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電力局頒發的經濟發展獎對全州 620 多個崗位予以支持  

  
《充電紐約》電力分配和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由董事會批准的追加經濟發展獎促成了超過 

1.27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  

  
紐約州電力局將在未來經濟發展獎審批申請時考慮環保崗位的因素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董事會已批准 11 

個經濟發展獎獲獎獎項，這些獎項將對全州 620 多個崗位予以支持，並促成了超過 1.27 

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充電紐約 (ReCharge NY)》電力分配頒發了八個獎項，其餘
三個與重點在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開展的專項計畫相關聯。董事會還更
新了經濟發展獲獎者的評估標準，使該標準涵蓋申請者要支持紐約環保和製造崗位的內
容。 

  
「疫情對經濟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但這一大挑戰也為紐約創造了把這裡建設得比從前更
好的機會，」葛謨州長表示。「為實現我們的環保目標，我們將為本州供應部分最清潔
最廉價的電力，從而減輕冠狀病毒 (COVID) 造成的經濟負擔，在新常態中促進紐約公司
和非營利機構的發展，並在本州維持和創造崗位。」 

  
「我們承諾會在打擊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繼續為經濟發展和就業培訓而投資，」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些經濟發展獎項將有助於對包括紐約州西部地區在

內的全州 620 多個崗位予以支持。隨著我們建設得更好且經濟得以鞏固，我們想確保紐

約民眾擁有保留優質崗位的機會和資源，同時還要加強復興社區和對抗氣候變化的工作，

從而把紐約州建設得更清潔、更環保、更強大。」  

 
《充電紐約》項目已獲准分配超過 5,400 千瓦時的廉價電力，這些電力被指定分配到紐

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紐約州西部地區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八家公

司，從而對 523 個崗位（81 個新崗位）和近 1.13 億美元的資本投資予以直接支持。 

  

請點擊這裡查看《充電紐約》電力分配和經濟發展獎的完整名單。  

  
葛謨州長實施的《充電紐約》計畫透過鼓勵企業保留並創造就業機會來加強紐約州的經

濟，與此同時在全州提供資本投資。《充電紐約》計畫提供長達七年的電力合同。其中有

一半的電力，即 455 兆瓦來自於紐約州電力局的尼亞加拉 (Niagara) 和聖勞倫斯-富蘭克

林 D. 羅斯福 (St. Lawrence-Franklin D. Roosevelt) 水力發電站。餘下的 455 兆瓦則是紐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RNY_New_Allocations_December_2020.pdf


 

 

約州電力局透過批發市場購買的廉價電力。  

  
紐約州電力局主席兼水牛城 (Buffalo) 居民約翰 R. 科爾麥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

