需求。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廳長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曾經保家衛國的紐約民

眾值得獲得我們最誠摯的感謝和最誠懇的尊重。當他們面臨退役後的生活挑戰時，

應當獲得我們的幫助。在葛謨州長的英明領導下，HCR 現已幫助了本州境內超過

一千多位退伍軍人及其家人找到他們所需的優質住房。我們將繼續推進這一工作，

推動五指湖地區的蓬勃發展，幫助滿足紐約州退伍軍人的需求。」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為保家

衛國的軍人提供支持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榮幸。這些住房將為無家可歸的退

伍軍人及其家人提供其所需的住房和服務，構建更加美好的未來。」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我們的退伍

軍人不懼自己生命安危，保衛美國、捍衛自由。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適應平民生

活，獲取必要資源和服務。葛謨州長現將為退伍軍人提供支持作為其工作要務，  

為我們的英雄們提供可以被稱之為家的住處——這類住房能效高、且舒適宜人，  

並支持了紐約州設立的全國領先的清潔能源目標。」   

 

退伍軍人管理局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和五指湖地區成癮問題心理咨詢和轉診

機構負責為園畔自由公寓樓的居民提供支持服務。本工程還包括：會客室、租戶儲

物室、會議室、遊樂場、社區花園和一處紀念公園，用以紀念退伍軍人。租戶可從

日內瓦住房管理局服務協調人、退伍軍人管理局和五指湖地區成癮問題心理咨詢和

轉診機構處獲得服務。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提供了  245 萬美元紐約州住房基金  (New York State 

HOME funds) 和 516 萬美元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Credits)。紐約



 

 

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透過「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提供了 300 萬美元撥款。鑒於公寓樓的設計採用了大量

節能措施，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為該工程提供了  121,000 美元的激勵資金，用以抵消開發成本。羅切斯

特市住房管理局為  100% 的單元房提供了以本工程為基礎的第  8 節租賃援助金  

(Project Based Section 8 Rental Assistance)，以確保最需要住房的退伍軍人也能負

擔得起。  

  

參議員帕姆·赫明 (Pam Helming) 表示，「價格適宜的支援性住房對於為退伍軍人

及其家庭提供改進服務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通常面臨著住房成本不斷升高所帶來的

負擔。透過為退伍軍人留存這些公寓，我們可以幫助確保他們不會無家可歸，且能

夠在我們的社區內繼續過著充實的生活。園畔自由公寓樓對於退伍軍人來說可謂是

一筆寶貴的財富。我讚賞所有參與這一絕佳工程的人員，特別是來自五指湖社區開

發公司 (Finger Lak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安迪·泰曼 (Andy 

Tyman)。該公司是日內瓦市住房管理局下屬機構，他們在本工程的開發進程中發

揮著重要的領導能力。作為本州的參議員，我將繼續盡我所能支持當地的退伍軍人

及其家人。」   

  

眾議會少數派領袖布萊恩  M. 科爾伯  (Brian M. Kolb) 表示，「我們的退伍軍人及其

家人在面臨退役後的一系列挑戰時，需要獲得社區的支持。這套公寓樓將為退伍軍

人及其家人提供價格適宜的頂尖服務和設施。我要祝賀各大組織機構能夠透過合作

使得這項工程成為現實，並讚賞它們堅定承諾改善退伍軍人的生活品質。」   

  

卡南代瓜鎮鎮長格雷格 ·韋斯布魯克  (Greg Westbrook) 表示，「卡南代瓜鎮很榮幸

能夠迎接和重視曾在美國武裝部隊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中光榮服役的男男

女女們。我們的退伍軍人在卡南代瓜人民心中佔有特殊的位置。自由公寓樓位於小

鎮北部 (Uptown)，其居民將能享受本社區中的各種設施，包括：小鎮公園  (Town 

Park) 附近的行人友好區域；該公園還提供其他各類設施，例如：飛盤高爾夫、  

垂釣和戶外休閒活動。歡迎來到卡南代瓜，你們為我國、本州和我們社區爾英勇參

軍，請接收我們對你們的誠摯謝意。」   

  

日內瓦市住房管理局和五指湖社區開發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安德魯 ·泰曼  (Andrew 

Tyman)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完成這一亟需工程。園畔自由公寓樓退伍軍人住

房開發專案為家庭和個人提供了價格適宜的住房和相關服務，並主要為軍人，特別

是無家可歸和殘障軍人提供服務。退伍軍人在保家衛國時奉獻了太多太多。幫助他

們獲得一個住處，使得家人得以團聚，這將促進退伍軍人和整個五指湖地區不斷前

進、發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

產、以及高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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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esd.ny.gov/finger-lakes-forward-uri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