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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麥可山谷區域可持續發展與合作治理大會  (MOHAWK VALLEY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FERENCE) 取得圓滿成功 

 
社區發展專家、地方民選官員、商界領袖齊聚一堂，分享麥可山谷的經濟發展戰略  

 
供當地政府和非營利機構使用的《手冊》是瞭解州政府補助和計畫的一站式資源——

請參見：www.ny.gov/growth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第九屆地區可持續發展大會取得圓滿成功。本

次大會聚集了  400 多位社區發展專家、地方民選官員和商界領袖，共同分享麥可

山谷的成功經濟發展戰略。本次會議是州政府向當地政府和非營利機構宣傳現有可

用資源的一次活動，目標是在全紐約範圍內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副州長凱西 ·

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尤提卡市  (Utica) 中心區尤提卡酒店  (Hotel Utica) 主持本次

會議，重點介紹了作為州政府補助金申請一站式資源的手冊，該手冊提供  100 多

項創新補助金計畫的完整清單、詳細背景和網路連結。  

 

「州政府提出新經濟發展方法，關注區域資源和吸引新產業，紐約州各地數十年來

陷於衰退狀態的社區如今因此獲得復興。」  葛謨州長指出。「這些會議幫助確保

這種成功得以延續，利用區域領袖和利益相關者的專業知識讓麥可山谷在未來世代

變得更加宜居、多元化並且可持續。」  

 

「葛謨州長證明了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戰略化投資對區域發展的重要意義，我們已在

麥可山谷和整個紐約州見證了這一點。」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

示。「由於州長表現出的領導能力和遠見卓識，我們將繼續在創造和保護就業方

面加大投資、推動新產業的發展，並強化紐約州城鄉各個社區。我們已取得的進展

是毋庸置疑的，而這一系列會議正是逐漸獲得成功的關鍵。」  

 

可持續發展與合作治理大會源于安德魯·葛謨擔任住房與城市发展部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部長時在 1999 年召開的一次會議，即：『跨越鴻溝：  讓本地

區為所有人造福：  構建聯邦政府議程』。那次會議邀請了地方主義、智慧發展、

城市振興等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向各種利益攸關方介紹他們的理念，召開專家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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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現正在將州政府機構、當地政府和社區合作夥伴之間

的跨機構合作確定為工作重點，從而實現集體效應最大化。麥可山谷是這種自下而

上發展模式的典範，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即可看到這種模式取得的成就。  

 

截至目前，紐約州已經對麥可山谷投資逾  18 億美元，用於幫助推進該地區的發展

目標。截至今年  10 月，麥可山谷內的私營部門工作數量為  148,700 份。該地區的

失業率也已顯著下降，從  2010 年  10 月的  7.7% 降至今年同期的  4.7%。 

 

在合作治理大會上，多位演講人和專家組討論審查了各種案例分析、分享了最佳實

踐，並討論了紐約州將如何繼續作為一個合作夥伴，幫助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整合性

社區，透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兩位可持續發展專家在會上發表了主題

演講： 

  希爾伯恩（希爾）·阿布特  (Shereburne “Shere” Abbott)，可持續發展計畫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副主席、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可持續

科學與政策校聘教授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署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委員會成員   

  葉敏  (Min Ye)、莫藤·索爾博格  (Morten Sohlberg)，餐館老闆/農民，布倫海

姆餐飲集團  (Blenheim Restaurant Group)，布倫海姆山區農場  (Blenheim Hill 

Farm) 

 

參會人員包括：當地民選官員、規劃人員、經濟發展專家、住房倡議人等等。本次

大會強調了葛謨州長對以下方面所做的承諾：大眾交通和以交通為導向的發展模

式、長島計畫和投資，從而在超級颶風桑迪  (Superstorm Sandy) 肆虐之後，建設更

美好更強大的長島。  

 

在大會上，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宣佈將透過紐約州『棕地機會區計畫  

(Brownfield Opportunity Area Program)』提供  200 萬美元的規劃撥款，用於幫助該

計畫範圍內的各個社區對利用此前提供的撥款啟動復興進程的經濟貧困地區完成復

興提名。『棕地機會區計畫』授權各自治市和社區團體設法改造和復興經濟貧困地

區。 

 