「隨著極其艱難的這一年即將結束，紐約州電力局將繼續利用其全部經濟發展手段支持紐

約的崗位和資本投資發展。全州透過州長的《充電紐約》項目分配的電力，尼亞加拉分配

的水電電力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獎金旨在全州的工作人員安全返回崗位。」  

  
紐約州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在州長《紐約向

前 (NY Forward)》計畫的指導下，本州將在疫情中安全向前發展，紐約州電力局也承諾

會幫助企業實現回彈。隨著今天公佈的電力和資金分配直接惠及全州企業的關鍵部門，這

些福利將幫助它們獲得巨大進展。」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

裡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在紐約州西部地區製造商今年面臨異常艱難的經濟挑

戰時，能與紐約州電力局合作對它們予以支持是我們的驕傲。單線系統公司 

(MonoSystems) 持續獲得成功和拓展創造了新崗位和機會，這些還都只是社區努力建設

得更好的其中一個範例。」  

  
紐約州電力局董事會也為阿爾肯 (Arkon) 的尼亞加拉專業金屬公司 (Niagara Specialty 

Metals) 批准了 700 千瓦時的水電分配，為水牛城的單線系統公司批准了 180 千瓦時的

水電分配。尼亞加拉專業金屬公司是一家鋼材和金屬產品製造商，該公司將創造出五個新

崗位，保留超過 37 個崗位，並創造近 1,300 萬美元的資本投資。長達 10 年的電力分配

將對多年的擴建工作予以支持，而這一工作需要購置處理設備以從事購買和安裝可生產合

金的新軋機等工作。  

  
單線系統公司是生產電線和電纜的製造商，其產品主要由電力工程師和承包商使用。該公

司將創造 15 個新崗位，保留 80 多個崗位，並創造超過 42 萬美元的資本投資。長達 10 

年的電力分配將支持該公司在水牛城設施的擴建工作，並使該公司能夠生產擠壓聚氯乙

烯，目前這種產品還在從中國 (China) 購買。此外，帝國州發展公司還將從《精益求精就

業 (Excelsior Jobs)》項目中提供 24 萬美元的退稅額，從而協助該公司開展擴建項目，

這是作為創造崗位承諾的交換。  

  
《紐約州西部地區電力收益 (Western New York Power Proceeds)》項目為河流路研究公

司 (River Road Research) 批准了最後一項 22 萬美元獎項，使該公司能使用到 100 多萬

美元的資本投資。該公司希望在水牛城建成運營中心，從而將食物殘渣轉化成為可用作水

產和家禽飼料的昆蟲蛋白質。新的加工廠房將有產蛋室、成長室、真空烘乾機和螺旋壓

機，這將證明該技術的可行性，並將生產出的產品商業化和成功推向市場。這項技術可實

現環境可持續發展，並解決社會問題，如自然水道中的過度捕撈、食品安全和氣候變化等

問題。紐約州電力局的獎金透過紐約電力局尼亞加拉縣發電廠未用水電所得的銷售淨收益

提供，並源於葛謨州長在 2012 年簽署成為法律的電力收益法案。  

  
紐約州電力局董事會還為經濟發展獎的申請者批准了新的評估標準，該標準現在將考量申



 

 

請者對紐約州環保崗位和製造業的支持程度。這將在葛謨州長和《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

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的指引下推動清潔

能源經濟的發展。紐約州電力局還將開始匯報其透過多個經濟發展項目而支持的環保工作

和製造業工作。請在紐約州電力局經濟發展網頁上進一步了解紐約電力局支持的企業發展

機會。  

  
紐約州眾議員兼能源委員會 (Committee on Energy) 主席邁克爾 J. 庫斯科 (Michael J. 

Cusick) 表示，「在這個充滿未知的時期，能有這樣有前景的經濟發展公告振奮人心。宣

佈紐約州有創造的崗位和資本投資是好消息。紐約州電力局在《充電紐約》項目下批准了

新的電力分配，關於這一內容的公告表明出我們州的目標是在任何情況下，創造就業、生

產和供應清潔高效的廉價能源都是我們州的首要任務。」  

  
紐約州參議員邁克爾 H. 蘭澤霍夫 (Michael H. Ranzenhofer) 表示，「在這些艱難時

期，我很高興能看到我們社區的這些投資。經濟發展和崗位創造比從前更加重要。這筆資

金將有助於紐約州西部地區實現著兩個目標。我期待看到這些項目的完成。」  

  
紐約州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

示，「獲得廉價水電對於製造業和崗位創造來說至關重要。紐約州電力局為水牛城的單

線系統公司分配了 180 千瓦時的電力，這將使該公司能在未來創造更多崗位和擴大其製

造規模。」  

 
紐約州眾議員麥克 J. 諾裡斯 (Michael J. Norris) 表示，「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當地企業

供應廉價電力對於支持經濟發展和崗位創造來說至關重要。我很驕傲能支持阿爾肯鄉隱藏

的行業瑰寶，我也對尼亞加拉專業金屬公司持續獲得的成功表示稱讚。我期待能與州長在

今後的經濟計畫上合作，從而支持我們的當地產業和企業發展。」  

 
紐約州眾議員派特·波克 (Pat Burke) 表示，「單線系統公司在幾乎無人問津的時候抓住

了水牛城的這個機會。他們在 90 年代初把運營中心從紐約市遷到了水牛城，並從那時起

為我們社區創造了就業和投資機會。我們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發的電力能使紐約州 受益，

這非常重要；這是以行動證明這一點的絕佳範例。」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在從冠狀病毒疫情中恢復過來後將會重建得更好，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

的氣候計畫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

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把紐約州納入法

律，紐約州正朝著在 2040 年前實現經濟範圍內的碳中和以及電力行業零碳排放的既定目

標邁進，速度比其他任何州都要快。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

全州 67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以來分佈性

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紐約州氣候行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正在制定一項

範圍廣泛的計畫以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

少 85%，同時確保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收益至少有 40% 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37a5a5a4-683e9ce5-37a75c91-000babda0106-c1a7b8844f87dfac&q=1&e=8fd9644a-8af4-451b-9d26-be10c9bf2a6d&u=https%3A%2F%2Fwww.nypa.gov%2Fservices%2Fclean-power-programs%2Feconomic-development


 

 

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立方米。  

  
紐約州電力局簡介  

紐約州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的

輸電線。紐約州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州電力

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的

營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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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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