葛謨州長在過去六年間發起或改革過的其他可持續發展計畫包括：  

  更清潔、更綠色的區域可持續發展計畫  (Cleaner, Greener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Plans)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土地銀行法  (Land Bank Act)》，用以改建閒置房地產   

  啟動打擊僵屍房的立法工作   

  完整街道設計計畫  (Complete Streets design initiative)  



  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哈德遜谷農田保護和紐約南線地區農業促進計畫  (Hudson Valley Farmland 

Preservation and Southern Tier Agricultural Industry Enhancement Programs)  

  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棕地再開發改革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Reform)  

 歷史保護稅收減免  (Historic Preservation Tax Credit)  

  氣候智慧社區補助金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Grants)  

  《社區風險和彈性法  (Community Risk and Resiliency Act) 》 

 
 
錫拉丘茲大學可持續發展計畫副主席、可持續科學教授、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

署委員會成員希爾伯恩（希爾）·阿布特  (Shereburne “Shere” Abbott) 表示，「可

持續性可歸結為我們能否利用這個星球提供的資源生存下去。我們現在和未來能否

為人們提供食物、住房、教育、就業，與此同時保護地球的生命維持系統。州長召

開的可持續發展大會提供重要的論壇用於解決複雜的可持續性問題。」  

 

布倫海姆餐飲集團與布倫海姆山區農場的葉敏  (Min Ye)、莫藤·索爾博格  (Morten 

Sohlberg) 表示，「可持續糧食系統彌合了紐約州北部地區 /南部地區的鴻溝。我們

的『農場到餐桌』餐館和農場把紐約州北部地區最好的農業資源與南部地區龐大的

可持續糧食市場相結合。州長召開的會議承認可持續性是一個關乎全州的問題。」  

 

參議員喬·格里弗  (Joe Griffo) 表示，「我們如今看到『新』紐約正在興起，它更

加多元化和有適應力，但要想發展得更強大，就必須利用我們區域的領導者和專長

來構建比以往更加理性和穩定的經濟。透過州長召開的可持續發展與治理大會，我

們見證了紐約州各地啟動創新計畫並制定增長戰略。在麥可山谷，我們將延續這種

趨勢以確保為紐約州未來的勞動者提供健康、活躍並且可持續的經濟。」  

 
州眾議院議員安東尼·布林迪西  (Anthony Brindisi) 表示，「州長為紐約州確立了

強大並且可持續的未來，這個未來關注清潔產業和智能科技產業，並透過與區域領

導者、地區民選官員及其他商業利益相關者的重要合作實現這個目標。今天召開的

大會將鞏固麥可山谷從復興紐約州南部地區到改進交通基礎設施取得的成功，用於

幫助創造強勁的經濟環境，從而在未來若干年繼續發展我們的社區。」  

 

奧奈達縣  (Oneida) 縣長安東尼·匹森特  (Anthony Picente) 表示，「我們目前與葛

謨州長合作，利用麥可山谷的資源推動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奠定基礎以創造成功的

未來。本次大會匯聚過去率先開展成功項目的領袖人物，這些人將繼續與公私利益

相關者合作，以確保支持可持續經濟的新計畫獲得實施。感謝州長關注這些重要的

問題，並幫助制定行動計畫用於落實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將有助於發展我們地區的

經濟。」 

 
 



蒙哥馬利縣  (Montgomery) 縣長馬特·奧森福特  (Matt Ossenfort) 表示，「今天召

開的可持續發展大會匯聚麥可山谷最有才智的人士，共同策劃並建立一個強大的平

台供我們的社區繼續蓬勃發展。透過改善我們的道路和橋樑、投資於新技術和新興

產業、以及讓我們的區域經濟在未來保持活力，葛謨州長幫助制定承諾並培養發展

勢頭用於繼續推動該區域以及整個紐約州發展。」  

 

尤提卡市市長羅伯特·帕爾米耶里  (Robert Palmieri) 表示，「作為州長設立變革計

畫和建立牢固合作關係的成果，麥可山谷地區和尤提卡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

召開的大會鞏固了州長對我們地區提供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把我們的未來置於

地方層面和州層面對話的最前沿。透過匯聚民選官員、地方企業和區域領袖，尤提

卡市和本區域其他地方必將實現清潔、理性的增長，最終為我們的後世子孫創造可

持續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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